
5. 要神還是要人的幫助──亞述的危機（賽 28－35）  

by Dr. Ralph F. Wilson 
http://www.jesuswalk.com/isaiah/05_gods_help.htm 

在 24 至 27 章裡，以賽亞書給了我們主的日子的驚鴻一瞥。但現在我們始了一系列的預言，其中其中耶和

華揭示了將導致北國以色列敗亡的內部腐敗，並導致猶大成為亞述的附庸。事實上，腐敗和無神可以讓任

何國家走向被神審判的路徑。 

禍哉，以色列（28：1－13） 

第一個預言與北國以色列有關。以法蓮是佔主導地位

的部落，所以以法蓮在這裡成為北國的代稱。 

這預言嚴厲譴責醉酒狂歡的統治者，通宵達旦，似乎

無視於審判將臨到他們的國家。先知說，宴樂者所穿

戴代表權勢和尊貴136的花圈，會遭他們的敵人踐踏。  

嚴厲的審判將落在北國。在那日貴族的冠冕會沒滅，

但耶和華自己顯出是沒被殺害或被擄走的剩餘之民的

桂冠和榮耀。在這個審判的預言裡也帶來了鼓勵的話： 

＂ 5到那日，萬軍之耶和華必作他餘剩之民的榮冠華

冕，6也作了在位上行審判者公平之靈，並城門口打退

仇敵者的力量＂（28：5－6）。 

在沒有公義之處，耶和華必在審判中激發公義。在徹

底失敗之處，圍困到城門時耶和華必幫助勇士保衛城

市──當西拿基立在主前 701 年圍攻耶路撒冷被主的

使者打敗時如所說的得到了應驗（王下 19：35－36）。 

但宿醉的北國領袖不願學。神向他們解釋如何從他們

的敵人找到安息。 

＂你們要使疲乏人得安息，這樣才得安息，才得舒暢，

他們卻不肯聽＂（28：12）。 

他們拒絕了真理。他們像幼兒般，死記硬背慢慢地學。 

＂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例上加例， 

這裡一點，那裡一點＂（28：10）。 

如果他們拒絕從耶和華那以最簡單的方式學習的話，

那麼他就會以艱辛的方式教他們──藉著講不熟悉語

言的外邦列國將他們擄走。 

＂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 

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28：11）。 

如果我們堅持頑固不受教，神可能會用極端的──有時令人不舒服的──方式來教導我們。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 14：21 裡節，引用了以賽亞書 28：11－12 節的話表達用外邦人的語言向想讓不信者印象深刻最後只

會被當作愚拙的論點。 

 
136 ＂花環＂（NIV），＂花飾＂（NRSV），＂冠冕＂（KJV）是ʿaṭārâ 這字，指王冠的一個通用字，是個尊貴和權勢的象徵。不過它須

與代表皇室或祭司的冠冕的 nēzer這字分開。它可以由黃金或白銀所作，或者只是個簡單的花環（Carl Schultz，ʿāṭar，TWOT #1608a）。 

約在主前 750 年以賽亞開始了服事時的以色列和猶大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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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一塊寶貴的房角石（28：14－22） 

猶大的統治者稍微好些。雖然看到北國受到神的審判，他們以不信的態度繼續嘲笑並怠慢耶和華。他們宣

稱有某種＂死亡之約”以致他們不會被征服，可能是指與埃及的軍事聯盟，據說保證他們反抗亞述會成功。 

先知諷刺他們的誇口說： 

＂因我們以謊言為避所， 

在虛假以下藏身＂（28：15）。 

你知道有多少人會投靠他們所相信大部份的謊言──並採取行動? 例如：當我喝酒或用毒品時我很快樂。

或者，即使我以不道德的方式得到他我也要嫁他。像這類的錯誤信念會綑綁人──使他們無法釋放自己。

如果他們稍為留意，福音的真理就可以讓他們得自由。 但有太多人寧可相信文化裡流行的謊言，和他們緊

捉不放的虛假之事而非神的真理。這裡，在猶大依賴埃及的這件事上，猶大人在自欺， 並且真會被清得一

乾二淨，但他們無法阻撓神的計劃。 

在本章中第二次，在危險困苦之中，我們看到了亮光。耶路撒冷的統治者 have built their strategy 反抗亞

述的策略乃是建立在一旦發生戰爭時埃及會來幫助的空頭支票和謊言上。這基礎是信口開河最終導致分崩

離析。但神打下的基礎是堅實的並且他的標準是完全公義。 

＂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 

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 

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17我必以公平為準繩， 

以公義為線鉈…＂（28：16－17a）。 

一個安穩的基礎必須以優質的材料和精確的工具來建造，才能確保平平整整。但耶和華說的是屬靈的建築，

不是一個實質的建築。 

這顯然是段彌賽亞經文預言彌賽亞會帶來公義的日子。這＂寶貴的房角石＂最終是彌賽亞耶穌的一個記號

（彼前 2：6－8）。他是新以色列的根基（林前 3：11； 弗 2：20）。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羅 9：32

－33；10：11）。在舊約中這房角石的另外兩個預言是：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詩 118：22） 。 

＂卻向以色列兩家作絆腳的石頭， 

跌人的磐石＂（賽 8：14a）。 

耶穌是神所揀選的兒子，但這＂匠人＂，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些傲慢，自私的大祭司和長老，棄絕了他（太

21：42 ＝可 13：10＝ 路 20：17－18；徒 4：11－12），他們被他絆倒， 而非信靠他（羅 9：32－33；11：

9；彼前 2：8）。 

不義的領袖將永不得安息；他們翻來覆去，卻不舒服。他們整理過他們的床；現在他們必須躺在上面，但

他們準備的有所欠缺。 

＂原來，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 

被窩窄，使人不能遮體＂（28：20）。 

現在先知轉到耶和華＂非常的工＂，他所行滅絕自己百姓＂奇異的事＂（28：21）上 。如他在毗拉心山上

像水沖破非利士人（撒下 5：20；代上 14：11）和在基遍降大冰雹打死迦南人（書 10：11）時一樣，耶和

華也要帶給猶大可畏的毀滅。 

像農夫在特定情況下使用適當的治療（28：23－29），耶和華亦然。打穀對分開榖禾和糠是必要的， 但對

其下所承受的禾稈來說似乎很殘酷。在這個比喻中，以賽亞教導說，神以他的智慧，只會擊打他的百姓到

達成他所要的結果的程度──最後作美味的餅。 



Q1. （賽 28）我們人類是如何能夠這麼容易自圓其說並且自我欺騙？我們為什麼緊捉不放引導我們生活的

謊言呢？什麼人們會被試驗過的房角石基督和他的公義標準所絆倒呢？我們怎樣才能幫助人們來到真理中

呢？根據以賽亞書 28：21 節，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還有那些其它的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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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哉，大衛的城（29） 

現在以賽亞特地轉到耶路撒冷城。＂亞利伊勒＂（'arî'ēl）似乎是耶路撒冷的另一個名字。它可能的意思是

＂神的獅子＂ （ʾarî，指 ＂獅子＂）， 或者也許是＂神的爐邊＂，也就是指他的家137──我們不能確定。 

以賽亞預言耶路撒冷被圍會帶給人們的情緒低落──飢餓和絕望。但當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時，耶和華

會帶著他的大風來而敵人就會像吹糠秕般消逝（28：2－6）。當他的百姓醒來時候他們的敵人好像一場惡

夢。他們將消失近盡（28：7－8）。 

預言的耶路撒冷被圍應驗 在主前 701 年希西家作王期間當西拿基立圍攻耶路撒冷，卻遭耶和華以瘟疫襲擊

他的軍隊而撤退時應驗了（賽 38）。 

神的百姓因著自己的悖逆，拒絕聽從他的先知。因而他們瞎眼了。因為他們選擇謊言而非真理， 神已＂封

閉你們的眼＂──也就是，他們的皇室先知們，並且＂蒙蓋他們的頭＂也就是，他們的先見（29：9－12）。 

以賽亞所給通國悖逆本性的洞見的一節經文被耶穌引用來形容當時的法利賽人和律法師（太 15：7－9）： 

＂因為這百姓親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 

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29：13）。 

有宗教信仰的人──像你我一樣──的危險是我們很容易就將我們的宗教制度化、系統化以致我們不再尋

求主自己，而是持著冰冷的正統教義。耶穌說這段經文是描述他那時的法利賽人（太 15：7－9）。常常，

我們寶貴的教義不是在教導聖經， 而是教條式的詮釋──＂人教導的規則＂。我們可以在以極端熱情將宗

教信仰付諸於行的同時離主很遠。耶利米說：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 

誰能識透呢？＂（耶 17：9） 

我親愛的朋友們，以賽亞對當時百姓的控訴應該讓我們重新檢視我們的心並悔改，以免我們犯同樣的錯， 

先知繼續描繪那些以為神不能看到人的計劃並明白他們的心的極端愚蠢。他用一個窯匠與泥土的比喻138。 

＂你們把事顛倒了， 

豈可看窯匠如泥嗎？ 

被製作的物豈可論製作物的說：他沒有製作我？ 

或是被創造的物論造物的說：他沒有聰明＂（29：16）。 

如果你聽說過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冒犯神並褻瀆耶穌的話，那麼你就會知道人們可以如何讓自己極度愚

昧。他們 因自己的狂妄和無知而說愚蠢的話。如果我們不小心，我們也可能會。耶穌一遍又一遍教導他的

門徒要謙卑！ 

Q2. （賽 29：13）你是否見過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經歷所有的宗教活動，但其心卻遠離神嗎？我們怎樣才

能在自己身上測出這是否適用於我們呢？有什麼補救措施嗎？你怎麼能知道你將宗教信仰付諸行動僅僅是

跟隨＂人所教導的規則＂呢？以規則為基礎的信仰為顯在那裡？How does it differ from a 它與以愛心為基礎

的信仰有何不同？ 

http://www.joyfulheart.com/forums/index.php?showtopic=1276 

 
137 參結 43：15f，'arî'ēl，＂壇－爐邊＂。William S. LaSor，＂耶路撒冷＂，ISBE 2：103ff.； Young （以賽亞書 2：304－305，fn. 1） 

認為它可能的意思是＂的人＂（根據 Urgaritic），因而意味著，＂屬於神的， 神的擁有的＂。 
138 其它關於窯匠和泥土的教導在賽 45：9 和耶 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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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29：17－24） 

現在先知著眼於未來。現在人似乎聾了，並且預言已被密封，但一個全然的轉變會來到。黎巴嫩，當時是

（現在也是）個山區，將成為一片沃土，甚至是一片森林！以賽亞似乎是指當彌賽亞來時的末日，儘管他

認為這是＂很短的時間內＂。 

那些現在又聾又瞎的人然後將會聽見並看到。這將是窮人不再會被剝削的公義時候。 

＂19謙卑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 

人間貧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 
20因為，強暴人已歸無有， 

褻慢人已經滅絕， 

一切找機會作孽的都被剪除。 
21他們在爭訟的事上定無罪的為有罪， 

為城門口責備人的設下網羅， 

用虛無的事屈枉義人＂（29：19－21）。 

我們再次看到神為窮人和軟弱者堅持正義的心。 

在那一天，神的百姓將尊主為大，並尊重他的聖潔。預言以充滿盼望的一個註解結束： 

＂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 

發怨言的必受訓誨＂（29：24）。 

這不會是強制順從，而是不斷信心和學習能力增長的結果。 

禍哉悖逆的民族（30） 

然而，目前猶大在抵抗亞述人的事上寧願相信埃及的幫助而不是信任耶和華。 

＂1耶和華說：禍哉！這悖逆的兒女。 

他們同謀，卻不由於我， 

結盟，卻不由於我的靈， 

以致罪上加罪； 
2起身下埃及去，並沒有求問我； 

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 

並投在埃及的蔭下＂（30：1－2）。 

與埃及的聯盟不是以光榮，反而會以羞愧和恥辱收尾。 

這種對埃及的信任等同於背叛耶和華和他的先知。神應許審判如突然倒下的牆或者完全打碎的陶器來到。。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30：15）。 

因為他們不肯為不信和叛逆悔改，他們最終將在他們的敵人面前逃走。請注意這裡所提供的恩典的成份：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 

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30：18） 

先知預見當他們經歷＂艱難當餅困苦當水＂的時候，耶和華定會聽到他們最終的呼求。他就來指引他們”。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30：21）。 



在將來，耶和華會滿滿的祝福他的百姓，並醫治他們。 

＂當耶和華纏裹他百姓的損處， 

醫治他民鞭傷的日子， 

月光必像日光， 

日光必加七倍， 

像七日的光一樣＂（30：26）。 

當耶和華報復他們的敵人時，他的百姓會敬拜他。 

＂你們必唱歌，像守聖節的夜間一樣， 

並且心中喜樂，像人吹笛， 

上耶和華的山， 

到以色列的磐石那裡＂（30：29）。 

雖然他的百姓現在悖逆，這天來到的時候將會有大改變。 

Q3. （賽 30：15－29）為什麼神渴望展示我們他的恩典（30：18）？這說明神是什麼樣的品格？什麼阻止

了他的恩典的實現？你有經歷過以賽亞在 21 節所提到的指示嗎？什麼在我們心中是必要的來使我們可以聽

到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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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哉倚賴埃及的人（31） 

＂禍哉！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 

是因仗賴馬匹， 

倚靠甚多的車輛， 

並倚靠強壯的馬兵， 

卻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 

也不求問耶和華＂（31：1）。 

最終，不會是埃及拯救，而是耶和華自己。 

＂鳥怎樣搧翅覆雛， 

萬軍之耶和華也要照樣保護耶路撒冷。 

他必保護拯救， 

要越門保守＂ （31：5）。 

最終，耶和華宣告亞述將被打敗。因他是耶和華。 

＂這是那有火在錫安、 

有爐在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說的＂（31：9）。 

Q4. （賽 31：1）我們為什麼傾向於尋求除了主以外每一個可能源頭的幫助？在那方面這是類似偶像崇拜？

人們從不改變。耶穌也意識到這種傾向。他在馬太福音 6：31－33 節裡教導他的門徒的補救措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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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國度（32：1－8） 

以賽亞在當下的審判和末日國度高舉的視野間來來回回。 

＂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 

必有首領藉公平掌權＂（32：1）。 

它將是一個知識並且回歸耶和華的時代，尊貴人再度被尊崇而愚昧人不再受尊敬。 

耶路撒冷的女子（32：9－20） 

然而在目前，他有一個字來形容耶路撒冷自滿婦女以為一切都將像往常一樣。一年內災難救會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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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宮殿必被撇下， 

多民的城必被離棄＂（32：14a）。 

現在先知快轉來到末日的國度。 

＂15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 

曠野就變為肥田， 

肥田看如樹林。 
16那時，公平要居在曠野； 

公義要居在肥田。 
17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  

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直到永遠＂（32：15－17）。 

遭難和得幫助（33） 

先知用詩篇語言來描述的毀壞和審判。先知點明： 

＂耶和華啊，求你施恩於我們；我們等候你。 

求你每早晨作我們的膀臂， 

遭難的時候為我們的拯救＂（33：2）。 

穿插在整個章節裡都是在神未來國度和平一瞥和盼望的跡象。 

＂5耶和華被尊崇，因他居在高處； 

他以公平公義充滿錫安。 
6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穩─ 

有豐盛的救恩，並智慧和知識； 

你以敬畏耶和華為至寶＂（33：5－6）。 

誰是在二十一世紀我們這個時代唯一的＂堅固基礎”？只有主！  

現在先知描述這將要來臨毀滅的恐怖。與埃及的同盟化為泡影。＂條約被毀，其證人被藐視，無人受尊敬

＂（33：8）。最後，在絕望中，人們大聲呼喊：＂誰能忍受這烈火？＂（33：14）。答案聽起來很像詩篇

24：3－4 節──＂手潔心清的人＂──也就是敬畏耶和華的人。請注意條款中陳列出公義的明確道德條款。 

＂15行事公義、 

說話正直、 

憎惡欺壓的財利、 

擺手不受賄賂、 

塞耳不聽流血的話， 

閉眼不看邪惡事的， 
16他必居高處； 

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堅壘； 

他的糧必不缺乏； 

他的水必不斷絕＂（33：15－16）。 

Q5. （賽 33：14－16）道德行為如何顯示對神的愛？它如何顯示對人的愛？貪污受賄如何破壞公義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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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新耶路撒冷和它的王開在讀者面前敞開了。 

＂你的眼必見王的榮美， 

必見遼闊之地＂（33：17）
 
。 

＂20你要看錫安─我們守聖節的城！ 

你的眼必見耶路撒冷為安靜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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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挪移的帳幕， 

橛子永不拔出， 

繩索一根也不折斷。 
21在那裡，耶和華必顯威嚴與我們同在， 

當作江河寬闊之地…＂（33：20－21a）。 

在那時，有的不會只是人類的王。  

＂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 

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 

耶和華是我們的王； 

他必拯救我們＂（33：22）
 
。 

目前，耶路撒冷就像觸了礁的船。 

＂你的繩索鬆開： 

不能栽穩桅杆， 

也不能揚起篷來＂（33：23a）
 
。  

但在主的日子裡，新耶路撒冷將是財富、痊癒、赦免的地方。 

＂23b那時許多擄來的物被分了； 

瘸腿的把掠物奪去了。 
24城內居民必不說：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33：23b－24）。 

這段話讓我們想起 啟示錄最後一章裡說到新耶路撒冷河流和痊癒的描述。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 

結十二樣果子， 

每月都結果子；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啟 22：1－2）。 

哈利路亞！ 

審判列國（34） 

第 34 章講那可怕，血腥，並對反抗神列國最終的審判──尤其是以東。 

＂耶和華必將空虛的準繩， 

混沌的線鉈，拉在其上＂（34：11）。 

除沙漠生物和貓頭鷹外它將永遠不再有人居住。 

歡樂臨到贖回之民（35） 

但神曾住焦土的子民，盼望要來了。 

＂1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 

沙漠也必快樂； 

又像玫瑰開花， 
2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 

利巴嫩的榮耀， 

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給他。 



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我們神的華美＂（35：1－2）。 

這整章對那些幾乎失去了盼望的人來說是一章美妙希望的詩篇。 

＂5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 

聾子的耳必開通。 
6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 

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 

在曠野必有水發出； 

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7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 

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 

在野狗躺臥之處， 

必有青草、蘆葦，和蒲草＂（35：5－7）。 

救恩已臨到並且曠野已被生命轉換了！ 

但是，新耶路撒冷不僅是富足的地方。它對那些愛主的人是個屬靈之處。 

＂8在那裡必有一條大道， 

稱為聖路。 

污穢人不得經過， 

必專為贖民行走； 

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致失迷。 
9在那裡必沒有獅子， 

猛獸也不登這路； 

在那裡都遇不見， 

只有贖民在那裡行走。 
10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 

歌唱來到錫安；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 

憂愁歎息盡都逃避＂（35：8－10）。 

我愛這段談到＂贖民”和＂耶和華救贖的民”經文裡的話！ 

在第 9 節裡的＂贖民＂是 gāʾal 這字，此處是個被動分詞描述被 gōʾēl，這位親人－救贖者，有義務支付債務

以便讓被賣為奴的家庭成員得到釋放的人，贖回的那些人。這位親人－救贖者讓他們得已自由。＂耶和華

救贖的民＂ 意思是＂被耶和華救贖的民＂。 用的是 pādâ 這字，意思是＂贖金，解救，拯救＂。這希伯來

文字根的基本意義是＂實現藉著支付同等代價將所有權從一個人轉移到另外一個人＂。耶穌是我們的親人

－救贖者為救贖我們付出了代價，＂基督的寶血，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彼前 1：18－19）。 

前流亡和被擄者以歡樂的樂聲在喜樂朝聖之旅逐漸接近耶路撒冷。這些預言在主前 538 年當被擄者自從被

擄到巴比倫後開始返回耶路撒冷時部分應驗了。當時有大的喜悅並深刻的認識到神已將他們從他們的綑綁

中釋放了他們。 

Q6. （賽 35：1－10） 你認為這些經文如何能帶給頭一批讀者盼望呢？這裡應許了什麼？你認為以賽亞為什

麼很大程度依賴比喻的語言來溝通這些應許？他怎麼形容這＂聖路＂？誰可以在上面行走？誰不能呢？贖

民和被贖回者是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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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我們也有很多要感謝的！這些預言會在當基督再來帶領我們回到天家新耶路撒冷時最後應驗。

有一天基督再來提它百姓的那一天，我們也會喜樂遊行進到聖城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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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 

歌唱來到錫安；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 

憂愁歎息盡都逃避＂（35：10）。 

主耶穌，願你快來！ 

禱告 

父阿，幫助我們當你對我們說話時有耳可聽你。幫助我們不要固執和任性，讓你非管教我們不可。我們祈

求你醫治我們的心，並打開我們的耳朵。金天就以你的聖靈充滿我們且然我們日新又新。奉耶穌的名，我

們禱告。阿門。 

金句 

這些章節都含有豐富的令人回味的預言。這裡僅僅是幾塊瑰寶。 

＂16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 

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17我必以公平為準繩， 

以公義為線鉈…＂（賽 28：16－17a）。 

＂因為這百姓親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 

他們敬畏我，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賽 29：13）。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賽 30：15）。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 30：21）。 

＂耶和華啊，求你施恩於我們；我們等候你。 

求你每早晨作我們的膀臂， 

遭難的時候為我們的拯救＂（賽 33：2）。 

＂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 

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 

耶和華是我們的王； 

他必拯救我們＂（賽 33：22）。 

＂城內居民必不說：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賽 33： 24）。 

＂5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 

聾子的耳必開通。 
6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 

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 

在曠野必有水發出； 

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7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 

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 

在野狗躺臥之處， 

必有青草、蘆葦，和蒲草＂（賽 35：5－7）。 

＂8 在那裡必有一條大道， 

稱為聖路。 

污穢人不得經過， 

必專為贖民行走； 

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致失迷。 
9在那裡必沒有獅子， 

猛獸也不登這路； 

在那裡都遇不見， 

只有贖民在那裡行走。 
10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 

歌唱來到錫安；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 

憂愁歎息盡都逃避（賽 35：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