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倚靠主 
以賽亞書 26:1-21 

 
26:1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郭。 
26:2 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 
26:3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26:4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 
26:5 他使住高處的、與高城一併敗落、將城拆毀、拆平直到塵埃。 
26:6 要被腳踐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腳、和窮乏人的腳踐踏。 
26:7 義人的道、是正直的．你為正直的主、必修平義人的路。 
26:8 耶和華阿、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心裡所羨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 
        記念的名。 
26:9 夜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裡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的居 
        民就學習公義。 
26:10 以恩惠待惡人、他仍不學習公義．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義、也不注意耶和華 
          的威嚴。 
26:11 耶和華阿、你的手高舉、他們仍然不看．卻要看你為百姓發的熱心、因而抱愧．並 
          且有火燒滅你的敵人。 
26:12 耶和華阿、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因為我們所作的事、都是你給我們成就的。 
26:13 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在你以外曾有別的主管轄我們、但我們專要倚靠你、提你的 
          名。 
26:14 他們死了、必不能再活．他們去世、必不能再起．因為你刑罰他們、毀滅他們、他 
          們的名號就全然消滅。 
26:15 耶和華阿、你增添國民、你增添國民．你得了榮耀、又擴張地的四境。 
26:16 耶和華阿、他們在急難中尋求你．你的懲罰臨到他們身上、他們就傾心吐膽禱告你。 
26:17 婦人懷孕、臨產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華阿、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26:18 我們也曾懷孕疼痛、所產的竟像風一樣．我們在地上未曾行甚麼拯救的事．世上的 
          居民、也未曾敗落。 
26:19 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復活．屍首〔原文作我的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阿、 
          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26:20 我的百姓阿、你們要來進入內室、關上門、隱藏片時、等到忿怒過去。 
26:21 因為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要刑罰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 
          掩蓋被殺的人。 
 
     人生多有患難，在患難中，我們倚靠的是甚麼呢? 當然我們也當盡自己的力量，但是，
論到生死之間的選擇，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我們只有靠神大能膀臂的幫助。 
 
    兩週前本教會支持的一位宣教士因為九十多歲的母親跌倒，從海外回來探望，寧可人弟
兄告訴我這事，我和黃友杰弟兄和張麗姊妹一起去為她的母親禱告。這位宣教士告訴我們
她女兒這個月發生的事件，和禱告蒙垂聽的喜樂。她的女兒非常優秀，過去曾是哈佛大學
女子長跑最傑出的健將，在哈佛與林書豪齊名。現在孩子已經兩歲了，每天仍然跑十幾英
哩。幾週前這位宣教士受聖靈感動，要為她的女兒迫切禱告，他們教會的 24 小時禱告網
為她女兒禱告，每兩小時一班，一班有三個人，她的那一班是午夜到半夜兩點鐘。後來才
知道，正在那時刻，她女兒那時遭到攻擊。她在波士頓下班回家的路上，走到離家門口約
有幾百呎的地方，聽見後面有聲音，忽然有一個人，用槍頂著她，要她跟他走。那時沒有



時間考慮，打 911 也來不及，跑得再快也沒有用，大叫救命也不一定有用，她就立時禱告，
忽然想起剛走過的路上，樓上有兩個人，她就及忙往後退，稍微靠近那樓，放聲大叫，那
人拿槍人害怕，就逃跑了。神保守她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害。遇見比我們強大的敵人時，
我們需要神的保護，主耶穌是我們的避難所，是堅固的保障，是可脫離敵人之手的逃城，
是四圍的盾牌，是我們的磐石，是我們的拯救，也成為我們的詩歌，我們要倚靠主。 
 
    大衛在詩篇第 61 篇第 1-3 節如此說: 「神阿、求你聽我的呼求、側耳聽我的禱告．我心
裏發昏的時候、我要從地極求告你．求你領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為你作過我的避難
所、作過我的堅固臺、脫離仇敵。」 
 
    今天我們要從以賽亞書中來看如何跟隨主。以賽亞書是 17 本舊約先知書中內容最豐富，
涵蓋的範圍最廣，論到彌賽亞，就是基督最讓人受感動的一本書。新約中 21 次提到以賽
亞，65 處直接引用以賽書的經節。從大衛建立猶大國到耶利米時代，神的選民漸漸離棄神。
神也興起幾位好的領袖帶領猶太人歸向耶和華，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有四位好王，就是亞
撒、約沙法、希西家與約西亞。但是大部份的王都不聽神藉先知給猶大國的警告，神的子
民仍然繼續悖逆，以致猶大國仍然漸漸衰敗。神在這些年間使用許多的先知將神的心意表
明，先知以賽亞所看見的異象就好比黑暗時代的一盞明燈，照亮在神的子民的心中。以賽
亞的話語讓人悔改歸向神，好讓人得到神的拯救，以賽亞的意思就是「耶和華的救恩」。
我們從以賽亞第二十六章來看如何倚靠主。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一、信心的宣告 
 
26:1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城牆、為外郭。 
26:2 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 
26:3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1. 神堅固的城 
 
    以賽亞第二十六章是一首感恩的歡樂頌歌，第一節到第六節乃是神的子民默想未來的榮
耀得勝而心中喜樂歡呼，宣告神的工作永存，神的道路公義，神的能力無限，祂的愛持久，
祂的目標確定，祂的作為奇哉，祂賜給人的盼望真實。 
 
 「當那日」，是指著等候神的人，必定被神拯救。被拯救的人必因神所賜的救恩，歡喜快
樂。 
 
    有一堅固的城是前六節所要描述的重點。這城有五個特點: 
 
(1) 這城是神所造的 
    多少的城都被敵軍攻破，因為那是人所造的城。神為人預備了一座城。 
(2) 神就是那城 
    神是堅固的城，是我們永遠的居所，是堅固的磐石，是永恆的保障。神是我們的救贖者，
是我們的山寨，逃城，是我們四圍的盾牌。 
(3) 是救恩的城 
    不是限制人的城，不是控制人的城，乃是拯救人的城。以救恩為城牆，為外郭。猶太人
受敵人各樣的侵襲，攪擾，惟有神能保護其中的居民。 
(4) 神邀請人進城 



     守信的義民可自由出入，就好像羊出入羊圈的門，可以進到草場上得豐富的食物和保護，
同樣，神的民可以進出此城得到豐盛的供應和安全。 
(5) 這城是平安的城 
     堅心靠神的人必蒙保守得十分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是完全的平安。 
 
2. 神子民堅定的信心 
 
26:4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 
26:5 他使住高處的、與高城一併敗落、將城拆毀、拆平直到塵埃。 
26:6 要被腳踐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腳、和窮乏人的腳踐踏。 
 
(1) 這城是永遠可倚靠的 
   我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賽 26:4) 
(2) 這城可徹底除滅仇敵 
  惡人，心高氣傲，不信靠神，有高城，高台，高處，高傲的眼目。 
這些都必敗落。這是神的法則，智慧與能力。 
   
    以此豫表基督為受苦的僕人。基督為了拯救我們脫離罪惡，完成父神救贖人類的偉大旨
意，完全順服父神，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 
 
    神賜福給投靠祂的人。信神的人不但信有神，並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來 11:6) 你
是尋求祂的人嗎? 怎麼知道呢? 尋求者不是看見眼前的環境與安排，乃是以超越的屬靈眼
光，看見了那末後快成的事。 
 
  「看哪! 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生，你們豈不知道麼?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
江河。」(賽 43:19) 
 
二、迫切的禱告 
 
    讓我們從這禱告中學習如何是有信心的禱告，等候神的禱告，有功效的禱告，持續的禱
告，感恩的禱告。 
 
1. 等候神的禱告 
 
26:7 義人的道、是正直的．你為正直的主、必修平義人的路。 
26:8 耶和華阿、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心裡所羨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 
        記念的名。 
26:9 夜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裡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的居 
        民就學習公義。 
26:10 以恩惠待惡人、他仍不學習公義．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義、也不注意耶和華 
          的威嚴。 
 
    以恩惠待惡人不能使世界學到功課，惟有藉著審判才會使世界明白這教訓，就是公義得
勝掌權，抗拒神的必自取滅亡。然而，這公義的審判不是由人來執行的，乃是神親自動工，
施行審判，好讓世界得知神的道路。要知道神願意人回轉歸向祂，因為歸向神就得存活，
遠離神必要死亡。如何讓人回轉呢? 按照我們的本性，我們不喜歡受約束，也不接受批評。
這些都表現在我們反應的態度中。心態是非常重要的，憂傷痛悔的心，主必不輕看。神等



候我們回頭，離開世俗的道路，全心歸向神。道路雖崎嶇不平，有哭泣，有痛悔，但是有
神同在，靈裏有倚靠，有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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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錫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
的聲音施恩給你，祂聽見的時候，就必應允你。」(賽 30:18-19) 
 
2. 求神刑罰惡人 
 
26:11 耶和華阿、你的手高舉、他們仍然不看．卻要看你為百姓發的熱心、因而抱愧．並   
          且有火燒滅你的敵人。 
 
    耶和華是審判列國的神，巴比倫為神所用，懲罰以色列人悖逆神。但巴比倫王對以色列
人的欺壓過重。(賽 47:5-9) 神要為祂的子民遭虐申冤。(耶 50:33-34) 以賽亞說了許多豫言，
譬如，論到巴比倫帝國將要亡於瑪代。(賽 13:1-22) 果然在主前 539 年瑪代和波斯聯合傾覆
了強大的巴比倫王朝。 
 
3. 求神賜下平安 
 
26:12 耶和華阿、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因為我們所作的事、都是你給我們成就的。 
 
4. 決心不再倚靠別的主 
 
26:13 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在你以外曾有別的主管轄我們、但我們專要倚靠你、提你的    
          名。 
26:14 他們死了、必不能再活．他們去世、必不能再起．因為你刑罰他們、毀滅他們、他 
          們的名號就全然消滅。 
 
5. 為神國的擴充代禱 
 
26:15 耶和華阿、你增添國民、你增添國民．你得了榮耀、又擴張地的四境。 
 
    當我們倚靠主的時候，神得了榮耀，主是教會的頭，我們順服的時候，神就將得救的人
數加給教會。 
 
6. 力量不足求主加添的禱告 
 
26:16 耶和華阿、他們在急難中尋求你．你的懲罰臨到他們身上、他們就傾心吐膽禱告你。 
 
    在急難中，神的子民比較容易回轉，遇見艱難，人才會向神禱告。傾心吐膽禱告的禱告
不是迫切的禱告，原文的意思乃是微弱的禱告，在重壓下，人需要神的幫助。 
 
    每家都有每家的難處，在海外的中國人中間，很多的難處在兒女與自己的關係上。兒女
小的時候忙著照顧他們，教導他們。我們正在研讀箴言，應用是很重要的。驕兒不孝，寵
壞的寵物不能生存，溺愛孩子是任憑他們死亡。「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
任他死亡。」(箴 19:18)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箴 22:15)「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



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箴 29:15) 兒女大了，要學會讓他們自己作決定，並且有技
巧地教他人如何作正確的決定。 
 
7.  再度復興的禱告 
 
26:17 婦人懷孕、臨產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華阿、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26:18 我們也曾懷孕疼痛、所產的竟像風一樣．我們在地上未曾行甚麼拯救的事．世上的 
          居民、也未曾敗落。 
26:19 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復活．屍首〔原文作我的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阿、 
          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舊約聖經用被擄歸回代表人離棄神，受到刑罰，歸向神後，神再度施恩，就像人從死裏
復活一般。以賽亞在主前 739-686 年在猶大國盡先知的職事。740-739 年是烏西雅王駕崩的
時候，以賽亞蒙召作先知。(賽 6:1)。傳統認為以賽亞的父親亞摩斯是猶大王亞瑪謝的兄弟，
以賽亞是烏西雅王的堂兄弟。以賽亞事奉長達四十年，經歷了四個王的統治，烏西雅、約
坦、亞哈斯、和希西家。到了瑪拿西作王的時候，以賽亞仍然活著。(主前 695-642) 以賽
亞的前 39 章如同舊約豫言與律法，後面 27 章如同新約恩典。前面豫言擄掠將速速臨到，
以賽亞用他兒子的名字，｢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來傳達擄掠將速速臨到信息。(賽 8:3)  
後 27 章預言神的恩典與拯救要臨到剩下的餘民，他用另一個兒子的名字，｢施亞雅述｣來
豫表神的餘民要歸回。(賽 7:3) 以賽亞順服，是一位至死忠心神的僕人，為主作了美好的
見證後，為主殉道。根據猶太傳統，以賽亞後來被瑪拿西王用鋸鋸死。(來 11:37) 今天有
誰從瑪拿西王那得到幫助呢? 我們都從以賽亞得到安慰。不要只看眼前的難處，要信靠主。 
 
    以賽亞在混亂的世局中默想，看見了藉著禱告，耶和華殲滅邪惡的勢力。(賽 26:10) 然
而，重點還不是敵人被打敗，乃是神的子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等候災難過去，藉著禱告
顯明對神的倚靠，迎接再度的復興。 
 
    一位浸信會的牧師 Don Piper 在德州參加一個訓練聚會，他的小車被大卡車撞毀，車毀
人亡。大卡車的司機無照駕駛，脈搏，停止了九十分鐘。後來有另一位牧師受聖靈感動，
迫切地為他從死裏復活禱告。他竟然活過來，並且唱耶穌恩友。他不願意分享這一段經歷，
因為沒有人會相信他的經歷。這是一個奇蹟，他確實看見了未來。他告訴我們他所看見的
未來，這些未來是天堂的美景，是極其真實的，但是，他又回到地上。 
 
    祝福再度地臨到是因為神的子民倚靠神。「 到那日，你必說，耶和華阿，我要稱謝祢，
因為你雖然向我發怒，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
靠祂，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們
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賽 12:1-3) 
 
三、忠誠的勸告 
 
26:20 我的百姓阿、你們要來進入內室、關上門、隱藏片時、等到忿怒過去。 
26:21 因為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要刑罰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   
          掩蓋被殺的人。 
 
1. 隱藏片時，蒙神保守 
 



    神的百姓蒙神保守是有條件的，進入內室、關上門、隱藏片時是為了要等候忿怒過去。
挪亞的世代，神讓挪亞傳義道，惟有進入方舟的人才蒙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埃
及人的長子都要被殺，惟有進入以色列家中，在羔羊之血塗在門框和門楣上的房內的人才
得存活。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的時候，耶利哥城的迦南人都要被滅絕，惟有進入妓
女喇合家的，才能存活。我們要懂得隱藏。這些豫表惟有進入耶穌基督裏的才蒙拯救，因
為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勞倫斯是一位隨時與主有有親密的交通，他有美好的靈性，是一位被神隱藏的人，在廚
房服事眾聖徒。他的一生雖有難處，但總是蒙神保守，是與神有親密關係的禱告的人，論
到倚靠神，他說:「人的天然本不喜歡倚靠的，但是恩典能使你倚靠，也能給你因倚靠而來
的喜樂。」 
 
    我們可以從屬靈的前輩中學到得勝，得力的功課。你在落在百般的試煉中嗎? 對弟兄會
有極大影響的聖經教師約翰達秘說: 「我若親近主，每一個試煉都會成為我蒙祝福的機會，
叫我藉著試煉成功更完全的順服; 不然，那個試煉就會變為試探了。」你缺乏力量嗎? 約翰
達秘曾說: 「力量總是來自倚靠神的地方。」你有一個重新得力的地方嗎? 讓我們一同來重
溫倚靠神的功課。 
 
2. 末日臨近，等候主來 
 
    我們當以甚麼態度迎接末日的來臨呢? 神要從祂的居所出來，那時審判將要臨到世人，
作惡的必因罪孽深重要接受刑罰。之後，神要設立千年國度，公義將要掌權，止住罪惡，
帶進永義。末了世上的國成了主基督永遠的國，我們在其中歡喜快樂。 
 
    到那日，神的子民要歌唱，「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
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神要為你的榮耀。你的日頭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縮，因為耶
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業，是
我種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榮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我
耶和華要按定期速成這事。」(賽 60:19-22)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
遠。」(啟 22:5)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
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祂，祂安息之所大
有榮耀。」(賽 11:9-11)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追想。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
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賽 65:17-18) 
 
    倚靠主的人何等有福。最後以一首詩歌，萬古磐石為我開，來作總結。作者托普雷狄牧
師十四歲開始寫聖詩，1763 年，23 歲，有次出門，途中狂風突起，不能前行，躲入一大
石穴內，聯想到主耶穌乃是萬世萬人的拯救磐石，他用一張卡片寫成此詩。一家英文雜誌
社，請讀者將他們認為最好的聖詩一百首寫出來，在三千五百人的回覆中，有三千三百十
五人將此詩列在他的單子的上端。這首詩是英文四大傑作之一，在本孫博士的傑出聖詩一
覽表中，名列第一。 
 



    多年前西王哈葛號汽船在海上失火，船將要沉沒的時，水手和乘客都奔出艙外跳到海中。
有一位青年的歌唱家和他的妻子各套上救生圈跳到海中。不幸他妻子的救生圈給人奪去了，
在大海中，妻子緊緊抓住她丈夫的肩膀。後來筋疲力盡，她對丈夫說: 「我不能再抓住
了。」他丈夫勉勵他說:「再堅持一下，讓我們唱萬古磐石」他們唱的時候，其他幾乎要沉
下去的人，也都得著了力量，向神禱告。遠遠有一隻船向他們駛來，他們唱得更加熱烈，
等候營救，直到上了救生船。後來這位唱歌的人自己說: 「這一首詩，在那一次危難中，
不但救出他和他的妻子，並且救出了許多人。」今天聖靈藉著這首詩歌讓許多靈魂得救，
得幫助。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萬古磐石為我開 
                      Rev. Augustus Montague Toplady                      托普雷狄牧師 

1.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萬古磐石為我開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容我藏身在主懷 
  let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兵丁舉槍傷主脅 
  from thy wounded side which flowed,  立時流出水與血 
  be of sin the double cure;  使我免於主怒責 
  save from wrath and make me pure.  使我污穢成清潔 
  
2. Not the labors of my hands  縱然勤勞不罷休 
  can fulfill thy law's commands;  不能達律法要求 
  could my zeal no respite know,  縱熱心能以持久 
  could my tears forever flow,  縱眼淚不住淌流 
  all for sin could not atone;  仍不能贖我罪尤 
  thou must save, and thou alone.  惟有恩主能救我 
  
3. Nothing in my hand I bring,  兩手空空到主前 
  simply to the cross I cling;  只有緊依十架邊 
  naked, come to thee for dress;  赤身求主賜白衣 
  helpless, look to thee for grace;  求主扶持我軟弱 
  foul, I to the fountain fly;  污穢奔至活泉旁 
  wash me, Savior, or I die.  求主洗我免滅亡 
  
4. While I draw this fleeting breath,  當我今生年日逝 
  when mine eyes shall close in death,  到臨終雙目垂閉 
  when I soar to worlds unknown,  向那世界飛昇時 
  see thee on thy judgment throne,  施恩寶座前見主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萬古磐石為我開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容我藏身在主懷 

 
    倚靠主的人必是敬畏神，遠離惡事，凡事稱謝神的人。「 耶和華阿，我要稱謝祢，因為
你雖然向我發怒，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祂，
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們必從救
恩的泉源歡然取水。」(賽 12:1-3) 倚靠主的人必將在榮耀中與主一同掌權。我們一同低頭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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