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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  
32:2 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密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32:3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  
32:4 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吧人的舌、必说话通快。  
32:5 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  
32:6 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作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

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  
32:7 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

样行。  
32:8 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32:9 安逸的妇女阿、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阿、侧耳听我的言语。  
32:10 无虑的女子阿、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或作禾稼〕可收。  
32:11 安逸的妇女阿、要战兢．无虑的女子阿、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  
32:12 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  
32:13 荆棘蒺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  
32:14 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作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

场．  
32:15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32:16 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  
32:17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  
32:18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  
32:19 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  
32:20 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 

 
 
 
 
 
 
 
 



 
 

33:1 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
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  

33:2 耶和华阿、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
我们的拯救。  

33:3 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  
33:4 你们所掳的必被敛尽、好像蚂蚱吃〔原文作敛〕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

样。  
33:5 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  
33:6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33:7 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号．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  
33:8 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约、藐视城邑、不顾人民。  
33:9 地上悲哀衰残．利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珊和迦密的树林凋残。  
33:10 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  
33:11 你们要怀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碎稓．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  
33:12 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  
33:13 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  
33:14 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兢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

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  
33:15 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利、摆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

邪恶事的、  
33:16 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  
33:17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  
33:18 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记数目的在哪里呢．平贡银的在哪里呢．数戍楼的

在哪里呢．  
33:19 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  
33:20 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节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

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33:21 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

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33:22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

们。  
33:23 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篷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

掠物夺去了。  
33:24 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34:1 列国阿、要近前来听．众民哪、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
的、都应当听。  

34:2 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忿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  
34:3 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  
34:4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

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34:5 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  
34:6 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

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34:7 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  
34:8 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  
34:9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  
34:10 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  
34:11 鹈鹕、箭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

的线铊、拉在其上。  
34:12 以东人要召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  
34:13 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保障要长蒺藜和刺草．要作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  
34:14 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

找安歇之处。  
34:15 箭蛇要在那里作窝、下蛋、菢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鹞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  
34:16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

的灵将他们聚集。  
34:17 他也为他们拈阄、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35:1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  
35:2 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迦密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

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 神的华美。  
35:3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  
35:4 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 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

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  
35:5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  
35:6 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35:7 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

和蒲草。  
35:8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

昧、也不至失迷。  
35:9 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  
35:10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

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36:1 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  
36:2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

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36:3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那、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拉伯

沙基。  
36:4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希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甚么可仗赖

的呢。  
36:5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36:6 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36:7 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 神．希西家岂不是将 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么。  
36:8 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二千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36:9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么。  
36:10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么．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

这地吧。  
36:11 以利亚敬、舍伯那、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

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36:12 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么、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

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么。  
36:13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  
36:14 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  
36:15 也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

中。  
36:16 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

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  
36:17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

之地。  
36:18 你们要谨防、恐怕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那一个救他本国

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36:19 哈马和亚珥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音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

么。  
36:20 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

么。  
36:21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  
36:22 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

来到希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37:1 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37:2 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

知以赛亚。  
37:3 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

没有力量生产  
37:4 或者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 神的

话．耶和华你的 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  
37:5 希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37:6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

的话、不要惧怕。  
37:7 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37:8 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立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  
37:9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

希西家、吩咐他们说、  
37:10 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 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

述王的手中。  
37:11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么。  
37:12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

救这些国呢。  
37:13 哈马的王、亚珥拔的王、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37:14 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37:15 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37:16 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阿、你、惟有你、是天下万国的 神．你曾

创造天地。  
37:17 耶和华阿、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阿、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的一切话、他是打

发使者来辱骂永生 神的。  
37:18 耶和华阿、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37:19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

灭绝他。  
37:20 耶和华我们的 神阿、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有你是耶

和华。  
37:21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你既然求

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  
37:22 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37:23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37:24 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

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  



37:25 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  
37:26 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作的、古时所立的么、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

乱堆。  
37:27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

未长成的禾稼、  
37:28 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37:29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

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  
37:30 以色列人哪、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

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37:31 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37:32 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37:33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

前、也不筑垒攻城。  
37:34 他从那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  
37:35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37:36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37:37 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37:38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

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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