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世的安稳
The Stability Of Your Times
以赛亚书 33:5-6
引论
1. 在以赛亚在世的日子里(约公元前 700 年),犹太国正面临着危险时期
a. 亚述国不断向北推进，征服了一个接一个的王国
b. 就连北方以色列国也成为了它的俘虏
2. 当亚述不断临近耶路撒冷，百姓们不知道该投靠谁
a. 有些人主张他们应该投降于亚述人
b. 另一些人将目光投向南部，认为若与埃及联盟便可获救
3. 以赛亚受神差遣去警告百姓这两样做法都不取
a. 他们得救赎的关键在于信靠神，而是投靠人
b. 在一切都很迷惘时，神必赐下他们所需的安稳
4. 在 赛 33:533:5-6 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劝告，劝人们要信靠神
a. NKJV 版圣经中说，智慧和知识是“
“你一生一世的安稳”
你一生一世的安稳” ；当然这里说的
是神的智慧和知识
b. 注意其他的翻译：
1) "He shall be the stability of your times"
“他必是你一生一世的安稳”
他必是你一生一世的安稳” (NASB)
2) "He shall be the sure foundation
foundation of your times"
“他必是你一生一世的稳固根基”
他必是你一生一世的稳固根基” (NIV)
5. 虽然以赛亚在世的日子与我们现在离相隔上千年
a. 但是他给出的忠告仍是真实可靠的!
b. 在困难时期，神赐给我们“
“一生一世的安稳”
一生一世的安稳” !
[为了说明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效，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所处的
时代存在怎样不安稳的状况，以及这些状况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I. 今日不安稳的状况
A. 生活中我们面对着纷繁搅扰之事
1. 有些在任何时期都很常见 – 参见.伯
伯 14:1
a. 疾病
b. 死亡
c. 自然灾害
2. 有些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
a. 核爆炸的威胁，环境污染

b. 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失业
c. 艾滋病，癌症，心脏病
d. 路怒症（Road rage）,过路车辆开枪射击（drive-by shootings）
B. 这些事可能造成的影响
1. 对于有些人而言，他们会焦虑害怕
2. 另一些人则消沉沮丧
(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焦虑的时代”和“神经官能症时代”)
3. 有时甚至连基督徒也会受到影响
a. 他们可能发牢骚或抱怨
b. 他们可能就处在一种“无喜乐”的状态中
C. 但仍有一些人并不受这些事的干扰
1. 即使他们同样也亲身经历了这些对别人而言是毁灭性打击的事
2. 他们面对同样的财政危机，疾病，以及各种不定因素
-- 但他们仍能找到让他们大大喜乐，得享一生一世安慰的理由!
[他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是不是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找到了力量的源泉而
另一些却没有找到呢？我相信就是如此，这力量正是来自于神，是神在困难时期
赐下了安稳!
在此次学习的经节中(赛
赛 33:6)我们了解到神如何赐下安稳——]
33:6
II. 神赐下的安稳
A. 通过智慧和知识
1. "Wisdom and knowledge will be the stability of your times"
“智慧和知识将是你一生一世的安稳”
智慧和知识将是你一生一世的安稳” (NKJV)
2. 这样的智慧和知识可以帮助你去面对“生”
a. 通过指引，通过保守一个人不落入生活中的各样陷阱 - 箴 2:62:6-22
b. 通过在混乱的时期给出安慰和信心 - 箴 3:213:21-26
-- 凡愿意仰望神的人，神都愿意赐这样的智慧给他！ – 雅 1:51:5-8
B. 通过救赎
1. "the strength of salvation"
“得救的力量”
得救的力量” (NKJV)
2. 神的救赎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死”
a. 如果我们知道神会救我们进入永生，我们就能更好地去面对今生所
面对的不利环境
b. 思考一下保罗的例子：
1) 他有着坚强的信心 - 林后 5:1,55:1,5-8
2) 如此坚强的信心使得他持有的态度
- 林后 4:16罗 8:314:16- 18；
18
8:31-39

[是的，智慧、知识以及只有在神那里才能找到的救赎赐给了我们一生一世的安
稳！智慧与知识给予了我们面对“生”的安稳，救赎给予了我们面对“死”的安
稳。这两样“安稳”给予我们的是“至宝”（wealth [NASB 版圣经]），是“丰
盛的储备”（rich store[NIV]版圣经）。
但是怎样才能得到这宝贵的“
“一生一世的安稳”
一生一世的安稳” 呢？也就是如何能的赵智慧、
知识以及从神那里得来的救赎呢？从今天读的经节中(赛 33:6)我们看到——]
III. 得着如此安稳的关键
得着如此安稳的关键
A. 是“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敬畏”
1. 注意 NIV 版圣经写道：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key to this treasure"
“敬畏神就是得着这至宝的关键
敬畏神就是得着这至宝的关键”
是得着这至宝的关键”
2. 注意到在圣经中的其它经节中，也提到敬畏神是至关重要的：
a. 要得到智慧和知识
1)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 – 箴 1:7
2)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 箴 9:10
b. 要得到救赎
1) 就必须得到神的悦纳 – 徒 10:3410:34-35
2) 救世的道是传给那些得救赎的人的 - 徒 13:26
3) 救赎是灵命增长所必须的 – 腓 2:12
B. 为何必须敬畏神
1. “……敬畏耶和华的
“……敬畏耶和华的，
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 箴 16:6
a. 对神以及对神公义的审判存有敬畏将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动力
b. 通过远离恶事，我们便转向了神！
2. “敬畏耶和华的，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
大有倚靠……有
……有避难所“
避难所“ – 箴 14:26
a. 当我们转向神，我们对神的敬畏会成为大大蒙福的来源!
b. 如智慧、知识、救赎、信心、庇护；的确“敬畏神就是生命的泉源”
敬畏神就是生命的泉源”！
– 箴 14:27
结论
1. 我们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
a. 在困难时期缺乏安稳的人们是因为他们缺少智慧、知识和神的救赎
b. 他们缺少这些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
2. 对神的敬畏会促使他们远离邪恶转向神
a. 在神那里他们可以找到神的智慧、知识和救赎
b. 而这些会才会带给他们“
“一生一世的安稳”
一生一世的安稳”！
3. 有了这样的安稳，我们可以与《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同说：
“主是帮助我的，
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
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 来 13:6)

难道你不愿意让主赐给你安稳去面对那些困难的日子吗？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
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
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 傅安妮（
傅安妮（Annie Johnson Flint）
Fl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