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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电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从电影的中间看起，正好遇到两人之间一段感情强烈的

对话，你看得一头雾水，因为你对这两个人，对这两人的故事一无所知？	  

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 58章时，我们会听到一段神和祂的子民犹太人之间的对话。对话发

生在公元前六世纪。如果我们了解这两个“人物”（即神和犹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

这对我们理解经文是有帮助的。	  

当上帝把犹太人从他们所为奴的埃及之地带出来时，祂曾与他们立约。上帝应许以色列祂

要做他们的神，也会悉心照顾他们，条件是他们做祂顺服的子民。上帝应许以色列这个新

成立的国度的人民，如果他们遵循祂所给的新的律法，守住祂的诫命，祂就会赐福他们，

使他们在世长寿、子孙满堂，五谷丰登，身体健康，国泰民安。然而，上帝也警告他们，

如果他们不守住祂的律法，神也会让敌人来毁了他们。若是那样，上帝就不再是他们的拯

救者了，而是会让他们被杀被掳，到异邦为奴。	  

上帝的所有律法可以被总结成两点。	  

第一，你们要爱我敬拜我，（我创造了整个宇宙，且将你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使

你们得到自由）。并且你们要单单敬拜我，不许有别的神。	  
第二，要爱你的邻舍，以公义、仁慈和慷慨对待他们。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后，摩西在申命记第十章这样向以色列人传达了神的这

两条诫命：	  

12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

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13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

要叫你得福。	  14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15	  耶和华

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	  16	  所以

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着颈项。	  17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

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	  18	  他为孤儿寡妇

申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	  19	  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

过寄居的。	  20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	  21	  他是

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22	  你的列祖七

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所以，在以赛亚出生前六百年，以色列人这样回应上帝，“是的，神啊，我们想和你立约。

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是的，我们会怜爱寄居的，因为我们也曾经在埃及

地做过寄居的。像你一样，我们会为孤儿寡妇伸冤，赐给他们衣食。神啊，我们向你保证，

我们一定会这样做！”	  

可是不幸的是，六百年来以色列人只是间断性地顺服神。他们有时候会在一段时间内敬拜

上帝，善待他人，然后过了几年或几十年，他们又开始让他们的儿女和邻国通婚，又开始

拜那些外邦人的神了。因为他们不再亲近神，不再经历到神的大能，他们就变得和（不信

靠耶和华的）普通人无异，行那些人所行的恶，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本来他们应当

确保每个人都有地可耕，即使穷人在荒年不得不卖地，他们也当让穷人能够将地赎回，可

是他们并没这样做。反而，地收成好的那些人开始收购其他人的地。更坏的是，以色列人

中的	  富人甚至会在邻舍因土产欠收而绝望时买下他们的孩子。因而再一次地，在神的子

民之中，又有了极度的贫穷，甚至奴役。	  

到了以赛亚在世的时候，上帝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这卷厚厚的以赛亚书记载了一系列来

自上帝的信息，描述了上帝将怎样不再保护他们脱离攻击他们的敌国之手。他们将会再次

沦为奴仆。当然，除非他们选择敬拜神并且重新开始行公义。	  

当我们读以下经文时，请注意上帝是怎样的失望，泄气，愤怒。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上帝

的选民以色列人面对上帝的失望似乎感到很困惑。	  

以赛亚书	  58：1-‐14	  （读的时候对经句加以改组/解释）	  

先读	  1-‐3节	  

1你	  要	  大	  声	  喊	  叫	  ，	  不	  可	  止	  息	  ；	  扬	  起	  声	  来	  ，	  好	  像	  吹	  角	  。	  向	  我	  百	  姓	  说	  明	  他	  们	  的	  
过	  犯	  ；	  向	  雅	  各	  家	  说	  明	  他	  们	  的	  罪	  恶	  。	  
	  
2他	  们	  天	  天	  寻	  求	  我	  ，	  乐	  意	  明	  白	  我	  的	  道	  ，	  好	  像	  行	  义	  的	  国	  民	  ，	  不	  离	  弃	  他	  们	   	  神	  
的	  典	  章	  ，	  向	  我	  求	  问	  公	  义	  的	  判	  语	  ，	  喜	  悦	  亲	  近	   	  神	  。	  
	  
3(a)	  他	  们	  说	  ：	  我	  们	  禁	  食	  ，	  你	  为	  何	  不	  看	  见	  呢	  ？	  我	  们	  刻	  苦	  己	  心	  ，	  你	  为	  何	  不	  理	  会	  
呢	  ？	  

神以律师起诉般的口吻开始了对以色列人的指控：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控诉，我的子民。你

们祷告，你们敬拜我，你们听人读圣经讲圣经。表面上你们似乎很看重我的想法。你们来

学习我的道，来亲近我听我的命令，来认识我的品格和喜好。但是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们

显得很虔诚却不是真的。你们并不是真正有兴趣学习我的律法，了解我的品性。	  

可是你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为只要你们履行这些宗教义务，就是真正的顺服我了。然后你

们竟然敢向我抱怨，说我你们的神不理会不嘉许你们的宗教行为。	  



3(b)	  看	  哪	  ，	  你	  们	  禁	  食	  的	  日	  子	  仍	  求	  利	  益	  ，	  勒	  逼	  人	  为	  你	  们	  做	  苦	  工	  。	  
	  
4你	  们	  禁	  食	  ，	  却	  互	  相	  争	  竞	  ，	  以	  凶	  恶	  的	  拳	  头	  打	  人	  。	  你	  们	  今	  日	  禁	  食	  ，	  不	  得	  使	  你	  
们	  的	  声	  音	  听	  闻	  於	  上	  。	  
	  
5这	  样	  禁	  食	  岂	  是	  我	  所	  拣	  选	  、	  使	  人	  刻	  苦	  己	  心	  的	  日	  子	  麽	  ？	  岂	  是	  叫	  人	  垂	  头	  像	  苇	  子	  ，	  
用	  麻	  布	  和	  炉	  灰	  铺	  在	  他	  以	  下	  麽	  ？	  你	  这	  可	  称	  为	  禁	  食	  、	  为	  耶	  和	  华	  所	  悦	  纳	  的	  日	  子	  
麽	  ？	  
	  

在以赛亚的年代，犹太人一年要禁食几次。他们要在赎罪日禁食，以请求罪的赦免。另外，

他们还在别的日子禁食，以纪念圣殿被毁以及他们被放逐。但很显然，在这里他们停止吃

东西，却没有停止不义勾当。并且因为他们饿了，他们变得暴躁易怒，用拳头打人。	  

这是我所拣选的禁食吗？上帝问。你们真的在禁食吗？你们一方面垂着头披麻蒙灰，一方

面却残忍对待你们的雇工和邻舍！	  

不，这不是我所拣选的禁食。上帝在第 6-‐9节继续说：	  

6我	  所	  拣	  选	  的	  禁	  食	  不	  是	  要	  松	  开	  凶	  恶	  的	  绳	  ，	  解	  下	  轭	  上	  的	  索	  ，	  使	  被	  欺	  压	  的	  得	  自	  
由	  ，	  折	  断	  一	  切	  的	  轭	  麽	  ？	  
	  
7不	  是	  要	  把	  你	  的	  饼	  分	  给	  饥	  饿	  的	  人	  ，	  将	  飘	  流	  的	  穷	  人	  接	  到	  你	  家	  中	  ，	  见	  赤	  身	  的	  给	  
他	  衣	  服	  遮	  体	  ，	  顾	  恤	  自	  己	  的	  骨	  肉	  而	  不	  掩	  藏	  麽	  ？	  
	  
8这	  样	  ，	  你	  的	  光	  就	  必	  发	  现	  如	  早	  晨	  的	  光	  ，	  你	  所	  得	  的	  医	  治	  要	  速	  速	  发	  明	  。	  你	  的	  公	  
义	  必	  在	  你	  前	  面	  行	  ；	  耶	  和	  华	  的	  荣	  光	  必	  作	  你	  的	  後	  盾	  。	  
	  
9(a)	  那	  时	  你	  求	  告	  ，	  耶	  和	  华	  必	  应	  允	  ；	  你	  呼	  求	  ，	  他	  必	  说	  ：	  我	  在	  这	  里	  。	  你	  若	  从	  你	  
中	  间	  除	  掉	  重	  轭	  和	  指	  摘	  人	  的	  指	  头	  ，	  并	  发	  恶	  言	  的	  事	  ， 

总的说来，上帝在告诉以色列人：	  

这就是你们怎样背离我的。你们说你们想知道我的道，就像你真想要顺服我一样。	  并且

你们也有祷告、敬拜、听道、禁食那样的宗教行为。因此你们就认为我该向你们施恩了。

这些宗教行为都不错。可是真正的禁食和敬拜是要停止对那些受欺压和奴役的人所施的不

义行为，为受摧残和穷苦的人提供身体上的需要。如果你们那样做，我会为你们提供一切

需要。	  

然后上帝又以美丽诗意的语言重复了一遍：	  

	  



9(b)你	  若	  从	  你	  中	  间	  除	  掉	  重	  轭	  和	  指	  摘	  人	  的	  指	  头	  ，	  并	  发	  恶	  言	  的	  事	  ， 

10你	  心	  若	  向	  饥	  饿	  的	  人	  发	  怜	  悯	  ，	  使	  困	  苦	  的	  人	  得	  满	  足	  ，	  你	  的	  光	  就	  必	  在	  黑	  暗	  中	  
发	  现	  ；	  你	  的	  幽	  暗	  必	  变	  如	  正	  午	  。	  
	  
11耶	  和	  华	  也	  必	  时	  常	  引	  导	  你	  ，	  在	  乾	  旱	  之	  地	  使	  你	  心	  满	  意	  足	  ，	  骨	  头	  强	  壮	  。	  你	  必	  
像	  浇	  灌	  的	  园	  子	  ，	  又	  像	  水	  流	  不	  绝	  的	  泉	  源	  。	  
	  
12那	  些	  出	  於	  你	  的	  人	  必	  修	  造	  久	  已	  荒	  废	  之	  处	  ；	  你	  要	  建	  立	  拆	  毁	  累	  代	  的	  根	  基	  。	  你	  
必	  称	  为	  补	  破	  口	  的	  ，	  和	  重	  修	  路	  径	  与	  人	  居	  住	  的	  。 

你听见上帝一连串美丽的应许了吗？如果你松开不义的捆绑，让被压迫的人得自由，除掉

每一条重轭；如果你与饥饿的人分享食物，把无家可归的人接到家中，给赤身露体的人穿

上衣服；如果你给困苦的人提供需要，那么我就会让你在黑暗之处有光明，就会回答你的

祷告，会让你寻见，与你同在，为你指路；我会医治你；我会更新你的灵，让它像一个浇

足了水欣欣向荣的园子。 

神把犹太人带出为奴之地，又邀请他们和祂一样变得圣洁，同样，神也将你我从各种奴役

中解放出来。我们中的有些人被神从监牢里释放，有些人从疾病或暴力关系中解救。并且，

这件屋子里的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无论老小，都已被神从负罪感和羞耻感中释放出来。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恶者再也没有权利让我们经历（第二次）死亡，我们也

已经历到了这样的自由。	  

你若已经成为了神的孩子，那么你就该已经体验到不再受憎恶苦毒辖制的自由；上帝已经

教你要宽恕别人，就像祂宽恕你一样。	  

你若尚未经历到那种从压迫中被释放的自由，那么上帝此时此刻就邀请你接受祂给的自由。

欢迎你在崇拜结束后到我（或我们的祷告小组）这里来，我们可以帮助你迈向一个新的生

命。	  

我们的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说祂来是为了让被掳的得释放。当耶稣离开祂在世上的事工后，

祂把同样的使命交托给了我们。	  

对于我们中已经得到自由的人，如我们属灵的祖先以色列人一样，神呼召我们要变得像祂

一样。祂呼召我们做两件事情：一是结束不公义、压迫和奴役，二是去帮助那些因为压迫

和奴役而受害的人，为他们提供身体所需。	  

我今天要大家听着几段经文是因为当今社会上有一种特别的不公正现象，广为泛滥，却被

大家简单接受了。这种压迫是那样常见，那样普通，以至于大家对其几乎都视而不见了。	  

这就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因此今天我呼吁你们特别地要在这方面伸张正义。	  



作为一个教会，你们必须采取行动，解下遭受暴力对待的妇女们轭下的锁链。就在我们所

在的城市，你们要拿出行动，来卸下妇女们所负的性侵之轭。这种不公现象在我们文化中

是那样的普遍。我相信上帝在呼唤你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上。这是为什

么呢？	  

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全球来看，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每

个国家，每种文化里，每个宗教中，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	  发生率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

长着。	  

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世界上百分之三十五的妇女都曾遭遇过伴侣施暴，或是非伴侣的性暴

力行为。	  

• 平均说来，	  30%的曾经有过恋爱关系的女性都报道她们遭遇过伴侣身体上或性方面	  
的某种形式的暴力侵害。	  

• 全球 38%-‐70%的妇女谋杀案中，凶手都是受害者的伴侣。	  

让我们一起想想我们通常所知的犯罪类型有哪些，是不是基本上妇女都是犯罪的受害者呢？	  

例如，现在我们通常都会谈到家庭暴力，可是事实上我们说的都是针对妻子或女朋友的暴

力行为。	  

此外不幸的是，虽然大家几乎闭口不谈，但女孩被家庭成员性侵却也是普遍现象，而且父

亲或其他男亲属往往是罪魁祸首。	  

我们会谈在工作岗位中，在俱乐部，在街上的性骚扰	  。同样，性骚扰的受害者也往往是

女性。	  

此外还有一种最为可怕且在国际上发生率逐年上升的犯罪：人口贩卖。可是，被贩卖的对

象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性贩卖。	  

这些都不会让你们吃惊，因为你们读过那么多在印度发生的强奸事件的报道，听说过“格

雷的五十度灰”这本书及其电影有多么畅销——这本书讲的也就是关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

人施以性暴力以满足自己快感的老掉牙的故事。你们从 CBC电视台得知名人 Jian	  	  
Ghomeshi揭示他虐待妇女的习惯，还称其是“双向的”。你们读过也看过这个可怕的故

事：几百个女孩被 Boko	  Haram绑架，很多月后才被发现，其中大多数已经怀孕，成为性

暴力的受害者。你们知道 Bill	  Cosby用毒品麻醉过几十个妇女好虐待她们的故事。这些对

你们而言都不是新闻了，现在是时候终止对妇女的压迫了。	  

第二个我之所以相信上帝在召唤你们教会去为女性“解开轭上的锁链”的原因是基督徒也

是压迫女性的共犯。事实上，在基督徒中，各种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虐待和性暴力事件的

发生率并不比其他地方低。基督教教会不得不承认自己应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因为教会没



有很好地解释圣经，使得有人认为女性的价值不如男性，因此导致女性遭到各方面的虐待

和不公正待遇。	  

因此我建议你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起，来解开那捆绑女性的不义之链。	  

a) 首先你们必须得找到并且根除那些被教会所包容的，关于男女、婚姻的不符合圣经

的神学教导。一个对你们教会可能有帮助的资源是一个保守基督教组织，叫 CBE	  
(Christians	  for	  Biblical	  Equality)国际组织。CBE在全世界帮助各家教会和各个信徒明

白圣经中关于男女和家庭的自由的经文教导。（播放幻灯片）	  
b) 第二个你们作为一个教会可以帮助你们社区的被压迫的女孩和妇女得到自由的方法

是，与那些致力于在本地扫除性贩卖行为的机构合作。你们中的有些人知道我在一

个叫 REED的基督教组织兼职。REED	  (Resist	  Expl,	  Embrace	  Dignity，即“抵制剥削，

迎接尊严”)	  通过两种方式来保护女性。首先，REED的员工和志愿者们为性剥削的

女性受害者提供情感的和精神的支持。或者用以赛亚 58篇的神的话说，REED的员

工和志愿者们通过“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	  见赤身的给

他衣服遮体”来满足受欺压者的需要。另一方面，REED也将焦点对准那些花钱来满

足自己对女性身体需求的男性，已彻底地去除性剥削这样的不公现象。换句话说，

REED不仅仅满足于帮助妇女脱离性剥削，使她们创伤得到	  医治，恢复身心健康。

我们还努力让社会的眼光和文化的镜头转到那些导致性产业增长的男性上。	  
c) 作为教会你们可以放一部关于性贩卖的电影，并且要求你们的邻居来一起学习以增

加对问题的了解。	  
d) 作为教会你们可以写一封请愿书呼吁 BC省的司法部长制定新的联邦法律，逮捕皮

条客和嫖客以及一切从性产业获益的人，而不处罚被利用和虐待的女性。	  
e) 作为教会你们可以为 10月 3日的“避难骑行”(Ride	  for	  Refuge)活动派出一支骑车

（或步行）队伍来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也通过骑行为 REED集资。（两个

Downtown的朋友教会的成员，Justin	  Liu和 Leanne	  Kwan今天也在此与你们一同敬

拜。因为我们教会和 REED有积极的合作，我也让他们与我同来，礼拜后他们会在

后面那张桌子那里，为你们提供关于 REED的信息，你们若想获得更多信息，或想

成为	  志愿者，也可以在那里登记一下。）	  

	  

神的孩子们，我们了不起的天父已经让我们获得了自由，使我们能与祂一起，让其他

人也获得自由。让我们再次听听上帝这奇妙的祝福吧。	  

“9那	  时	  你	  求	  告	  ，	  耶	  和	  华	  必	  应	  允	  ；	  你	  呼	  求	  ，	  他	  必	  说	  ：	  我	  在	  这	  里	  。	  你	  若	  从	  
你	  中	  间	  除	  掉	  重	  轭	  和	  指	  摘	  人	  的	  指	  头	  ，	  并	  发	  恶	  言	  的	  事	  ，	  
	  
10你	  心	  若	  向	  饥	  饿	  的	  人	  发	  怜	  悯	  ，	  使	  困	  苦	  的	  人	  得	  满	  足	  ，	  你	  的	  光	  就	  必	  在	  黑	  暗	  
中	  发	  现	  ；	  你	  的	  幽	  暗	  必	  变	  如	  正	  午	  。	  
	  



11耶	  和	  华	  也	  必	  时	  常	  引	  导	  你	  ，	  在	  乾	  旱	  之	  地	  使	  你	  心	  满	  意	  足	  ，	  骨	  头	  强	  壮	  。	  你	  
必	  像	  浇	  灌	  的	  园	  子	  ，	  又	  像	  水	  流	  不	  绝	  的	  泉	  源	  。”	  

哈利路亚，这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我邀请大家用一点安静的时间来问问圣灵上帝今天对你说了什么。上帝的美善怎样地鼓励

了你？上帝在邀请你去怎样顺服祂？	  

你倾听了圣灵的声音后，可不可以转向坐你旁边的某个人，问问他们，今天早上上帝是怎

样地鼓励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你们中若有不是基督徒的，或者你还确定世上是否有

神存在，我也欢迎你们简单谈谈你们听了我的话后现在有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