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YEAR THAT KING UZZIAH DIED 

烏西雅王崩的那年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 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衪的衣裳垂下, 遮滿聖殿. 其上有撒

拉弗侍立, 各有六個翅膀, 用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腳, 兩個翅膀飛翔; 彼此呼喊説

: 「聖哉, 聖哉, 萬軍之耶和華; 衪的榮光充滿全地. 」 因呼喊者的聲音, 門檻的根基

震動, 殿充滿了煙雲.」(賽6:1-4) 

以賽亞何等不可思議的見到 神! 請注意, 這是發生在烏西雅王崩的那一年. 為要明白這

時間的重要性, 我們必須對烏西雅的生平略有認識. 

歷代志下記載, 烏西雅16歲登基, 於耶路撒冷執政52年. 在他的領導之下, 猶大國在政治

, 財政和軍力各方面都達到高峰, 「…他尋求, 耶和華就使他亨通. 」(代下26:5) 人民

富裕, 領受恩賜; 而且, 他們發明了新的兵器, 使列國都驚歎不已.  

你我也能感到該國相仿於美國. 比起地上多半的國家, 本國的歷史並不悠久; 然而, 不可

否認,  從世界各地移民到這裡來的人, 都因著 神的手而變得強盛. 我們奇妙的得幫助, 

蒙恩賜, 以致在各方面都受世人羨慕. 

然而, 我們必須從烏西雅學習一個要緊的功課. 他的駕崩是個不祥的警告: 強大但卻不敬

虔的國家會有悲慘的結局.  

驕傲在敗壞之先 

烏西雅究竟如何呢? 聖經解釋得頗清楚: 「…因為他得了非常的幫助, 甚是強盛. 他既強

盛, 就心高氣傲, 以致行事邪僻, 干犯耶和華他的神, 進耶和華的殿, 要在香壇上燒香.

」(代下26:15-16)  

律法明明禁止的, 烏西雅卻明知故犯, 到聖殿燒香. 這行動代表了自已判斷是非的社會和

其領導. 他長期以來都成功, 便心高氣傲; 他認為自己在 神眼中不會犯錯. 當然, 聖經

警告說: 「 驕傲在敗壞之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箴16:18) 

 



 

屬 神的80位祭司隨即跟著烏西雅進去, 警告他説: 「給耶和華燒香不是你的事.」(代下

26:17-19) 換言之, 他們説: 「你所作的不對. 神已指定要這樣行的. 你卻顛倒是非, 指

惡為善. 」然而, 這些代表 神真理的人抵擋王的傲氣, 他就怒視他們. 他當時和他先前

謙卑的尋求 神時的光景,何等截然不同!  

同樣, 你我正處於這等時期:人們會怒視為 神作出口的人. 本國的教會已開始受逼迫, 愈

來愈會受控告. 正如以賽亞所說, 為著真理而立場堅定的人會受不虔不義的人所害, 受誹

謗, 遭打倒(參看賽59:15). 

聖經記載, 烏西雅手拿著香壇, 怒火中燒, 額上忽然發出大痲瘋. 這是人皆可見, 關於他

喪心病狂的一個記號; 長期以來, 有諸於內, 便形諸於外. 結果,他在餘下的一生抱愧蒙

羞, 在痲瘋營裡終老.  

這是表明靈裡的病態首先會在人心中, 然後又在他們的行為上彰顯出來. 比如, 本國的人

怎能自以為 神, 宣告何謂善, 何謂惡呢? 我們為何認為自己可以干犯 神的道(曾經是我

們的根基), 而不必付代價呢? 我們抵擋了自己曾經懂得的真理, 結果便活在虛幻中, 以

致喪心病狂. 

保羅透過羅馬書警告過: 「原來 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 就是那

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 神已經給他

們顯明…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 卻不當作神榮耀祂, 也不感謝衪;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 神, 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

的事.」(羅1:18-21,28)  

曾一度受人羡慕的美國如今已成為列國的笑柄. 我們變得越發衰弱困惑, 在社會, 政治和

道德上都癱瘓了. 顯然, 神沒有像從前一般按手在我們身上了.  

神的回應 

當一國落到這種危難的光景時, 神會有何回應呢? 首先, 請謹記, 以賽亞在「烏西雅王崩

的那年」看見 神. 換言之, 那好像是既絕望, 軍力衰敗, 經濟崩潰, 仇敵譏誚的一年. 

那也是國勢強大, 聲威光榮都已成往事, 以致人們前途渺茫的一年. 那年, 神就向那世代

的人最後一次施憐憫, 以作回應; 祂這樣做, 是為要吸引一人到衪面前. 神向來這樣做, 

且總必如此. 

「… 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衪的衣裳垂下, 遮滿聖殿.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 各有六

個翅膀, 用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腳, 兩個翅膀飛翔; 彼此呼喊説: 「聖哉, 聖哉,  



 

萬軍之耶和華; 衪的榮光充滿全地. 」 因呼喊者的聲音, 門檻的根基震動, 殿充滿了煙

雲.」(賽6:1-4) 以賽亞被吸引到 神的面前, 得蒙啟示, 有關 神的威嚴, 權能, 聖潔和

榮耀, 以及祂的旨意充滿全地. 

以賽亞看見 神, 便立刻曉得他自己和周遭的人都是不潔的. 「那時我説: 「禍哉, 禍哉, 
我滅亡了! 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
和華. 」」(賽6:5) 

請試想, 以賽亞是信奉 神的國家中的一個虔誠人; 他甚至在聖殿裡有職任. 然而直到那

時, 他從未充份得見聖潔的 神. 忽然間, 他在 神面前, 明白我們人的義都只不過像污穢

的衣服而已. 他明白我們本身一無是處; 我們都無法憑自己的獻祭和善行, 而站在聖潔的

神面前.  

請謹記, 該國在烏西雅的領導之下, 因驕傲而東倒西歪. 那時, 惟一能起平衡作用的就是

謙卑的人; 所以, 以賽亞得見 神的時間是策略性的. 

聖經記載, 以賽亞一旦謙卑在 神面前, 有一件希奇的事就發生了.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
跟前, 手裡拿著紅炭, 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 將炭沾我的口, 説: 「看哪, 這炭沾了
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惡就赦免了.」(賽6:6-7) 換言之, 以賽亞除了看見自

己和眾人是不潔的以外, 更領會 神樂意赦免那些向衪回轉的人!以賽亞不必為此而懇求.

神的憐憫臨到感動了他,他便曉得 神樂意赦免且潔淨人心. 

 同樣,  如今那些因親近主而謙卑下來的人都曉得衪的大憐憫. 他們明白 神 存心要赦免

本國的每一個人, 包括男女老幼. 祂不要行審判! 衪渴望再次召集人來歸祂自己.  

困難的事奉 

以賽亞被 神的憐憫感動後, 便開始聽見 神的心意, 彷彿聖父, 聖子, 聖靈彼此說話. 「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 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賽6:8) 換言之, 衪

說有誰會去向這批不配受恩的百姓傳揚我的憐憫呢?  

「我説: 「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 」祂説: 「你去告訴這百姓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
明白; 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 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 耳朵發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
見, 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 回轉過來, 便得醫治. 」我就説: 「主啊, 這到幾時為止呢? 
」祂説: 「直到城邑荒涼, 無人居住, 房屋空閒無人, 地土極其荒涼; 並且耶和華將人遷
到遠方, 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 境內剩下的人, 若還有十分之一, 也必被吞滅; 像栗
樹橡樹, 雖被砍伐, 樹根卻仍存留; 這聖潔的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賽6:8-13)  

以賽亞切切要受差遣去傳揚神的憐憫; 然而, 神警告他説, 這事奉並非容易, 但是, 對於

他10%傳道的對象, 這事奉將會有永恆的貢獻.  

 



 

神比方說, 樹被砍伐, 其根部還是帶著生命, 使嫩枝生長. 祂實在説: 「社會裡多半的人

都違反我的道路. 雖然你站在我的面前, 人們卻一味自以為 神, 不肯悔改. 雖然如此, 

因著 

你的努力, 10%的人會聽從你. 雖然本國會受試煉, 以致城市荒涼, 我已把我的生命栽在

10%的人心中. 無論如何, 他們都會存活. 他們既會站穩, 又會忍耐, 有如樹栽在活水河

畔. 」 

10%! 當然, 這10%的人還是會像其他人一般, 經歷愁苦和試煉. 但是, 他們會帶著 神生

命的種子, 以致當周遭的人彷彿失喪時, 他們卻能得生. 

有誰會去呢? 

現在, 請問: 10%的人是值得的嗎? 我們為著他們而遭受90%的人的鄙視, 誹謗, 排斥, 和

撒謊(也就是說,我們若渴望在這世代裡為 神站立得穩, 而必須忍受的), 是值得的嗎? 請

謹記, 神若把10%的人託付我們, 這是指美國逾三千萬人會向祂回轉! 有些已與 神同行的

人會重新得力, 其他背道的人會歸回, 許多不認識 神的則會找著衪. 

哦, 你能再次聽見 神這樣呼籲説嗎: 「有誰會去呢? 有誰願意站著, 面對受人排斥的恐

懼感, 和希望被人人所愛的傲氣呢? 有誰會告訴這世代的人, 説即使他們愚妄, 我還是渴

望赦免他們呢? 有誰會告訴他們, 說他們只要來站在我面前, 我就會感動他們, 把新的生

命和盼望栽在他們心中. 」? 

也許你最近想: 「我無法在我的工作環境裡提及主名. 我是如此的懦弱! 」或者, 你只能

看見自己的掙扎和失敗, 便問自己怎能為主作出口. 然而, 以賽亞故事的重點就是, 當他

説: 「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 」, 他還是一蹶不振. 他是軟弱的, 且自己曉得. 他自知沒

有權利自誇, 因為他看見他沒有神時的本相. 

 同樣, 當 神要更深切的使用你時, 你會知道你自己的失敗和軟弱. 然而, 你憂傷謙卑, 

一蹶不振, 自知沒有權利稱呼主名, 就確實會領會 神的憐憫. 衪出於憐憫, 已赦免, 潔

淨, 遮蓋和呼召你. 而且, 他若樂意恩待你, 就必樂意同樣待你周遭的人.  

所以, 這並非默不作聲的時候. 我們這世代的人不會自動找 神. 他們必須得蒙光照, 而

你我就是世上的光, 即這世代的人的指望. 

請謹記, 神的心意就是要使用像我們一樣, 感到一蹶不振的人. 在 神眼中已謙卑下來的

人往往會對社會裡各式各樣放縱自己的人,自然而然的發出慈心. 他們不會為要提出另一

種論點, 而心高氣傲的說話, 不! 他們會謙卑的站在人面前, 仁慈的說話. 正如他們被  

 



 

神溫柔的心感動了, 他們的嘴唇也會發出溫柔之詞. 這些人都是 神在這時刻會使用為祂

的使者的, 因為他們會奉差遣去宣告這信息: 「神本為善, 衪的憐憫永遠長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