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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任務危險的任務

以賽亞書第六章 1 - 13

1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1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2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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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

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4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5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5那時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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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裡拿著紅炭，6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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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危險的任務危險的任務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以賽亞書第六章 1 - 13

8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9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9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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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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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我就說：「主啊，這到幾時為止呢？」他說：

「直到城邑荒涼 無人居住 房屋空閒無人 地土極其荒涼「直到城邑荒涼，無人居住，房屋空閒無人，地土極其荒涼。

12並且耶和華將人遷到遠方，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

13境內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13境內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 ，也必被吞滅，

像栗樹、橡樹雖被砍伐，樹墩子卻仍存留。

這聖潔的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這 潔的種類在國中 是如此 」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1. 第一節 他看到主在寶座上

第八節 才聽到主說「我可差遣誰？」

所有的事奉是因為有寶座、才聽到上帝的差遣遣

2 地上的王一死，第五節 他看到天上的王在上面，2. 地上的王 死，第五節 他看到天上的王在上面，

說明人間的王都會過去，天上的王卻萬王之王不變

3. 一到五章以色列人墮落，葡萄園的禍哉六次

第六章 ─ 說禍哉的人變成以賽亞，我有禍了！

好讓以賽亞被潔淨，

之後才有下面的人潔淨的管道。

你要先經歷到神，下面的人可以經歷到神，

這就是以賽亞書蒙召的經文，

跟其他先知蒙召的經文不一樣的位置所在。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為什麼以賽亞的蒙召不擺在第一章而擺在 第六章？

耶利米蒙召在 第一章，以西結蒙召在 第一章、第三章，都在頭。

原因就是 一到五章以色列人的墮落描繪完，高潮是他們有禍了；

我有禍了、被炭火潔淨、被寶座的視野提升，

看到祂高高在上，才開始傳道、談到餘民。

第六章擺在這邊，正好是 一到五章的出路 ─路

危險的是我，

我要承擔先知的角色、危險的任務。我要承擔先知的角色 危險的任務

馬偕從淡水一上來，台灣人不聽馬偕的道…
先知耶利米多少人想害死他先知耶利米多少人想害死他

施洗約翰被絞首、耶穌的學生都是殉道的

你要承擔上帝的使命，就像 以賽亞書第六章，你要承擔上帝的使命，就像 以賽亞書第六章，

就留心 ─ 神兒女的任務是危險的。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1. 人的盡頭是神的開頭

一般讀 以賽亞書第六章 ─ 宣教特會，

第八節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我可 差遣誰呢？」

 第六章的重點是停到 十三節 ─ 將來要被擄

 更重要是 第一節 ─更重要是 第 節

六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第一節 是第六章 的重點，提醒我們 ─

先有寶座才有差遣、才有審判的信息

第一節 是第六章 的重點，提醒我們 ─
所有事奉的起點都是寶座

上帝感動人、啟示祂自己；上帝感動人、啟示祂自己；

你如果沒有看到寶座、你沒有出路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六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

代代下二十六 ─ 外交、軍事、國防，非常龐大、成功，大 功

進入聖殿獻祭 ─ 他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

結果痲瘋病…，死了，以賽亞才看到上帝在寶座上。

神的兒女發覺，君王會墮落、不可靠，

才會仰望天上的神、才看到上帝的寶座。

如果把信靠放在君王、政治、金錢…，這樣的靈性不會轉彎，

以賽亞蒙召竟然是烏西雅王崩的那一年

才 仰 才看 帝 寶

以賽亞蒙召竟然是烏西雅王崩的那 年

上帝如果用苦難打擊你，你要感恩 ─
C S Lewis 苦難是擴音器，讓你醒過來。C.S.Lewis 苦難是擴音器，讓你醒過來

王崩的那一年是擴音器，讓以賽亞蒙召

事奉的一個重點，常是上帝藉著祂的管教、涉入、災難，事奉的 個重點，常是上帝藉著祂的管教、涉入、災難，

好讓你看到 ─ 人間的王會過去，上帝卻在寶座上。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2. 愈靠近主的人愈危險

一1b-3 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1b 3 他的衣裳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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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腳 兩個翅膀飛翔；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
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萬軍之耶和華 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一到五章萬軍之耶和華是代表著審判 ─

二12必有萬軍耶和華降罰的一個日子，

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為卑。降

三1主萬軍之耶和華從耶路撒冷和猶大，

除掉眾人所倚靠的。除掉眾 所倚靠

表示上帝要出手、上帝要審判。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2. 愈靠近主的人愈危險

六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因呼喊者 聲音 門 基震 充 了 雲

那個情景很像出埃及記 ─ 上帝要顯現，摸山的必死！

難怪以賽亞說「禍哉，我滅亡了！」難怪以賽亞說 禍哉，我滅亡了！」

天使撒拉弗 ─ 希伯來文 Seraphim發光的天使，

遮臉、遮腳，不敢靠近上帝遮臉、遮腳，不敢靠近上帝

以西結蒙召 ─ 仆倒在地像死人一般

使徒約翰寫啟示錄 看到耶穌，仆倒在地像死人一般使徒約翰寫啟示錄 ─ 看到耶穌，仆倒在地像死人一般

摩西見到上帝 ─ 把鞋子脫下來，臉俯伏在地，

上帝說「你只能見到我的背後上帝說「你只能見到我的背後」

 約一18 ─ 從來沒有人看到上帝，

你不可能看到上帝 你不能造偶像你不可能看到上帝、你不能造偶像

獻凡火的大祭司亞倫的兒子就死了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2. 愈靠近主的人愈危險

不瞭解上帝聖潔的人，用講台當砲台 ─不瞭解上帝聖潔的人 用講台當砲台

 第五章 指責六次禍哉，給山下以色列百姓

 第六章真正有禍的是我，一靠近才知道我該死第六章真正有禍的是我 靠近才知道我該死

就像施洗約翰說 ─ 我給耶穌解鞋帶都不配；

沒有靠近上帝，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自己其實有禍。沒有靠近上帝 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自己其實有禍

彼得在革尼撒勒湖見到耶穌，

句話 海裏的魚都上網 大吃 驚一句話，海裏的魚都上網，大吃一驚，

「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司布真 ─ 要逃避成為傳道人，如同逃避地獄的火。

上帝呼召傳道人，但是要了解上帝是聖潔的、是火一般，上帝呼召傳道人，但是要了解上帝是聖潔的 是火 般，

你有禍了，因為是嘴唇不潔的人！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被主用3. 被潔淨後才能被主用

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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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潔淨之後才聽得到上帝的聲音說 ─被潔淨之後才聽得到上帝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誰肯為我們去呢？

沒有被潔淨、得救、稱義、成聖的人，無從事奉上帝。沒有被潔淨 得救 稱義 成聖的人 無從事奉上帝

事奉的本質 ─ 基礎是品格、動機是愛心、衡量基礎是犧牲、

權柄是順服、目的是榮耀神、工具是神的話語跟禱告、權柄是順服、目的是榮耀神、工具是神的話語跟禱告、

特權是成長、動力是聖靈、榜樣是耶穌基督。

沒有被潔淨 聽不到自己得救的見證沒有被潔淨，聽不到自己得救的見證

被潔淨之後，才有辦法說「我在這兒、請差遣我！」

如果發覺你不被使用如果發覺你不被使用，

你的潔淨、你的得救，可能需要更清楚、更有把握。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六9-10 你去告訴這百姓說：

4.體會人拜什麼像什麼

六 去告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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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睛看 裡 轉 來 醫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什麼東西看是看不見、聽是聽不見？那是偶像什麼東西看是看不見 聽是聽不見？那是偶像…

四四12-13 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用鎚打鐵器，

用他有力的膀臂錘成 他飢餓而無力 不喝水而發倦用他有力的膀臂錘成；他飢餓而無力，不喝水而發倦。

木匠拉線，用筆劃出樣子，用鉋子鉋成形狀，

用 尺劃 模樣 仿 的體態 做成 形用圓尺劃了模樣，仿照人的體態，做成人形。

人間偶像都像人 ─ 神照人的形像造的，封神榜、肉身成道人間偶像都像人 神 的形像造的 封神榜 肉身成道

聖經正好顛倒 ─ 道成肉身、神變成人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4.體會人拜什麼像什麼

以賽亞描繪他們所拜的神 ─ 有耳聽不到、有眼看不到，以賽亞描繪他們所拜的神 有耳聽不到 有眼看不到

拜它就像它們，聽是聽不到、看是看不明白，

是因為拜的這些偶像 ─ 神學影響他所有的眼光。

上帝透過以色列被擄巴比倫給他們機會教育，被擄的時候…

拜的這 偶像 神學 眼光

四六1-2 彼勒屈身，尼波彎腰；巴比倫的偶像馱在獸和牲畜上。

巴比倫的守護神、父子檔

他們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馱，使牲畜疲乏，

都一同彎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馱，自己倒被擄去。

上帝透過以色列被擄，讓他們學習功課，

當初就是因為離開上帝，因此為什麼會亡國？當初就是因為離開上帝 因此為什麼會亡國？

神學問題 ─ 拜什麼像什麼。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5. 事奉是工人決定工作
 瞭解百姓是拜什麼像什麼，

 你有高度、瞭解神、被潔淨，

願意為上帝的緣故，傳福音給拜偶像 ─
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的人

基本上要吃苦 要吃虧 要四個厚厚的基本上要吃苦、要吃虧、要四個厚厚的：

腳皮要厚 ─ 走遠路探訪

肚皮要厚 什麼都可以吃下去肚皮要厚 ─ 什麼都可以吃下去

臉皮要厚 ─ 右邊打、左邊給人家打

膝蓋皮要厚膝蓋皮要厚

危險的任務 ‧特質‧六個角度

6. 自己有路別人才有路

以賽亞炭火潔淨舌頭，工人潔淨、才有辦法事奉；賽

你先被潔淨，潔淨你的三一神 ─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

加爾文把祂說是 ─ 聖父、聖子、聖靈。加爾文把祂說是 聖父 聖子 聖靈

徒廿八25-26 保羅說了一句話，說：

聖靈 賽聖靈藉先知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

聖靈出現，以賽亞蒙召的時候 ─ 耶穌在那邊、聖靈在當中。

「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聖靈出現，以賽亞蒙召的時候 ─ 耶穌在那邊、聖靈在當中。
潔淨是十字架在基督裏，聖父、聖子、聖靈的工作

讓我們明白 ─ 除非我們在基督裏學習以賽亞，讓我們明白  除非我們在基督裏學習以賽亞，

有聖父、聖子、聖靈的潔淨更新，才有辦法服事上帝。

危險的任務危險的任務
一個清教徒有名的牧師 Hugh Latimer，
很會講道，亨利八世邀他到皇宮講道。

英國亨利八世很厲害、很有手腕 ─
讓羅馬天主教跟英國國教切開

為了換皇后，把原來的皇后砍頭

Hugh Latimer 講道之前，對自己說 ─g 講道之前 對自己說

王在聽 the king is listening
提醒自己不要亂講，會被砍頭的提醒自己不要亂講 會被砍頭的

第二句話 the King of King's is also listening
萬王之王也在聽，開始講道 ─ 承擔危險的任務萬王之王也在聽 開始講道  承擔危險的任務

求主幫助華人傳道同工 ─ 要先被潔淨，

可是要有萬王之王、才有寶座上的眼光；可是要有萬王之王、才有寶座上的眼光；

祈禱傳道，因為你得救的經歷，傳救恩給下面的百姓…



親愛的主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

幫助華人

禱告禱告
幫助華人

所有的傳道、長執、同工，

願意成為危險任務的承擔者願意成為危險任務的承擔者，

有天上寶座常常光照的經歷；

因為事奉從寶座而來，

被潔淨 ─ 好讓三一神得著我們，

傳主的道、見證主的恩，

讓更多華人失喪拜偶像的世人，歸向真神。讓更多華人失喪拜偶像的世人 歸向真神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榮耀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