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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危機：冠狀病毒 

 

 
2020 年 3 月底，我寫這本小書時，正值冠狀病毒全球大流 

行開始不久。這種疾病的正式名稱是“2019 冠狀病毒病”，

簡稱 COVID-19。這種病毒會引起肺部感染，病情最嚴重時，

患者會窒息而死。 

2020 年 1 月 11 日，媒體報導了首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今 

天我寫這本書時，全球感染病例已達數十萬，死亡病例多達數 

萬。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 

到你讀到這本書時，你會比我更清楚事態的發展。因此， 

我無須在此詳述為減緩病毒傳播速度而採取的措施，也不用過 

多闡述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社交活動、長途旅行、大型會 

議、教會聚會、劇院演出、餐館生意、體育賽事、商業活動都 

已近乎停滯。 

無論是在全球還是在美國，這樣的情形均非史無前例。 

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爆發，據美國疾控中心估計，全世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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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人數約有 5,000 萬，a 其中美國就有超過 50 萬死亡病例。患者 

早晨出現症狀，傍晚就已斷氣。停在住宅門廊上的屍體被直接 

裝車運走，葬在用蒸汽挖土機挖掘的墳墓裡。一名男子因不戴 

口罩遭到槍殺。學校關閉。政府官員們提到了末日審判。 

當然，先例證明不了什麼。過去是對現在的警告，卻不 

能決定現在的命運。然而，這個世界的脆弱在此時此刻顯露無 

疑，看似穩固的根基正在震動搖撼。我們應當問：我們是站在 

磐石之上嗎？是那永不搖動的磐石嗎？ 

 
 
 
 
 
 
 
 
 
 
 
 
 

 

 

a “1918 年大流感（H1N1 病毒）”，2019 年 3 月 20 日更新的資料，

疾  病 控 制 和 預 防 中  心， https:// www.cccdc.gov/flu/pandemic-

resources/1918- pandemic-h1n1.html。 

http://www.cc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1918-
http://www.cc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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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近那磐石 
 
 

我之所以有感動寫這本書，是因為我們不能寄希望於碰運 

氣或者概率，這希望太易碎、太脆弱了！比如 3%的死亡率對比 

10%，年輕人的感染率對比老年人的感染率，有基礎病的對比健康

人，農村對比城市，自我隔離者對比呼朋喚友的人。碰運氣或

者計算概率不能帶給我們盼望，這不是一塊穩固的基石。有一條

更好的道路，一塊更好的立足之地，它是“必然性”的磐

石，而非“可能性”的沙土。 

 
 

癌症來臨時 
 

2005 年 12 月 21 日，我被確診患了前列腺癌。此後幾周， 

所有談話都圍繞著概率：保守觀望的治癒率、藥物療法的治癒 

率、順勢療法的治癒率、根治性手術的治癒率。我和妻子諾埃 

爾（Noël）認真考慮了這些數字。到了晚上，我們相視一笑， 

一致認為：我們的盼望不在這些概率上面，我們的盼望是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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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 

我們並不是說：“神百分之百會醫治我，而醫生只能給 

我一個概率。”我們所說的磐石比這更好。是的，比病得醫治 

更好。 

甚至在醫生打電話告訴我癌症確診之前，神就已經用奇妙 

的方式提醒我，要記得腳下這塊磐石。例行年度體檢之後，泌 

尿科醫生看著我說：“我想做個活檢。” 

怎麼會？我心想。“什麼時候做？” “如果你有時

間，現在就做。” “我現在就能騰出時間。” 他去

拿儀器時，我換上了難看的藍色病號服，也有時間思 

考發生了什麼。看來，醫生認為我可能得了癌症。我在這個世 

界還有什麼未來？種種可能性開始在我眼前變幻時，神讓我想 

起不久前讀過的一些經文。 

 
 

神說話了 
 

在此澄清一下，我並未聽見神的聲音，至少到今天為止從 

未聽見過。我堅信神是說話的神，這信心源自一個事實：聖經 

是神的話。我會在下一章詳述這一真理。他已在聖經裡一次說 

完了要說的話，如今仍在借著聖經說話。若能正確理解，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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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的聲音。 

經過活檢，最終證實我患了癌症。在泌尿科醫生的辦公室 

等待檢查結果時，神對我說：“約翰·派博，這不是受刑。無 

論是生是死，你都會與我同在。”這句話是我的總結，聖經是 

這樣說的： 

 
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 

們主耶穌基督得救。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 

睡著，都與他同活。（帖前  5:9-10） 

 
無論醒著、睡著，也就是說無論是生是死，我都與神同 

在。這怎麼可能呢？我是個罪人，行事為人沒有一天不虧缺神 

對愛和聖潔的標準。因此，這怎麼可能呢？神怎麼能說“約 

翰·派博，你無論是生是死，都會與我同在”呢？ 

神甚至不等我發問，就已給出了答案。這是因著耶穌，唯 

獨因著耶穌。我不再受刑，是因為耶穌的死，不是因為我的完 

全。我的罪孽、過犯、刑罰都歸在我的救主耶穌基督身上。如 

聖經所說，他已經“替我們死”了。因此，我脫離了罪，也不 

再受刑罰，在神的憐憫之恩裡安然居住。神說：“你無論是生 

是死，都會與我同在。” 

這完全不同於在癌症或者冠狀病毒中計算概率。這是我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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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堅固磐石，它並非易碎之物，也非沙土。願這真理也成為 

你腳下的磐石，這就是我寫作此書的目的。 
 
 

那磐石只有在將來才堅固嗎？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原因。讀了上述文字，有人可能會說： 

“像你這樣的信教之人，只能在將來找到盼望。若能在死後靈 

魂安息，就心滿意足了。但你們所說的‘神的聲音’對眼下發 

生的這些事毫無用處。神在創世之初使得萬有開始運轉，我想 

他也為萬物預備了永遠幸福的結局。但是，開頭和結局之間怎 

麼辦呢？在冠狀病毒爆發期間，也就是眼下，他在哪裡？” 

我想我確實很看重死後延續億萬年、沒有窮盡的與神同在 

之喜樂；與之相反的是沒有盡頭的受苦。我理當看重這一點。 

然而我腳下的磐石，就是我願你也有份的磐石，真真切切 就

在我腳下。 

冠狀病毒大流行，疫情肆虐我生活的地方，乃至我們所 

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沒有冠狀病毒，癌症也會伺機復發；或 

者 2014 年無端患上的肺栓塞發生血栓脫落，在我的大腦中形成 

梗阻，使我變得癡呆，再也無法寫作；還有各種意想不到的災 

難，隨時可能將你我擊垮。 

我所說的磐石現在就在我的腳下。我可以這樣說，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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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死後的盼望也正是現在的盼望。我們盼望的物件屬乎將來， 

盼望的經歷則屬乎現在，而且這屬乎現在的經歷大有能力。 盼

望就是力量，現在就可用的力量。盼望現在就能讓人打 

消自殺的念頭，現在就能讓人起床上班，現在就能賦予日常生 

活意義，即便是在關門閉戶、居家隔離時。盼望現在就能讓人 

脫離被恐懼和貪婪支配的自私心態，使人生發出愛心、甘願冒 

險和犧牲。 

因此，不要隨意輕看將來的盼望。或許正是因為你的未來 

美好而確定，此時此地的生活才會甘甜充實。 

 
 

病毒爆發時，神的手在其中 
 

這就是我能說的，足以捍衛神在醫生辦公室對我所說的那 

句甘甜的話語：“無論是生是死，你都會與我同在。”這種盼 

望借著耶穌的死與復活，使我現在就甘願為別人的益處傾盡一 

生，尤其是為著他們永恆的益處。這盼望使我心裡火熱，定意 

不再浪費自己的生命；使我不再猶豫不決；使我大發熱心傳揚 

耶穌基督的偉大，也使我竭力領更多人進入永恆喜樂，甘願為 

此費財費力（林後 12:15）。 

即使我這樣說 ，還是會有人反駁：“派博的神只管將來， 

根本不顧此時此地。”因此我還有別的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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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接下來要講的話可能會有人反對：“哇！神對 

此時此地的干預實在太多了！現在，你所談的神，從一位只管 

未來的神，變成干預病毒的神了！” 

 
 

不是“我很好”，而是“我感覺很好” 
 

這麼說吧。在癌症確診之前，經常有人問我：“你的身體 

怎麼樣？”我會回答：“我很好。”現在我不再這樣回答了， 

我會說：“我感覺很好。”這兩種說法是有區別的。在我去做 

前列腺檢查的前一天，自我感覺身體很好。但第二天，我被告 

知得了癌症。換言之，我的身體並不好。因此，即便是在寫這 

些文字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很好。只能說我感覺很

好，這已經比我當受的病痛好太多了！現在我知道，我得了癌 

症，也許還有血栓，或者冠狀病毒。 

這是什麼意思呢？關鍵就在於：我們不應該說“我現在很 

好”，因為只有神知道和決定你現在是否很好。你並不清楚自 

己是否很好，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健康，說“我很好”，就

好像 說“明天我要去芝加哥做生意”一樣荒謬。事實上，

你並不清 楚自己明天是否還活著，更別說去芝加哥做生意

了。 

聖經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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嗐！你們有話說 ：“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 

去，在那裡住一年，作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 

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 

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 

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雅 

4:13-15） 

 
所以，神只干預將來的這種想法就此消失。這就是聖經真 

理的明光對我們短暫觀念的影響。 

 
 

他若決定了，我們就可以做這事或那事 
 

我所站立的磐石是這樣一塊磐石：從今時直到永遠，這世 

界都有神的作為。希望你也站在這磐石上。聖經說：“主若願 

意，我們就可以活著。”這是與現在的你最息息相關之事。不 

僅“你無論生死，都與神同在”，而且“神決定了你現在

是生 是死。” 

而且不只是“生死”，神干預的事比這更多。“主

若願 意，我們就……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沒有什麼

事是在 “這事或那事”之外，神干預一切的事：“這”

健康或“那” 生病，“這”經濟崩潰或“那”經濟復蘇，

或生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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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當我在醫生辦公室等醫生取檢查儀器時，神本 

可以對我說（他後來確實這樣說了）：“不要懼怕。你無論是 

生是死，都會與我同在。而且在此期間，在你還活著的時候， 

沒有一件我未曾命定的事會臨到你身上，一件都沒有！我若決 

定讓你活，你就可以活著。我若決定讓你死，你就會死去。在 

你於我所定的時候死去之前，我會決定你做這事或那事。現在 

就去工作吧。” 

這就是我的磐石——今日、明日，直到永遠。 
 
 

就近那磐石 
 

本書是我對你的邀請，讓我們一同站在那堅固磐石上，這 

磐石就是耶穌基督。我希望隨著內容展開，能清楚地闡明這一 

點。我想告訴大家：在歷史長河中的這個時刻，在冠狀病毒大 

流行時期，為何在基督裡神乃是那磐石；以及站在他的大能和 

慈愛上會是什麼情形。 



13 

 

 

 
 
 
 

第二章  

穩固的根基 
 
 

我對冠狀病毒或其他事物的看法都無關緊要，但神的看法 

卻永遠要緊。神從不會對自己的看法閉口不言，聖經幾乎每一 

頁都與這場危機緊密相關。 

 
 

穩固且甘甜 
 

我的聲音如草，而神的聲音如花崗岩。“草必枯乾，花 

必凋謝；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 1:24-25）耶穌說，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約 10:35）。神所說的話“真實，

全 然公義”（詩 19:9）。因此，神的話是生命的穩固根基。

“你 

（他的法度）永遠立定。”（詩 119:152）聽神的話、信靠他， 

就好比將房子蓋在磐石上，而非蓋在沙土上（太 7:24）。 

他的話正是你要聽的忠告。“他的謀略奇妙，他的智慧廣 

大。”（賽 28:29）“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詩 147:5）

他就 冠狀病毒給出的忠告，堅定穩固，永不動搖，存到永遠。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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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詩 33:11）“他的道是完全的。” 

（撒下 22:31） 

他的話甘甜寶貴，“都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 

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 19:10）。確實，他的話帶著永生的

甘 甜：“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約

6:68） 

因此，在這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神的話語帶來了永不 

動搖的平安和喜樂。這一點毫無疑問。我禱告所有閱讀此書的 

人都能有先知耶利米的經歷：“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 

樂。”（耶 15:16） 

請注意：在這“苦澀的護理（bitter providence）”的

歷史 性時刻，神話語的甘甜並未消失，只要我們能學會

“似乎憂 愁，卻是常常快樂的”（林後 6:10）這一秘訣。稍

後，我將對 此進行更充分的探討，在這裡先用一句話來概

括。“似乎憂 愁，卻是常常快樂”的秘訣是：知道那能終止

卻未終止冠狀病 毒疫情的主權，也正是那保守人靈魂的主權。

其實，不只是保 守，還使人心覺甘甜。信靠他的人即使身處

死地，神向他們所 懷的意念也是仁慈的，如此盼望使人心覺

甘甜。 

 
 

你怎麼知道？ 
 

因此，更緊迫的問題是：你怎麼知道聖經是神的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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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說一下：神的榮耀透過聖經照射出來，這榮耀與你心中神 

形象的範本完全吻合，二者的關係就如同鏈齒輪和齒輪、手和 

手套、魚和水、翅膀和空氣、最後一塊拼圖與即將完成的拼圖 

遊戲。 

我想，可能有人會說：“這聽起來既神秘又主觀。你為什 

麼這樣回答？” 

因為五十年前我竭力瞭解生命建造的真正根基時，意識到 

對聖經做學術性、歷史性的論證無法對大多數世人產生影響。 

為什麼？因為，這些論證儘管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有用的，卻 

無法讓一些人明白，比如：一個八歲的小孩兒、南太平洋偏遠 

叢林偶遇的沒有民族文字的村民，或者沒怎麼受過正規教育的 

普通西方人。在我看來，神的意思顯然是要讓這些人聽見他的 

話、相信他的話，而不是因為沒有學問就任憑他們躍入黑暗。 

 
 

合乎聖經的信心絕非躍入黑暗 
 

合乎聖經的信心絕非躍入黑暗。這信心有聖經的應許作擔 

保，有著穩固的根基。它之所以被稱為信心，不是因為它沒有 

根基。它之所以被稱為信心，乃是因為它包含了信靠。耶穌沒 

有稱信徒為瞎子，而是稱不信的人瞎子（太 15:14），因為他們 

“看也看不見”（太 13:13）。神話語裡得救的信心是基於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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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真正地看見。 

看見什麼？聖經這樣回答：撒但竭盡所能，弄瞎了“此等 

不信之人的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 

神的像”（林後 4:4）。 

換言之，有一種屬靈之光透過福音照射出來，這福音就 

是聖經對救恩的描述。什麼樣的光？這光就是“基督榮耀”的 

光，而“基督本是神的像”。這不是魔術，也不神秘。如果顯現 

之物其實並不存在才算神秘。耶穌基督是那神人二性的位格，他 

那道德性的、屬靈的、超自然的榮耀（即他的榮美、價值、偉 

大）透過神的話顯現出來。這榮耀證實了聖經的真實性。 

 
 

你心中神形象的範本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有神的榮耀透過聖經照射出來，這榮耀 

與你心中神形象的範本完全吻合。它用這種方式證實了聖經的 

真實和價值。 

是的，我確信每個人心裡都有神形象的範本——一種對神 

間接的認識。論到全人類，聖經這樣說：“神的事情，人所能 

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 

耀他。”（羅 1:19、21） 

聖經教導說，每個人心裡這種對神的認識，使得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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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任看見神在自然界中的榮耀。同樣，我們也有責任透過聖 

經看見神在耶穌身上的榮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詩 

19:1）我們必須看見這榮耀，並且獻上感恩。神的兒子同樣如 

此彰顯神的榮耀，而我們也有責任看見這榮耀、獻上敬拜。使 

徒約翰說：“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 1:14） 

這榮耀自證其真，它透過神的話照射出來，給了我們一個 

可靠的、穩固的根基，使我們相信基督教的聖經是從神來的。 

 
 

科技與品嘗 
 

我們試著透過聖經看見神的榮耀，所用方式與我們得知 

“蜂蜜就是蜂蜜”的方式相同。成分檢測科技可以得出結論 

說：化學實驗結果顯示，這個罐子裡裝的是蜂蜜——正如聖經 

學者也可以有力地論證聖經的歷史可靠性。然而大多數人既不 

是科學家，也不是學者。我們之所以知道這蜂蜜是蜂蜜，是因 

為我們嘗過了。 

同樣地，聖經資訊中神的榮耀也有一種屬神的甘甜。這 

種甘甜能觸碰我們裡面的某個“器官”，這是神放置在我

們裡 面的。“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

更甜！” 

（詩 119:103）“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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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34:8）這是真實的看見和品嘗，不是假裝幻想，而是看見 

和品嘗真實存在之物。 
 
 

向安慰我們的磐石說：是的 
 

因此，當耶穌說“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約 10:35）， 

當使徒保羅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當使

徒 彼得說聖經的作者“被聖靈感動”（彼後 1:21），我們的

心當 回應說：是的。我們嘗到了，我們看見了。這是我們知

道的，而且這種知道是有根據的，我們絕非躍入黑暗。 

我們整個靈魂都與聖經的呼喊產生共鳴：“你話的總綱 

是真實。”（詩 119:160）“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

直 到永遠。”（詩 119:89）“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

（箴 30:5） 

出現這種情形之時，即便我們要面對冠狀病毒疫情，神的 

全部真理也會洗淨我們。這會帶來無與倫比的安慰：“我心裡 

多憂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歡樂。”（詩 94:19）“耶和華

靠 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

華救 他脫離這一切。”（詩 34:18-19） 

在這場疫情中，沒有人能像神那樣安慰我們的靈魂。他的 

安慰永不動搖。這安慰如同驚濤駭浪中的巍峨磐石，是從他的 

話——聖經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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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義的磐石 
 
 

神若要做我們的磐石，就必須是公義的。不義的磐石乃 

是海市蜃樓。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所動搖的，正是我們對神公 

義、聖潔、良善等屬性的信心。神在其中若是不公義，我們就 

沒有磐石了。 

因此我們需要問一個問題：什麼是神的聖潔、公義和良 

善？因為我們若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又怎能得知冠狀病毒的 

爆發是否已使神的屬性土崩瓦解？我們又如何曉得這些屬性是 

不是拯救我們之磐石的永恆根基？ 

下文將會指出，聖經所描繪的神之聖潔、公義、良善屬性 

並非完全相同，而是緊密相連。我們先來探討神的聖潔。什麼 

是聖潔？ 

 
 

超越性的無限價值 
 

舊約中“聖潔”一詞的詞根意為“分別”——與眾不
同、 

 

分別出來。該詞用在神身上時，暗指神是獨一無二的那一位。 

他就像一顆舉世無雙的鑽石，價值連城。我們可用“超越”

一 詞描述這種屬神的“分別”。他的“分別”如此獨特，

以至他 超越其他所有存在之物。他高過萬有，又比萬有更有

價值。 

在《民數記》中，摩西擊打磐石，並未遵照神的命令吩 

咐磐石出水之時，神這樣責備他：“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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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前尊我為聖。”（民 20:12）換言之，此時摩西眼中的

神 不是獨一的、絕對可靠的，不過是另一個可以被忽視的人

類權 威而已。 

或者正如《以賽亞書》8 章 12 至 13 節中神對以賽亞所言： 

“他們所怕的，你們不要怕，也不要畏懼。但要尊萬軍之耶和 

華為聖，以他為你們所當怕的、所當畏懼的。” 

 

換言之，不要 將神與你平時所害怕、所畏懼之物相提並

論，要將他視為全然 分別出來的、獨一無二的神，他才是所

當敬畏的、超越一切的 那一位。 

因此，神的聖潔乃是他那無限的超越性和高過萬有的價 

值。他是獨一無二的。這意味著，他的存在並不依賴於任何其 

他事物。他是自有永有者。所以他一無所缺，也不依賴外物。 

他完全、完美，故而擁有最大的價值，他是萬有和一切價值的 

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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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萬有卻不孤獨 
 

神高過萬有、無限崇高，並不意味著他無愛無情、孤單 

獨處。三一神論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又完全合乎聖經。神有 

三個神聖的位格，然而這三個位格卻是一位神，同有一個神聖 

本質。只有一位神，而非三位神。這獨一的神存在于聖父、聖 

子、聖靈真實的奧秘性合一中——其中每個位格都永恆不朽、 

無生之始，每個位格都是真神。 

因此，聖潔，也就是神超越性的價值和偉大，並不意味著 

他于無限崇高之處孤單獨處、無愛無情。聖父對聖子的愛和了 

解完美完全、沒有窮盡（可 1:11，9:7；西 1:13）。聖子對聖父 

的愛和瞭解同樣完美完全、沒有窮盡（約 14:31）。聖靈則是聖 

父、聖子彼此之間愛和瞭解完美完全、沒有窮盡之體現。 

為何這非常要緊？因為三個位格的完美相交，對於神豐 

盛、完美、完全的屬性至關重要，對於他超越性的價值、榮 

美、偉大也不可或缺——換言之，這相交對於他的聖潔屬性必 

不可少。 

 
 

聖潔與公義緊密相連 
 

以上對神聖潔屬性的描述缺失了一個層面。聖經講論神的 

聖潔屬性時，不僅論到其超越性，還論到其道德性。聖潔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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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分別出來的和超越的，還意味著公義。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會對我們如何看待冠狀病 

毒與神的關係產生重大影響：既然公義意味著秉公行義，而秉 

公行義又意味著遵從某種公義的標準，那麼神的公義遵從什麼 

標準呢？ 

在創世以前，在神之外並無標準可言，在他之外沒有供他 

遵從之物。在創世以前，神是唯一的存在者。因此，只有神存 

在時，如何界定他所當行的公義之事呢？換言之，神的聖潔屬 

性如何能夠既涵蓋他的超越性，又包含他的公義性？ 

答案是，神公義的標準就是他自己。基本的聖經原則是： 

“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 2:13）他的行事方式不能違背

自 己那無限的價值、榮美、偉大。這就是神公義的標準。 

這意味著神聖潔屬性的道德層面（即他的公義），乃是他 

照著自己的價值、榮美、偉大行事，始終如一、不會改變。神 

一切的情感、意念、言語、作為，永遠與他那超越性豐盛的無 

限價值和榮美完全吻合。神若是違背這價值、榮美、偉大，行 

事就不可能公義。那終極的標準就會瓦解，他就是不公義的。 

 
 

公義與良善緊密相連 
 

神的良善不同於他的聖潔、公義，然而卻緊密相連，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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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聖潔充滿良善，他的公義則決定他會如何彰顯良善（施行 

恩惠）。這些屬性並不互相矛盾。 神的良善在於他那厚賜恩典

的性情，他願意賜福給人。神 

超越性的豐盛和完美（他的聖潔）如同泉源湧流，這就是他願 

意厚賜恩典的原因。神一無所缺，所以他從不利用別人來彌補 

自身之不足。相反，他性情的傾向是施，而非受。“〔他〕也 

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 

賜給萬人。”（徒 17:25） 

然而他的良善和公義並非毫無關聯。他彰顯良善的方式， 

不會違背他那無限的價值、榮美、偉大。這就是神的公義為何 

既包含良善也包含終極刑罰的原因。神刑罰地獄裡的不悔改之 

人，沒有向他們彰顯自己的良善。然而，他良善的屬性並未就 

此終止。他的聖潔和公義決定了他會如何彰顯良善。 

這就是他向敬畏他、投靠他之人格外彰顯良善的原因。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 

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詩 31:19） 

這種敬畏和信心不能賺得神的良善。有限且完全仰賴神的 

罪人不能從神賺得任何東西。神對罪人彰顯的良善永遠是罪人 

白白得來、不配領受的。那麼，為什麼神願意向敬畏他、投靠 

他的人格外彰顯他的良善呢？因為，人的這種敬畏和信心顯明 

了神的價值、榮美、偉大（羅 4:20）。因此，神的公義使他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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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肯定這種榮耀神的態度。 
 
 

那麼冠狀病毒又怎麼樣呢？ 
 

下一章內容將轉向神那全知、統管萬有的主權。然而本章 

能夠幫助我們，不至於妄下結論說：既然冠狀病毒爆發是在神 

的掌管之下，那麼他的聖潔、公義、良善就不再可信。我們不 

會幼稚地認為，人類的苦難等同於神的不公義，也不會得出結 

論說，神統管自己所造的世界就不再聖潔、良善了。 

我們都是罪人，無一例外。我們都將神的價值、榮美和 

偉大的榮耀變為自己更喜歡之物（羅 1:23，3:23）。無論我們 

是否意識得到，這都是對神極大的羞辱。因此，我們應當受刑 

罰。我們給神的榮耀帶來羞辱，導致我們成為神傾倒忿怒的對 

象。聖經說，我們“本為可怒之子”（弗 2:3）。這意味著，

哪 怕神不向我們彰顯他的良善，他也是聖潔公義的。 

因此，冠狀病毒大流行並不能證明神不聖潔、不公義、 

不良善。在這些遭難的日子裡，我們的磐石絕非不公義，也絕 

非不聖潔。“只有耶和華為聖……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神。” 

（撒上 2:2）我們的磐石絕非海市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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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統管萬有的主權 
 
 

在第二章，我用了“苦澀的護理”來描述神在這場疫

情中 的作為。將神的某些作為描述為“苦澀的護理”，並

不是對神 的褻瀆。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因著饑荒寄居他鄉，先

後失去了丈 夫、兩個兒子、一個兒婦，最後她說： 

 
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滿滿地出去，耶和華使 我

空空地回來……全能者使我受苦。（得  1:20-21） 

 
她沒有撒謊，沒有誇大，也不是在控訴。她所說的是一個 

簡單、可怕的事實。“苦澀的護理”不是輕看神的行事方式， 

而是描述神的作為。 

在第二章我還提到，在這苦澀的護理期間，神話語的甘甜 

不會就此變淡，只要我們能學會這一秘訣——“似乎憂愁，卻 

是常常快樂的”（林後 6:10）。我在第二章說過，我們會再

次 探討這個秘訣，接著我用了一句話來概括：知道那能終止

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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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冠狀病毒疫情的主權，正是那保守人靈魂的主權。明白了 

這一秘訣，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那麼這秘訣是真的嗎？ 
 
 

神所謀定的，神必做成 
 

本章和下一章旨在證明神全然智慧、統管萬有。他掌管著 

冠狀病毒疫情。我想要說明的是，這是個好消息。事實上，這 

正是在神的苦澀護理中經歷他甘甜的秘訣。 

神統管萬有，意味著他是有主權的神。他的主權意味 

著他能行、也確實行了一切定意要行之事。這裡我用“定意 

（decisively）”一詞，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神可以選擇

不 去完成自己想要達成的事。有時他雖表達出願望，但可以

選擇 不採取行動。從這種意義上講，這些願望不是定意。他

自己並 未將這些願望或想法提升到行動的層次。 

例如，我們來思考《耶利米哀歌》3章 32 至 33節：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 因他並

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他確實使我們憂愁，卻並非甘心（存心如此）。我認為 

這意味著，儘管他性情的一些方面傾向於不讓我們憂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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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情的其他方面卻導致他使我們憂愁，以便彰顯聖潔、施 

行公義。 

他並非心懷二意。他的所有屬性相輔相成，全然美麗，連 

貫一致。但他也並非不具備複雜性。他的性情更像交響樂，而 

非獨奏曲。 

所以，當我說神的主權意味著他能行、也確實行了一切定

意要行之事，我的意思是：在他以外，沒有任何力量能攔阻或 

破壞他的意願。他若定意讓一件事發生，這事就會發生。換言 

之，一切事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神定意讓它發生。 

 
 

無所不在的主權 
 

作為神意味著什麼？《以賽亞書》告訴了我們答案的精髓： 
 
 

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 ； 我是神，再沒有能

比我的。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言

明未成的事， 

說 ：“我的籌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

就。” 

（賽 4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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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神，就要使自己的籌算永遠立定。神不僅指明將來 

要發生的事，還使得這些事發生。他開口說話，然後補充道： 

“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耶 1:12） 

這正如約伯從艱難經歷學到的教訓，“我知道你萬事都能 

作，你的旨意不能攔阻”（伯 42:2）；又如尼布甲尼撒蒙了

憐 憫、謙卑下來之後學到的功課：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 在天

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憑

自己的意旨行事。 無人能攔住他手， 

或問他說 ：“你作什麼呢？” 

（但 4:35） 
 
 

或者如《詩篇》作者所言： 
 
 

耶和華在天上，在地下， 

在海中，在一切的深處， 

都隨自己的意旨而行。 

（詩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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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使徒保羅的總結： 

 
〔他〕隨己意行作萬事。（弗 1:11） 

 

是“萬事”，而非某些事；是“隨己意”，而非隨他自己

之外 的意志或力量。 

換言之，神的主權包羅萬象、無所不在。他對這個世界 

有絕對的支配權。他掌管著風（路 8:25）、閃電（伯 36:32）、 

雪（詩 147:16）、青蛙（出 8:1-15）、蝨子（出 8:16-19）、蒼 

蠅（出 8:20-32）、蝗蟲（出 10:1-20）、鵪鶉（出 16:6-8）、 

蟲子（拿 4:7）、魚（拿 2:10）、麻雀（太 10:29）、草（詩 

147:8）、蓖麻（拿 4:6）、饑荒（詩 105:16）、日頭（書 10:12- 

13）、監門（徒 5:19）、瞎眼（出 4:11；路 18:42）、耳聾（出 

4:11；可 7:37）、癱瘓（路 5:24-25）、熱病（太 8:15）、各 

樣的病症（太 4:23）、旅行計畫（雅 4:13-15）、王的心（箴 

21:1；但 2:21）、列國（詩 33:10）、殺人兇手（徒 4:27-28）、 

靈性的死亡（弗 2:4-5）。這一切都是出於他至高主權的意旨。 

 
 

感性的上帝觀不合時宜 
 

因此，冠狀病毒疫情是神降的災禍。但是疫情期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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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觀不合時宜。這是個苦澀的時期。而且神命定這疫情， 

掌管這疫情，也會結束這疫情。這疫情沒有一絲一毫不在他的 

掌控之下。生死都在他的手中。 

當約伯說出下面這些話時，他口中沒有犯罪（伯 1:22）：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伯 1:21）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收取了約伯 

的十個兒女。 

在神面前，沒有人有資格活著。我們的每一次呼吸都是神 

的恩賜，每一下心跳都是不配得的恩典。生死最終都掌握在神 

的手中： 

 
你們如今要知道 ： 我，惟有我是神， 

在我以外並無別神。 我使人死，我

使人活 ； 我損傷，我也醫治， 並

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 

（申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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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在冠狀病毒疫情或任何其他危及生命的處境 

中，思想自己的未來時，雅各告訴我們應當如何思考和說話： 
 
 

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 可

以作這事，或作那事。”（雅 4:15） 

 
他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他若不願意，我們就無法繼 

續活著。 

我知道，我自己活不到這本書出版的那一天。我至少有一 

個親戚感染了冠狀病毒。我已經 74 歲了，季節性支氣管炎和肺 

部的血栓已使我的肺功能受損。然而這些都不是最終的決定性 

因素，神才是。這是好消息嗎？當然是。我會在下一章試著講 

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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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掌權的甘甜 
 
 

神對冠狀病毒疫情和我的生命擁有主權，我為什麼要將 

這消息當作甘甜的教導呢？我之前說過，秘訣就在於：知道那

能終止卻未終止冠狀病毒疫情的主權，正是那保守人靈魂的

主權。換言之，如果我們試圖讓神放棄他對苦難的主權，我們

就 犧牲了他那使萬事於人有益處的主權。 

 
 

將神趕下寶座並非好消息 
 

那掌管疾病的主權，正是那在死境中保守靈魂的主權。 

那收取生命的主權，正是那勝過死亡、使信徒真知道天堂和基 

督的主權。一想到撒但、疾病、蓄意毀壞、命運、機遇對生命 

擁有最終決定權，我們的心就不會感到甘甜。這可不是什麼好 

消息。 

神掌權是個好消息。為什麼？因為神是聖潔、公義、良 

善的，而且他有無限的智慧。“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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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識。”（伯 12:13）“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詩 147:5）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羅 11:33）他的偉大目

標 乃是“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弗 3:10）。 

沒有什麼能使他驚奇困惑，或者心裡作難。他那無限的能 

力掌握在自己無限聖潔、公義、良善和智慧的手中。所有這一 

切都為那些信靠他兒子耶穌基督的人效力。神差派耶穌為罪人 

死，他所行的這一切，都與冠狀病毒疫情大有關聯。 

 
 

神如何確保罪人得著“萬物” 
 

其中的關聯就是《羅馬書》8 章 32 節所說的：“神既不

愛 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

白地 賜給我們嗎？”這意味著：神願意差派自己的兒子替我

們釘十字架，是在宣告和確認他會用自己全部的主權 “把萬

物 ……賜給我們”。“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這句話的意

思乃是：他必定會如此行，有他兒子的血作為憑據。 “萬物”

指什麼？就是我們遵行他的旨意、榮耀他的名、 

安然進入他的喜樂同在所需之事物。 三節經文之後，保羅闡明

了這一原則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冠狀病毒疫情也不例外。

面對冠狀病毒疫情，神以寶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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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極大應許——他要賜給我們的“萬物”是怎樣的？保羅

是 

這樣說的：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 是

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饑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 危險嗎？

是刀劍嗎？〔是冠狀病毒嗎？〕如經上所記 ： “我們為你

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愛

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  8:35-37） 

 
 

不要忽略這令人心痛和驚奇的話語：“我們……終日被 

殺。”這意味著，神因不愛惜自己的兒子而賜給我們的“萬 

物”，包括帶領我們安然經過死亡。或者正如保羅在《羅馬 

書》8章 38至 39節所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都

不 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

的。” 

 
 

撒但的意思是要害人 
 

雖然撒但於我們的苦難和死亡有份，但他沒有最終決定 

權，也要受神的約束。沒有神的許可和所定的限度，他無法傷 

害我們（伯 1:12；路 22:31；林後 12:7）。最終，我們應當向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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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講出約瑟對賣他為奴的兄長們所說的話：“從前你們的意思 

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創 50:20） 注意，這句話

的語氣不是輕描淡寫的。聖經不是說“神利用人的惡意行

善”，或“神將人的惡意變成好事”，而是說 “神的意思

原是好的”。他們心存惡意，然而神有他的美意。 神並非

中途才插手，開始清除罪惡。從一開始，他就有自己的 目的

和心意。從一開始，他的意思就是好的。 

當人的罪惡和撒但的邪惡加重我們的苦難時，這就是得安 

慰的秘訣。在基督裡，我們完全有權利對撒但或惡人說：“你 

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撒但、疾病和罪人 

都沒有主權。唯獨神有主權。而且，他是良善、智慧、至高無 

上的神。 

 
 

一個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每一根頭髮都被數過 
 

耶穌向門徒描述神掌權的甘甜，其言辭之優美不輸任何人。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 

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 

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 

1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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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出於神的計畫，沒有一隻麻雀能掉在地上。若非出於 

神的計畫，沒有一種病毒能傳播開來。神的主權無微不至。耶 

穌接下來又說了什麼？三件事：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你們 

的頭髮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 

為什麼不要懼怕？因為，無論我們是生是死，神無微不至 

的主權都為他的聖潔、公義、良善、智慧效力。在基督裡，我 

們並非神手中可有可無的兵卒，我們是他的尊貴兒女，“比許 

多麻雀還貴重”。 

這就是上文提到過的秘訣：知道那能終止卻未終止冠狀病
毒疫情的主權，正是那保守人靈魂的主權。 

      而且，不僅僅是保守，而是確保萬事，無論是苦是甜，

都互相效力，叫我們得益 處——就是叫那些在基督裡被召的

愛神之人得益處（羅 8:28- 30）。 

 
 

完成任務之前，我絕對不會死 
 

兩千多年來，這種面對死亡時堅如磐石的信心一直鼓舞著 

基督的子民。神的主權充滿智慧和良善，這一真理是成千上萬 

基督徒在愛的犧牲中不變的力量。 

例 如 ， 前 往 印 度 和 波 斯 的 宣 教 士 亨 利 · 馬 廷

（ Henry Martyn），在 31 歲時（1812 年 10 月 16 日）

死於類似冠狀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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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他 1812 年 1 月在日記中寫道： 
 
 

從表面看來，今年將是我見過的最危險的一年， 但

我若能活到完成波斯語新約聖經的那一天，之後我 的生

命就無足輕重了。然而，無論是生是死，願基督 在我身

上顯大！他若還有任務要我完成，我就不會 死。a
 

 
這句話常被轉述為：“在完成基督給我的任務之前，我絕 

對不會死。”這話千真萬確，完全是因著這樣一個事實：生命 

和死亡在擁有主權的神手中。事實上，基督的全部救贖之工都 

在神的手中。而在他離世的七年前，24 歲的馬廷曾寫道： 

 
神若不是宇宙的主宰，我將何等可憐！然而耶和 

華做王了，願地快樂。而且基督的偉業必會亨通。我 

的靈啊，為如此前景高興歡喜吧。b
 

 
 
 
 
 

 

 

a Henry Martyn,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Henry Martyn 

(New York: Protestant Episcopal Society, 1861), 460. 

b Martyn, Journals and Letters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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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神正借著冠狀病毒疫情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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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性思考：人之所見有限，聖經指明現實 

 
如果神沒有被趕下寶座，如果他確實“隨己意”掌管“萬 

事”（弗 1:11），如果這場冠狀病毒的爆發連同疫情造成的

一 切破壞，都在他那聖潔、公義、良善、充滿智慧的手中，

那麼 他在做什麼呢？他的旨意是什麼呢？ 

 
 

休要倚靠世人 
 

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首先要說的是，與神的智慧 

相比，我的看法毫無價值，你的看法也是如此。我們自己的頭 

腦所想出來的觀點無關緊要。聖經說：“心中自是的，便是愚 

昧人。”（箴 28:26）相反，聖經還告訴我們：“你要專心仰

賴 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箴 3:5） 

我們人類有限、有罪，受文化因素的制約，也被自己的 

基因和個人經歷塑造（和扭曲）。我們的內心、頭腦、嘴唇發 

出的自我辯解之聲各式各樣，將我們的個人喜好合理化。所 

以，我們若留意先知以賽亞的話就有智慧：“你們休要倚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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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鼻孔裡不過有氣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麼呢？”（賽 

2:22） 

那麼，我寫這本書不是太放肆了嗎？更不用說寫這第二部 

分了：“神正借著冠狀病毒疫情做什麼呢？” 

不，這不是放肆。如果神已經在基督教的聖經裡說話，如 

果神屈尊用人類的語言說話，使我們可以真正（儘管只是在一 

定程度上）認識他和他的道；如果保羅的話是真的：“這恩典 

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叫我們知道他 

旨意的奧秘”（弗 1:8-9）；如果保羅所說的“你們念了，

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弗 3:4）是事實，那麼我就不

算為放肆。 

神對自己在這個世界所行的事並不緘默。他已將聖經賜給 

我們。在第二章中，我指出了我們可以相信聖經是神話語的一 

些原因。因此，我的目標不是憑空想像神可能在做什麼，而是 

聆聽他在聖經中所說的話，並將這些話推薦給你。 

 
 

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神在做什麼？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還應當提及一 

件事——神正在行的事，總有很多是我們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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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 並你向我們

所懷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陳明； 若要陳明，

其事不可勝數。（詩 40:5） 

 
不僅他在冠狀病毒疫情中的計畫多到不計其數，而且從許 

多方面來看，這些計畫都蹤跡難尋。“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 

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羅 11:33） 

然而保羅寫下這些話時，他的意思並非在說：“因此，請合上 

你的聖經，自己編造現實吧。” 

恰恰相反，這些關於神難尋蹤跡的字句，是前十一章內 

容之後的一個高潮；這十一章經文講述了這世上最偉大的好消 

息，寫這些都是為了讓人明白。例如，保羅論到苦難的必然性 

時說：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 

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裡。（羅 5:3-5） 

 
“知道”！〔先知、使徒〕寫下聖經，是要叫我們

知道神所啟示的事，尤其是關乎苦難的事，包含這次冠狀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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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發。因此，“難尋”意味著，神正在行的事總是多過我 

們所能看見的。而且我們能看見是出於他的啟示，他若不啟 

示，我們就無法看見。 

 
 

聖經指明現實 
 

因 此 ， 我 的 任 務 並 非 想 像 ， 就 像 約 翰 · 列 儂

（ John Lennon）那首著名的歌曲所唱的。a 他

告訴我們要想像沒有天堂，沒有地獄，只有天空。然後他說，

這樣想像非常輕鬆，只管去試。的確，是很輕鬆。太輕鬆了。

但面對冠狀病毒疫情， 人需要知道的是現實的真相（hard 

reality），而非輕鬆的想像 

（easy imaginings）。神和他的話就是我們所需的現實真相， 

這正是我們腳下的磐石。因此，我的目標乃是指明現實，而非 

虛構現實。我的目標乃是聆聽神所說的話，肯定神的話，而非 

胡思亂想。 

我會先指明聖經的教導，並將這些教導與冠狀病毒疫情聯 

系起來。你則要判斷什麼才是正確的。 

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這正是耶穌所說的“分辨這時 

候”。人能夠用自己的理性預測天氣，卻不能明白神在歷史中 
 

 

 

a John Lennon, “ Imagine, ” 由約翰·列儂、小野洋子和菲

爾·斯佩克 特（Phil Spector）創作 , Abbey Road, Londo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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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聖作為，耶穌對此頗為惱怒： 
 
 

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 麼

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審量什麼 是合

理的呢？（路  12:56-57） 

 
因此，我希望你能尋求神的幫助，仰望神的道，自己判斷 

何為正。我希望你用聖經來檢驗我所說的（約壹 4:1），並且持 

守善美之事（帖前 5:21）。 

 
 

沿著六條主線探究 
 

神正借著冠狀病毒疫情做什麼呢？我將就這個問題給出六 

個答案。每個答案都能寫好多頁，但由於時間緊迫，我不會就 

每個答案作詳細探討。我只會指明聖經真理的主線，希望你讀 

完本書之後會繼續探究。但願我們能沿著這些主線並肩前行。 

然而我不得不把這個任務留給你了，願神親自引導你。 

神正借著冠狀病毒疫情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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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描繪道德墮落的可怕 

 
第一個答案 

 

借著冠狀病毒的爆發和一切其他災難，神以可見的方式為世人描

繪了道德墮落的可怕和輕看真神之罪的靈性醜惡。 

 
事實上，罪是一切肉身所受苦難存在的原因。聖經的第 3 

章講述了罪進入世界的過程，指明罪是全球性浩劫和苦難的根 

源（創 3:1-19）。保羅在《羅馬書》5 章 12 節總結道：“這

就如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

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從那以後，這世界變得支離破碎，它一切的華美都與罪 

惡、災難、疾病、沮喪交織在一起。起初，神創造了完美的世 

界。“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 1:31）然而，從亞

當 墮落犯罪直到今日，人類歷史儘管出現了種種奇跡，卻不

過是 一條屍體的傳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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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墮落乃是神的審判 
 

聖經並非將這種支離破碎僅僅看作是自然災害，而是將其 

視為神對充滿罪惡之世界的審判。神因罪惡審判世界，保羅是 

這樣描述這審判產生的影響的： 

 
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 那叫

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 得享神

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 歎息、勞苦，

直到如今。（羅  8:20-22） 

 
“虛空”、“敗壞的轄制”、“歎息”，這些詞都描繪 

出罪進入世界以來全球性浩劫和苦難的景象。而且保羅說，這 

浩劫乃是因著神的審判：“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

願意，正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從

敗壞的轄制下得釋放，得享神兒女榮耀的自由。”（羅

8:20- 21；編者注：參考和合本 2010 年修訂版。）撒但服在虛

空之下 但沒有指望，亞當服在虛空之下但沒有指望，但基

督是存著 指望暫時服在了虛空之下。正如保羅在《羅馬書》5

章 16 節所說：“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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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神的兒女也在審判之下 
 

誠然，這節經文充滿了盼望——“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羅 8:21）。神對新天新地有絕妙的計畫，那時“神要擦去

他 們一切的眼淚”（啟 21:4）。然而現在，我們都在他的審

判之 下。他叫世人服在死亡、災禍、苦難之下。 

是的，連他自己的兒女——就是那些他“預定……得…… 

名分”（弗 1:5）、借他愛子的血得蒙救贖（弗 1:7）、預定

得 永生（徒 13:48）之人——連我們也會因神對墮落的審判受苦

和 死亡。“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

等候 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8:23）

基督徒 也會被海嘯卷走，基督徒也會死於恐怖襲擊，基督徒

也會感染冠狀病毒。 

 
 

是潔淨，而非刑罰 
 

基督徒將基督奉為至寶，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這 

墮落世界的經歷並非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 

定罪了。”（羅 8:1）對我們來說，苦難是潔淨，而非刑罰。 

“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帖前 5:9）我們和所有

世人 一樣，都會死於疾病和災難。然而對於那些在基督裡

的人來 說，死亡的“毒鉤”已經除去了（林前 15:55）。

“我死了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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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處。”（腓 1:21）離世就是“與基督同在”（腓 1:23）。 
 
 

撒但真實存在，但也受到約束 
 

當我將這世界的苦難追溯到神的審判時，我並非忽視這一 

事實，即撒但與我們遭受的全球性苦難息息相關。聖經稱他為 

“這世界的神”（林後 4:4）、“這世界的王”（約 12:31）、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 2:2）。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約 8:44）。他用多種疾病捆綁和壓制人（路 13:16；徒

10:38）。 

但撒但也受到限制，限制它的是神。沒有神的許可，他無 

法展開行動。只有得到神的許可且不越過神所定的限度，他才 

能行動（伯 1:12，2:6；路 22:31；林後 12:7）。神最終決定了

撒 但的破壞程度。他並非獨立於神的審判之外。他不知不覺

中為 神施行審判效力。 

 
 

關鍵問題 
 

現在有這樣一個問題，能讓冠狀病毒疫情的意義更加清 

晰。神為什麼因著世人道德上的邪惡審判他們的肉身呢？亞當 

和夏娃藐視神。他們的心以神為敵。他們甯要自己的聰明，也 

不要神的智慧。他們選擇自立，而非信靠。這種藐視、偏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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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是一種屬靈上和道德上的邪惡。這邪惡起初是靈魂之罪， 

而非肉體之罪，起初是針對神的，而非針對人的。 然而，作為

對道德和屬靈悖逆的回應，神卻讓物質世界 

服在災禍和苦難之下。為什麼？既然人的靈魂才是悖逆的源 

頭，那為什麼不讓物質世界保持良好秩序，只讓人的靈魂遭受 

苦難呢？ 

 
 

一個答案 
 

我的看法是，神讓物質世界受咒詛，以便我們身邊的疾病 

和災難所呈現的可怕景象，成為生動的寫照，顯明罪的可怕。 

換言之，肉身遭受的災禍如同一個比喻、一台戲劇、一個路 

標，顯明了悖逆抵擋神的道德惡行。 

為什麼這種做法十分妥當？因為在亞當墮落之後，我們 

被罪弄瞎了心眼；憑著自己目前所處的狀態，我們無法明白或 

意識到犯罪抵擋神有多麼可憎。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人會 

因愛其他事物過於愛神而恐懼戰兢。我們天天輕看真神，忽略 

他、藐視他，但有誰會因此夜不成眠？ 

然而我們對身體的疼痛是多麼敏感啊！神若讓我們的肉身 

受痛苦，我們會變得多麼惱怒啊！我們也許不會為天天在心裡 

貶低真神的行徑憂傷愁煩。但是，讓冠狀病毒疫情臨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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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我們的肉身，神就會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不是嗎？身體 

的疼痛是神雷鳴般的號角之聲，為要告訴我們，這世界有些事 

情已經大錯特錯了。病痛和殘疾是神透過我們的肉身留下的圖 

像，它描繪了我們靈性中罪的真實情形。 

的確，即便是世上最敬虔的人，也有一些會患上疾病和 

殘疾。災難是神對犯罪當受後果的預演，將來審判之日罪所受 

的刑罰要比這些災難可怕千倍。這些災難是警戒，如同警鐘鳴 

響，讓我們看見道德墮落的可怕和抵擋真神之罪的靈性醜惡。 

但願我們都能明白和意識到以下事實：輕看造我們的主， 忽

略他、懷疑他、貶低他，內心關注自己的髮型勝過關注他， 

這種態度何等可憎、何等無禮、何等可惡！ 我們需要明白這一點、

意識到這一點，否則我們不會轉向 

基督，進而得著拯救、脫離罪的醜惡。我們或許會哭喊著逃避 

罪的刑罰，但是我們會看到和恨惡罪那貶低真神、道德墮落的 

醜惡嗎？如果我們看不到罪、不恨惡罪，那不是因為神沒有用 

可見的苦難（比如冠狀病毒疫情）生動描繪這種醜惡。因此， 

如今神正慈聲呼喚我們：快醒醒！抵擋真神之罪就是這樣！這 

罪既可怕又醜惡，比冠狀病毒疫情要危險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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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神而來的特定審判 

 
第二個答案 

 

有些人會因自己邪惡的心態和行為感染冠狀病毒，這是

從 神而來的特定審判。 

 
所有苦難都是亞當墮落產生的後果，都是貶低真神之罪 

進入世界導致的惡果。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每個人所受的苦 

難都是對其所犯之罪的特定審判。例如，約伯所受的苦難並非 

因著他的特定罪行。《約伯記》的第一句話指明了這一點： 

“……約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伯 1:1） 

正如上文所述，神自己的百姓也會經歷他的審判所產生的 

許多有形後果。使徒彼得這樣說：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 ；若是

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

局呢？ 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

將有何地可站呢？（彼前 4:17-18） 

 
 

對於“神的家”來說，這從神而來的審判乃是潔淨，而非
刑罰（不是刑罰性的）。因此，並非所有苦難都是因為神對
特 定罪行的特定審判。儘管如此，神有時會使用疾病來審
判那些 厭棄他、沉迷於罪中之樂的人。 

 

例證：針對特定罪行的特定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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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會就針對特定罪行的特定審判給出兩個例證。 在《使

徒行傳》第 12章，希律王高抬自己，容許他人稱自 

己為神。“希律不歸榮耀給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他被 

蟲所咬，氣就絕了。”（徒 12:23）神可以這樣處置一切高抬

自 己之人。這意味著我們應當對以下事實感到驚奇：我們有

許多 官員在神在人面前都驕傲自大，但卻沒有因此天天有人

倒斃暴 死。神的克制乃是極大的憐憫。 

另一例證則是同性苟合之罪。在《羅馬書》1 章 27 節，使 

徒保羅說：“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欲火攻 

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 

當得的報應。”這“當得的報應”就是他們的罪在“自己身 

上”產生的慘痛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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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神而來的特定審判 

 

 

這“當得的報應”只是《羅馬書》1 章 18 節中神審判

的一 

個例子，保羅這樣說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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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儘管並非所有的苦難都是針對特定罪行的特定審判，然而 

有些苦難卻是如此。 

 
 

願人人察驗自己的內心 
 

因此，冠狀病毒疫情絕非針對任何人的明確、純粹的刑 

罰。即便是最有愛心的、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已經借著基督 

罪得赦免，也會死於冠狀病毒病。然而以下做法非常合宜：我 

們各人都要察驗自己的內心，辨別我們所受的苦難是否是神對 

我們生活方式的審判。 

我們若來到基督面前，就會知道自己所受的苦難並非神 

的刑罰性審判。我們之所以知道這真理，是因為耶穌基督說： 

“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 

經出死入生了。”（約 5:24）“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

就不定罪了。”（羅 8:1）這苦難乃是管教，而非毀壞。“因

為主 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來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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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使我們警醒預備，等候基督再來 

 
第三個答案 

 

冠狀病毒疫情是神所賜的警鐘，使我們預備自己、等候基 

督再來。 

 
儘管基督教會的歷史充斥著關乎“世界末日”的失敗

預 言，然而耶穌基督將會再來的說法依然正確。耶穌升天時，

天 使這樣說道：“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

離開 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

要怎樣 來。”（徒 1:11） 

他再來之日，將會審判世人：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 

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太 25: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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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沒有預備自己、等候基督再來的人來說，那日子 

將會忽然臨到，如同網羅： 
 
 

“你們要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 慮

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 

（路 21:34） 
 
 
 
 

生產之難（災難） 
 

耶穌說他再來之前會有預兆，如戰爭、饑荒、地震（太 

24:7）。他稱這些預兆為“生產之難（災難）”（太 24:8）。 

這比喻將大地比作臨盆的婦人，正竭力生下新世界——就是耶 

穌再來之時實現的新世界。 

保羅在《羅馬書》8 章 22 節提到了這個比喻，他用“生

產 之痛”（編者注：中文和合本譯為“歎息、勞苦”，新譯

本譯 為“痛苦呻吟”）指代現今一切受造之物的歎息，即一

切災禍 和疾病所帶來的苦難，例如冠狀病毒疫情。他將疾病

中的我們 描繪成這世界生產之痛的一部分。我們一邊歎息，

一邊等候基 督再來之時我們的身體得贖，那時他要叫死人復

活，賜給我們 榮耀的新身體（腓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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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 女

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

〔承受“生產之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 

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

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8:21-23） 

 
 
 

要警醒！ 
 

我想強調的是：耶穌要我們將這種生產之痛（包括冠狀病 

毒疫情）看作提醒和警告——他就要來了，我們需要預備好自 

己。“……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 

了。”（太 24:44） 

你不必為了認真對待耶穌所說的話而成為一個日期設定 

者。耶穌把話說得清清楚楚：“你們要謹慎，警醒祈禱，因為 

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 

家主什麼時候來……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警

醒！”（可 13:33-37） 

這段經文的意思非常清楚：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物 

質世界的生產之痛正是為了傳達這一資訊。然而不警醒之人是 

何等的多啊！他們雖然有著各種瘋狂的舉動，但卻在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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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的事上沉睡不醒，真是危如累卵！冠狀病毒疫情乃是鳴響 

憐憫之聲的警鐘，為要叫我們預備好自己。 預備自己的方法就是

來到耶穌基督面前，接受罪得赦免， 

行在他的光中。那麼你就會和其他聖徒一樣： 
 
 

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你們 

都是光明之子……所以，我們……總要警醒……因為 

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籍著我們主耶穌 

基督得救。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 

與他同活。（帖前  5:4-10） 



61 

 

 

 
 
 
 

 

第九章  

改變我們，看基督為無價至寶 

 
第四個答案 

冠狀病毒疫情如同晴天霹靂，神借此呼召我們都要悔改， 

重新與無價至寶基督聯合。 

 
作為悔改的呼喚，冠狀病毒疫情並非獨一無二。事實上， 

所有的自然災害——無論是洪水、饑荒、蝗災、海嘯，還是瘟 

疫——都是神在呼召人悔改，其中滿了傷痛和憐憫。 

我們能從《路加福音》13 章 1 至 5 節耶穌對災難的回應中看 

出這一點： 

 
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 

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耶穌說 ：“你們以為這

些 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

我告 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

亡！從 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

為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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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

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彼拉多曾在聖殿裡屠殺敬拜神的人；西羅亞樓倒塌，造成 

18 名路人死亡。前者是邪惡人性結出的惡果，而後者顯然是個 

意外。 

 
 

災難對你的意義 
 

眾人想從耶穌那裡知道：“這事的意義是什麼？是神對 

具體罪行的特定審判嗎？”耶穌的回答令人驚奇。他從這些災 

難性事件中挖掘出的意義涉及每一個人，而不僅僅是那些死難 

者。他就這兩個事件如此說道：“不是的，彼拉多所殺之人和 

西羅亞樓壓死之人並非比你們更有罪。” 

你們？耶穌為什麼提到他們的罪？他們並非就自己的罪請教耶

穌。他們只是對別人的罪感到好奇。他們想知道災難性事件對 死難

者意味著什麼，但他們並不想知道這對其他人意味著什麼。 這

就是耶穌的回答之所以令人驚奇的原因。其實，他是 在說這些

災難性事件的意義涉及每一個人，而它傳遞的資訊則 是“要

麼悔改，要麼滅亡”。他講了兩遍：“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

此滅亡！”（路 13:3）“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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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路 13:5）。 
 
 

充滿憐憫的呼喚：趁著還有時間，悔改吧 
 

耶穌在做什麼？他在教導眾人應該為何事感到驚訝，因為 

這些人在為錯誤的物件感到驚訝並質疑耶穌。他們感到驚訝的 

是，有人如此殘忍地被屠殺，有人無緣無故地被塌樓壓死。然 

而耶穌說：“你們沒有被屠殺，沒有被壓死，這才是你們應當 

驚訝之事。事實上，你們若不悔改，總有一天你們自己也會受 

到這樣的審判。” 

我據此推斷，所有此類災難性事件都傳遞了神那充滿憐 

憫的資訊。這資訊就是：我們都是罪人，必定滅亡；災難是神 

的呼喚，其中滿了他的恩典——趁著還有時間，悔改吧，來得 

救恩吧！耶穌把話題從死人轉向活人，其實是在說：“不要再 

談論死人了，談談你自己吧。這是更緊急的事。發生在他們身 

上的事與你有關。你最大的問題不是他們的罪，而是你自己的 

罪。”我認為，這就是神借著這次冠狀病毒的爆發傳遞給世人 

的資訊。 

他正呼喚世人趁著還有時間快快悔改。 

 
 

悔改意味著什麼？ 
 

更具體地說，悔改意味著什麼？新約中的悔改一詞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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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意念的改變。這不是換湯不換藥地改變想法，而是深刻的 

轉變，使我們能真認識神和耶穌、並且看為寶貴。耶穌是這樣 

描述這種改變的： 

 
你 要 盡 心、 盡 性、 盡 意， 愛 主 你 的 神。

（ 太 22: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 於

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太 10:37） 

 
換言之，悔改要求心思意念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就是以你 

的整個生命來愛神，看耶穌比一切其他人際關係更為寶貴。 

 
 

耶穌為什麼要用滅亡來“恐嚇”我們？ 
 

“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耶穌之所以這樣講， 

是因為：我們都將神這樣的至寶變為我們更喜歡的次等事物 

（羅 1:22-23），我們都覺得耶穌不如錢財、娛樂、朋友、家 

人那樣有吸引力。我們之所以都應當滅亡，並非因為我們干犯 

了一系列規條，而是因為我們輕看了那無限的價值——就是神 

在耶穌基督裡對我們的無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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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人性中自取滅亡的傾向 
 

悔改意味著意識到人性中自取滅亡的傾向：甯要白錫， 

不要黃金；甯要沙土根基，不要堅固磐石；寧要貧民窟中的嬉 

戲，不要海上度假之旅。正如魯益師（C. S. Lewis）所言： 

 
我們是半心半意的受造之物，雖然神為我們預備了

無限的喜樂，但我們卻或沉迷酒色或野心勃勃，就 此虛

度自己的一生。我們就像一個想要繼續在貧民窟 玩泥巴

的無知孩童，因為他無法想像免費的海上度假 之旅意味

著什麼。我們太容易滿足了。a
 

 
魯益師提及的“無限的喜樂”是指這樣一種經歷：看

見、 品嘗、分享基督的價值、榮美、偉大。 

 
 

都當興起，倚靠基督 
 

神借著冠狀病毒疫情，以既生動又慘痛的方式向我們展示 

了以下事實：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能帶給我們在耶穌的無 

 
 

 

a C. S. Lewis, “The Weight of Glory,” 見 The Weight of 

Glory and Other Addresses (1949; repr., New York: Harper, 200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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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偉大和價值裡找到的平安和滿足。這次的冠狀病毒全球大流 

行，剝奪了我們的行動自由，使我們的商業活動陷入停滯，叫 

我們無法面對面交流。這疫情使我們的安全感和舒適感蕩然無 

存。最終，它還有可能奪走我們的生命。 

神之所以讓我們遭受這樣的損失，是因為他要使我們興 

起、倚靠基督。換言之，他之所以將災難作為向世人賜下基督 

的機會，是因為：基督使人在苦難中保持喜樂之時，他那至高 

的、能帶來完全滿足的偉大會閃耀出更加明亮的光芒。 

 
 

絕望境地乃是恩賜 
 

例如，在此思想神為什麼使保羅到了斷絕活命指望的地步：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

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

復活的神。（林後  1:8-9） 

 
保羅並非將這種絕望的經歷看作是從撒但來的或隨機發生 

的，它是有目的的。保羅也提到了神的目的：這危及生命的經 

曆“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林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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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冠狀病毒疫情傳遞的資訊：不要再倚靠自己了，轉 

向神吧！你甚至無法阻止死亡，但神卻能叫死人復活。當然， 

“倚靠神”並不意味著基督徒什麼都不做。基督徒從來都

不是 遊手好閒之人。“倚靠神”意味著，神才是我們一切

行為的根基、榜樣和目的。正如保羅所說：“我比眾使徒格

外勞苦，這 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

15:10） 

冠狀病毒疫情正在呼喚我們：讓神成為我們生命中至關重 

要、無處不在的實際經歷吧！我們的生命依賴他過於依賴呼吸 

的空氣。有時神會讓我們身處近乎窒息的絕境，好讓我們懂得 

倚靠他。 

 
 

刺的意義 
 

或者我們可以來思想，神就保羅肉體上的刺有什麼美意：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 有

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

我過於自高。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他對我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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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領受的啟示甚大。神看到了生發驕傲之心的危險，撒 

但則看到了真理和喜樂受虧損的可能性。神掌管撒但的詭計， 

使得撒但認為將會摧毀保羅見證的策略，實際上卻為保羅展現 

出謙卑和喜樂效力。保羅的肉體上有了一根刺，這刺就是“撒 

但的差役”，也是神的差役！我們不知道這根刺是什麼，不過 

我們知道刺會帶來痛苦。而且，我們還知道保羅曾三次求基督 

將這刺挪去。 

然而基督並未應允。他對這痛苦有自己的美意，就是“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他的美

意是，借著保羅那不可動搖的信心和喜樂，使基督比健康更

顯寶貴。對此，保羅是如何回應的呢？“我更喜歡誇自己的

軟 弱。”（林後 12:9） 

喜歡！這怎麼可能呢？保羅為什麼如此喜樂，甘願接 

受自己身上的刺呢？因為他人生最大的目標是，無論是生 

是死，總叫基督在他身上顯大（腓 1:20）。看見基督的榮 

美，以基督為自己的至寶，向世人見證基督比健康和生命更 

好——這就是保羅的喜樂。瑪莎·斯內爾·尼克爾森（Martha 

Snell Nicholson，1898-1953）寫了一首名為《那根刺》

（The Thorn）的美妙詩歌，結尾是這樣的： 

 
我知他若不加添恩典，必不將刺加於我身。 他用這刺

將帕子掀開，使我得見他的榮面。 



第九章   改變我們，看基督為無價至寶 

69 

 

 

 

 

於損失中得著 
 

保羅之所以願意受虧損，部分原因在於，借著丟棄萬事， 

他能更完全地得著基督：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 我

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土，

為要得著基督。（腓 3:8） 

 
這就是悔改的含義：經歷心思意念的改變，在基督裡看 

神比生命更寶貴。“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贊 

你。”（詩 63:3）這就是保羅的信仰。無論是生是死，這都

是 真的。活著時，因為基督是一切樂事的本質，並且比這些

樂事 更好。死亡之後，因著“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

右手中 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 

冠狀病毒大流行讓人經受虧損——這損失小到生活不便， 

大到失去性命。我們若是知道保羅喜樂的秘訣，就會在損失中 

經歷得著。這也是神對世人所講的話。悔改吧，重新與無價至 

寶基督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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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在危險中顯出善行 

 
第五個答案 

 

神借著冠狀病毒疫情呼召自己的百姓勝過自憐和懼怕，帶 

著剛強和喜樂，憑著愛心行榮耀神的善事。 

 
耶穌教導他的門徒“你們的光……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人們往往沒有注意到，以這種方式做世上的鹽、做世上的光會 

讓鹽更鹹、光更亮，因為信徒即便身處苦難之中也要行善。 

 
 

危險黑暗中的明光 
 

耶穌剛剛說過：“人若因我辱駡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 

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 

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太 5:11-12）接著他馬上又說：

“你 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太 5: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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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基督信仰鹽味和光芒的不僅僅是善行，而是不顧自身 

安危的善行。很多非基督徒也行善事，然而很少有人因這些善 

事將榮耀歸給神。 

是的，《馬太福音》第 5 章中提到的危險乃是逼迫，不是 

疾病。但原則都是一樣的。無論是疾病還是逼迫，我們在危險 

環境中憑愛心顯出的善行，更清楚地指明了以下事實：出於對 

神的盼望，人才有能力如此行善。例如，耶穌這樣說道： 

 
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 瞎眼

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 到義人復

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路  14:13-14） 

 
“到……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對神的盼望超越 

死亡，使我們有能力行出在今生不可能得著報答的善行。這一 

真理同樣適用於使我們身陷險境的善行，尤其是危及我們生命 

的善行。 

 
 

彼得如何運用耶穌的教導 
 

使徒彼得比其他新約作者都更多提到耶穌這關乎善行的 

明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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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譭謗你 們

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 歸榮

耀給神。（彼前 2:12） 

 
而且，彼得也就面對危險依然行善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他 

說：“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 

實的造化之主。”（彼前 4:19）換言之，不要讓遭受苦難的

可 能性或現實的磨難攔阻你行善。 

 
 

基督替我們死，為叫我們在危險中行善 
 

彼得將這種新生命與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聯繫在一起：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彼前 2:24）因著基督的緣故，基

督 徒得以治死自己的罪，並且熱心行公義的善事。 

保羅同樣也將耶穌的死和基督徒行善的熱心聯繫起來： 

“他為我們舍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 

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多 2:14） 

保羅還明確指出，這些善行既涵蓋基督徒，又惠及非基 

督徒。“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 

樣。”（加 6:10）“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 



74 

冠狀病毒與基督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帖前 5:15） 
 
 

冒險行善能讓基督顯大 
 

神為自己的百姓所定的終極目標乃是：我們頌贊他的偉 

大，並讓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價值顯大。“你們或吃或喝，無論 

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1）“照著我所

切  慕、所盼望的……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

上……顯 大。”（腓 1:20）叫神在凡事上得榮耀；無論是

是生是死，總 叫基督在我身上顯大。這就是神賦予我們的偉

大人生目標。 

因此，神借著冠狀病毒疫情所要成就的美意是，他的百姓 

可以治死自憐和懼怕，能夠在危險環境中熱心行善。基督徒看 

重別人的需要，而非自身的安逸，選擇關愛鄰舍，而非自保。 

我們的救主就是如此，他也為此而死。 

 
 

初期教會的榜樣 
 

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他所著的《基督教

的 勝利》（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一書中指出，在

基督教會 最初的幾個世紀裡，“真正催生巨變的信條乃是：

基督徒的愛 心和慈善必須突破家庭甚至信仰的界限，延伸到

一切有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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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

 

西元 165 年和 251 年，羅馬帝國兩次爆發大瘟疫。在基督教 

會之外，憐憫和犧牲沒有任何文化或宗教基礎。“沒有人相信 

眾神會關心人間疾苦。”b 而且，“人們認為憐憫是一種性格 

缺陷，同情則是一種病態的情感：因為憐憫涉及提供不勞而獲 

的幫助或救濟，這有悖公平。”c
 

因此，當帝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疾病時，醫生們卻逃到 

了自己的鄉村莊園。出現症狀的患者被趕出家門，祭司遺棄了 

聖殿。然而斯塔克注意到：“基督徒聲稱有解決辦法，而且最 

重要的是，他們採取了適當的行動。”d
 

解決辦法包括：借著基督罪得赦免，得著超越死亡的永 

生盼望。在一個醫治無望、徹底絕望的時期，這真是個寶貴的 

資訊。 

在行動方面，有極多的基督徒照看病人和瀕死之人。 

第二次大瘟疫接近尾聲時，亞歷山大城的狄奧尼修斯主教  

（Bishop Dionysius of Alexandria）寫了一封信，稱讚自己
教會 

 
 

 

 

a Rodney Stark,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2011), 113. 

b Stark,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115. 

c Stark,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 112. 

d Stark,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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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友說： 
 
 

我們的大多數弟兄都顯出了無比的愛心和忠心， 從不

偷懶，總是彼此關心。這些弟兄不顧危險，照看病人，留意

他們的一切需要，在基督裡服侍他們，即 便要與他們一同離

世也依然平靜喜樂。e
 

 
 

 
堵住無知皇帝的口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反主流文化、基督式的關愛病人 

及窮人之舉，最終贏得了人心，使許多人離開了周圍的異教信 

仰。兩個世紀之後，羅馬皇帝尤利安（Julian，332-363）想要 

給古羅馬宗教注入新的活力，將基督教視為日益增長的威脅。 

他沮喪地寫信給加拉太的羅馬大祭司： 

 
通過用愛心服侍陌生人和幫忙埋葬死人，無神論 

（即基督教信仰）的發展格外迅速。沒有一個猶太人 

是乞丐，那些不拜神的加利利人（即基督徒）不但關 

愛他們自己的窮人，還照看我們的窮人；然而當我們 

 
 

 

e Stark,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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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百姓向我們尋求幫助時，卻毫無結果，這真是個醜

聞！ f 

 
 

 
緩解從神降下的苦難 

 

既將冠狀病毒疫情看作神的作為，又將這疫情視為神在呼 

召基督徒冒險緩解疫情造成的苦難，二者並無矛盾。自從神在 

亞當墮落之時叫這世界服在罪和苦難之下以來，儘管他是預定 

滅亡之審判的那一位，但他也命定自己的百姓設法拯救即將滅 

亡之人。在耶穌基督裡，神親自來到世間，救人脫離他的公義 

審判（羅 5:9）。這正是基督釘十字架的意義。 

因此，神的百姓所行的善事也包括為以下事項禱告：病 

人得醫治；求神停手，終止這冠狀病毒大流行，提供治療方 

法。我們既為冠狀病毒疫情禱告，又在努力緩解疫情造成的 

苦難。這就像當年的亞伯拉罕·林肯，儘管他將南北戰爭視 

為從神而來的審判，然而他既為戰爭的結束禱告，又在努力 

結束戰爭： 

 
 

 

 

f 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 2nd 

ed. (New York: Penguin, 1986),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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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癡心盼望，我們懇切禱告，願這可怕的戰禍快

快過去。然而神若叫這戰爭繼續下去，直至 250 年來奴

隸們無償苦幹所累積的一切財富灰飛煙滅，直至如同 

3,000 年前的名言所說，“皮鞭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由

利劍刺出的另一滴血來補償”，那麼我們仍然應該

說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神有自己的工要做，很多都是隱秘之事；我們也有自己的 

工要做。我們若是信靠他、聽從他的話，他會用自己的主權和 

我們的侍奉成就他那智慧、美善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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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放棄安定的生活，去向萬民傳福音 

 
第六個答案 

 

借著冠狀病毒疫情，神正在鬆動定居在世上的基督徒安定 

的根基，叫他們自由地打破常規、嘗試新事物，差派他們向

世 上的未得之民傳基督的福音。 

 
將冠狀病毒疫情與宣教聯繫在一起，這似乎是個奇怪的想 

法，因為從短期來看，疫情使得旅行、遷移、宣教進展陷入停 

滯。但我考慮的並不是短期。神利用歷史上的苦難和動盪，將 

自己的教會遷到她需要去的地方。我認為神會再次這樣做，作 

為冠狀病毒疫情長期影響的一部分。 

 
 

逼迫乃是宣教策略 
 

例如，在此思想神如何使自己的百姓離開耶路撒冷，前 

往猶太和撒瑪利亞宣教。耶穌已經吩咐門徒將福音傳遍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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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徒 

1:8）。然而到了《使徒行傳》第 8 章，宣教活動似乎在耶路撒 

冷陷入停滯。 

如何才能推動教會開始宣教呢？司提反之死和隨之而來的 

逼迫。司提反一殉道（徒 7:60），逼迫就爆發了：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

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那些分 散的人往各處

去傳道。（徒  8:1-4） 

 
這就是神讓自己的百姓開始行動的方法——借著殉道和逼 

迫。最後，“猶太和撒瑪利亞”都聽到了福音。神的道路

非同 我們的道路，然而他的宣教使命必會成就。耶穌這樣說

了，而 且他的話不會落空。“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

上，陰間 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 16:18）“這天國的

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太 24:14）不是“可

能會傳遍天下”， 而是“  要傳遍天下”。 

 
 

挫折乃是戰略性的進展 
 

我們可能會認為，冠狀病毒爆發對於世界宣教而言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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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我對此表示懷疑。神的道路常常包含貌似嚴重的挫折， 

但這些挫折卻能帶來巨大的進步。 1985 年 1 月 9 日，保加利

亞的公理會牧師赫裡斯托·庫利切 

夫（Hristo Kulichev）被捕入獄，罪名是：儘管政府已經不

經 會眾選舉、指定他人擔任牧師，他卻仍在自己的教會講道。

他 受的審判是對公義的嘲弄。他被判入獄 8 個月。服刑期間，

他 盡其所能地傳講基督。 

刑滿釋放之後，他這樣寫道：“囚犯和獄警都問了許多問 

題，結果表明，在那裡的事工比我們在教會侍奉時所期待的

更 有果效。我們在監獄裡服侍神的果效，比我們有人身自由

時還 大。”a
 

這常常是神的道路。冠狀病毒疫情席捲全球，情況極其 

嚴重；如此絕佳的機會，神絕不會浪費。這疫情會為他那必

要 完成的全球性計畫——“世界福音化”效力。基督的寶血

不會 白流。《啟示錄》5 章 9 節說，他“用自己的血從各族、

各方、 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他會因自

己承受的 苦難得著獎賞。而且，即便是全球性瘟疫，也要為

完成大使命 效力。 

 
 

 

a Herbert Schlossberg, Called to Suffer, Called to Triumph 

(Portland, OR: Multnomah, 199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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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的禱告 

 
父啊， 在我們最美好的時刻，靠著你的恩典，我們沒有在

客西馬尼園中沉睡。我們睡意全無，聆聽你愛子的禱告。

在他內心深 處，他知道自己必須受害。然而，在他完全

的人性裡，他呼求 說：“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同樣的，我們內心深處意識到，這場冠狀病毒大流行是照 

著你的智慧所命定的，為要成就你必要成就的美好旨意。我們 

也必須受苦。你的愛子是無辜的，我們卻不是。 

然而，在我們這不完全的人性裡面，他與我們同在，因此 

我們也可以這樣呼求：“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耶

和華啊，求你快快成就你定意要做的痛苦、公義、憐憫之工。 

不要延長你的審判，不要推遲你的憐憫。主啊，求你照你的憐 

憫紀念窮人。不要忘記困苦人的哀求。求你賜下醫治。求你賜 

下治療方法。求你拯救我們這些屬你的可憐、無助的受造之物 

脫離這些愁苦。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讓我們浪費我們的苦難和憂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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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你的百姓，讓我們脫離對空洞的物質主義和沒有基督的娛 

樂的無力關注。不要讓我們的口嘗到撒但的誘餌。求你從我們 

中間剪除驕傲、仇恨、不義之道的毒根和殘餘，賜給我們為自 

己輕看你的榮耀大發義怒的能力。求你打開我們心裡的眼睛， 

叫我們看見和品嘗基督的榮美。求你使我們的心歸向你的話、 

你的兒子、你的道路。讓我們的心充滿憐憫的勇氣。使你百姓 

侍奉的方式能榮耀你自己的名。 

求你為這將亡世界的緣故，伸手興起“大覺醒”。不要 

讓《啟示錄》中的可怕話語應驗在這世代：“他們仍舊不悔 

改。”正如你已經擊打了人的肉身，求你現在就擊打沉睡的 

靈魂。不要叫他們在驕傲和不信的黑暗裡繼續沉睡。求你大施 

憐憫，對這些枯骨說“活過來”！求你改變千萬人的心靈和生 

命，讓他們看耶穌為無價至寶。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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