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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020 年年 ⼤大的新聞，就是「武漢漢病毒」了了，這也是很多⼈人聊天的話題。 

昨晚和家⼈人在餐廳吃飯，有⼀一位中國⼈人⾛走進來來，他⼤大聲地說：「我剛從武漢漢回

來來！」這時⼤大家都轉頭，看看是誰在說話？看他的模樣應該是在開玩笑， 

我想：若他真的是從武漢漢回來來，他的朋友應該不不敢和他吃飯。 

 

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內，武漢漢病毒從⼀一個⼩小新聞，變成了了國際⼤大新聞， 

從⼗十⼆二⽉月中就有消息說：有奇怪新型的冠狀狀病毒，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 

⽽而且只在武漢漢出現。 

沒有想到在短短的時間之內，卻爆發這麼地嚴重，這讓⼈人想起了了 2003 年年 SARS

的情況，再加上現在全球資訊公開的流動，原本是千⾥里里之外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在談論，令⼈人感到很緊張。 

現代坐⾶飛機⾮非常地⽅方便便，因此病菌也跟著坐⾶飛機，跟著傳到世界各地。 

 

我們是神的兒⼥女女，因此看事情要從「屬靈靈的⻆角度」去思考。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

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詩九十一 5-7) 

 

這⾸首詩令⼈人感到安慰，從⼈人類類有歷歷史以來來，就有各種戰爭和瘟疫的流⾏行行。 

但神的選⺠民不不⽤用怕「⿊黑夜⾏行行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在這不不安的世代，我們讀到了了這經節，讓⼈人感到⾮非常地安慰。 

是的，在世界各地有各種不不同災難和瘟疫，但是神的選⺠民不不⽤用害怕。 

因此，我們從幾個⻆角度來來談：不不⽤用怕⿊黑夜⾏行行的瘟疫。 

現在我們來來探討，為什什麼「不不⽤用怕」？ 

 

為什什麼會有瘟疫的出現？ 

「瘟疫」就是很多⼈人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得到同樣的病。 

從科學的⻆角度來來說，這是由「病毒或細菌」所引起的傳染病。 

但是從屬靈靈的⻆角度來來看：⼈人為什什麼會⽣生病？ 

其實神創造天地萬物，把⼈人放在伊甸園的時候，是不不會⽣生病、是沒有死亡的， 

是因為⼈人犯罪，背棄了了神，「死亡」才臨臨到⼈人類類， 



所以⼈人出⽣生後會⽼老老化，雖然保養得很好，也會⽣生病， 後死亡。 

每個⼈人的結局都⼀一樣、每個⼈人都會死，因為沒有⾁肉體是可以永遠活著。 

 

瘟疫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傳染得很快，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奪去⼈人的⽣生命。 

在⼈人類類歷歷史中， 嚴重的瘟疫，應該是在⼗十三、⼗十四世紀時，在歐洲流⾏行行的「⿊黑

死病」。⼤大約從 1347 年年到 1351 年年，在歐亞地區傳播得很快，估計約有⼆二億⼈人死

亡，這是⼈人類類有歷歷史以來來， 嚴重的瘟疫，其他的瘟疫，規模無法⽐比。 

 

瘟疫的情況很特別，牠都是突然間出現的，你也不不知道，牠到底是從哪裡來來？ 

現在的科學說：是從動物跳到⼈人身上的。但是為什什麼以前不不跳？ 

⾃自古以來來，⼈人都⼀一直與動物有所接觸，為什什麼以前沒有，現在有？ 

為什什麼在動物身上沒有問題，跳到⼈人身上就有問題？ 

科學家也沒有辦法解釋。 

 

還有，在⼀一段時間之後，這瘟疫就會⾃自動減退、⾃自動消失了了。 

現代還有疫苗可打，或是隔離，在古時候可是沒有這樣，若發⽣生瘟疫，就是⼀一直

有⼈人死亡，病⼀一直傳播出去，然後到了了某⼀一個時間點，就慢慢消失不不⾒見見了了。 

 

祭拜偶像 

我們從屬靈靈上來來看：為什什麼⼀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地區，會有瘟疫發⽣生？ 

聖經裡有許多故事，在利利未記廿六章裡，記載神與百姓⽴立了了約， 

既然與神⽴立了了約，就不不可以去拜別的神，或事奉別的偶像。 

 

你們不可做什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

安什麼鏨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廿六 1) 

 

那時候，以⾊色列列百姓還沒有進⼊入迦南地，因此神警告他們：你們進去之後，不不可

以⽤用其他的神來來取代我。因為在迦南地有很多不不同的偶像、不不同的神明，因此神

跟百姓說：我們是有⽴立約的，我是你的神，我會祝福、看顧你，但我有個條件：

你不不可以去拜別的神，不不可以⽤用別的東⻄西來來代替我。 

 

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我的心也不厭惡你們。(利廿六 11) 

 

既已⽴立約，神就把帳幕放在他們中間。雖然⼈人很卑卑微、有很多罪過，但神不不會厭

棄我們；但是，⼈人若厭棄神，會發⽣生什什麼事情呢？ 



你們若不聽從我，不遵行我的誡命，厭棄我的律例，厭惡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

切的誡命，背棄我的約，我待你們就要這樣：我必命定驚惶，叫眼目乾癟、精神

消耗的癆病、熱病轄制你們。你們也要白白地撒種，因為仇敵要吃你們所種的。

(利廿六 14-16) 

 

神告訴他們：若是你們厭棄我，我就不不再保護你們了了。 

 

這世界上到處都是病菌，別以為現在醫學很發達，但醫學永遠跟不不上病菌， 

當你發明了了疫苗時，細菌⼜又變種了了，⼜又有新的病出現。 

有⼈人說：哎呀！這個不不科學，不不要什什麼東⻄西，都跟神連在⼀一起。 

但聖經是⼀一本從古今⾄至今 暢銷的書，在 3500 年年前利利未記寫好的時候，已經說

⼈人類類背棄神，會有越來來越多的病，這些病被轄制⼈人，若⼈人還是不不聽會怎樣呢？ 

 

我又要使刀劍臨到你們，報復你們背約的仇；聚集你們在各城內，降瘟疫在你們

中間，也必將你們交在仇敵的手中。(利廿六 25) 

 

不不要以為瘟疫是偶然的事情，因為在那麼短的時間，有那麼多⼈人⽣生病，⽽而且⼜又傳

得那麼快。其實，這也有可能是「神的提醒」。 

在三千多年年前，沒有抗⽣生素，也沒有消毒⽔水，甚⾄至沒有⼝口罩可以戴，遇到瘟疫時

怎麼辦？沒有辦法，除⾮非神憐憫，讓瘟疫經過⼀一段短的時間，⾃自動就沒有了了，這

樣⼈人才有辦法存活。今⽇日我們還可以說要常洗⼿手，以前可是連⾃自來來⽔水都沒有，更更

沒有辦法每天洗澡，因此以前真的是沒有辦法去對抗瘟疫。但是有⼀一個⽅方法，神

的百姓若知道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是⾃自⼰己犯罪得罪了了神，他們要趕快悔悔改、

回頭，說不不定神會憐憫。 

 

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全會眾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

子和孩子必被擄掠。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嗎？」(民十四 2-3) 

 

以⾊色列列百姓埋怨神，已經不不是第⼀一次了了。 

當他們⾛走到了了這裡，⾄至少埋怨⼗十次了了，這時候，神忍不不住了了就跟摩⻄西說： 

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使他們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後裔成為大國，比他們強勝。

(民十四 12) 

 

 



神不不是開玩笑的，神已經決定了了：這些以⾊色列列⼈人，我不不要了了！因為他們厭棄我，

所以我也厭棄他們。神要如何來來滅絕這些幾百萬的以⾊色列列⼈人呢？ 

很簡單，⽤用病毒，兩天之內散開，⼤大家就得病死了了，不不需要⽤用到⼑刀或⼦子彈。 

神跟摩⻄西說：「我要興起你，所以你不不會得到這個病；我會祝福你的⼦子孫，讓你

們替代他們。」因此同樣都在附近，有⼈人得病、有⼈人不不會得病。 

但是摩⻄西聽到神這麼說，⾺馬上俯伏在地，向神求赦免，他求神憐憫，再給以⾊色列列

⼈人⼀一次機會，幸好神聽了了他的禱告，要不不然幾百萬百姓會因瘟疫⽽而死掉。 

但是到後來來，有些以⾊色列列百姓還是進不不了了迦南地，原因是什什麼？ 

 

思想淫亂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同給他

們的神獻祭，百姓就吃他們的祭物，跪拜他們的神。(民廿五 1-2) 

 

以⾊色列列在進迦南地之前，做了了神 不不能接受的兩種罪，其實說起來來是⼀一種，叫做

淫亂，他們犯了了⾁肉體上的淫亂，也犯了了宗教上的淫亂。 

「⾁肉體上」的淫亂昰他們與摩押的⼥女女⼦子⾏行行淫； 

「宗教上」的淫亂是他們拜偶像，吃祭偶像的物，因此神很⽣生氣，無法接受。 

 

在婚姻裡， 重要的就是忠誠，有錢、沒錢，⻑⾧長得好看、不不好看，其實沒那麼重

要，兩⼈人之間 重要的關係是「忠誠」。 

若你跟別⼈人發⽣生關係，那就打破了了忠誠的關係； 

因為我們跟神的關係，正是屬靈靈的婚姻關係。 

若你拜了了別的神，或是吃了了祭偶像的物，這就是淫亂。 

因此神⾮非常⽣生氣。 

 

跟隨那以色列人進亭子裡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這樣，在以色

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民廿五 8-9) 

 

這次的瘟疫死了了多少⼈人？ 

⼆二萬四千⼈人，⾮非常地嚴重，為何會這樣？ 

因為神⽣生氣了了。 

你可能會問：為什什麼瘟疫突然間跑出來來？ 

科學家很難解釋，曠野⼜又乾⼜又熱，很難傳染什什麼病，如果有這種病毒早就該出來來

了了，為什什麼以前沒有？ 

唯⼀一的解釋是：有各種的病毒，只是被神壓住了了⽽而已。 



當神把安全罩拿⾛走了了，這些病毒是隨時可以滅絕所有的⼈人類類的。 

但是，這些瘟疫是怎麼結束的呢？ 

當時有⼀一對男⼥女女犯罪，有⼀一個利利未⼈人名叫⾮非尼哈，把他們處死了了， 

這場瘟疫才停⽌止下來來，要不不然這場瘟疫死的不不是⼆二萬四千⼈人，⽽而是幾百萬⼈人， 

因為，疫情會⼀一直傳出去。 

 

原來來，從屬靈靈的⻆角度來來看：在古代選⺠民的歷歷史當中，真的有很多次瘟疫，每⼀一次

都是和「得罪神」有關。現今在末世也是有很多的罪惡惡。 

 

1、⾁肉體上的淫亂 

五⼗十年年前的社會還很保守，世界各地都有⼀一種想法： 

沒有結婚的男⼥女女不不能住在⼀一起，不不能發⽣生關係，這是羞恥， 

⼀一定要結婚之後才能住在⼀一起，且結婚之後，⼀一定要從⼀一⽽而終。 

⾄至少那時候，整個社會的⾵風氣是保守的，那時的社會⾵風氣、電視節⽬目、⾳音樂樂樂樂也不不

會有這些內容，但現在不不⼀一樣了了，全部打開了了、開放了了。 

淫亂變成⽣生活常態，尤其是在年年輕⼈人當中，好像是吃⼀一頓飯⼀一樣。 

我要我⾃自⼰己的身體快樂樂樂樂，這是個淫亂的時代。 

從信仰上來來說：這也是個淫亂的時代，因為現代⼈人愛宴樂樂樂樂、愛世界、不不愛神。 

 

2、屬靈靈上的淫亂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你們這些淫亂的人

（原文作：淫婦）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

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雅四 3-4) 

 

什什麼叫「淫亂的⼈人」？ 

她有丈夫、他有太太，但是她不不愛丈夫，他也不不愛太太，他們愛別的男⼈人、⼥女女⼈人，

這就是淫亂的⼈人。 

屬靈靈上我們的丈夫是誰？ 

聖經說：主耶穌是新郎，我們是新婦， 

我們應該 愛主，我們應該整天想的是祂，因此我們應該 喜歡來來教會。 

我們⼈人⽣生的⽬目標是討好主，因為祂是我們的 愛、是我們的新郎。 

 

但是現在的⼈人被世界所吸引了了，看電視、被網路路的節⽬目所吸引，打開聖經就想睡

覺，因此有⼈人說：睡不不著時，聖經 好⽤用，打開翻幾下就睡著了了。 

來來到教會，也不不喜歡聚會，不不喜歡在會堂聽道理理，聚會時還在看⼿手機，或做⾃自⼰己



的事情，那麼你的⼼心都不不在主耶穌身上，這是⼀一種「屬靈靈上的不不忠」， 

因此我們的世代，是罪惡惡淫亂的世界，很容易易影響我們的內⼼心。 

 

瘟疫早有預⾔言 

舊約時有瘟疫，新約也有預⾔言，在主耶穌來來之前會有瘟疫，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

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

饑荒、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啟六 7-8) 

 

啟示錄錄是講將來來主耶穌來來之前要發⽣生的事， 

從第⼀一印開始開，到第四印的時候，會有很多死亡的事件發⽣生， 

在異異象裡，這匹出現的⾺馬是灰⾊色的，灰⾊色是死亡的顏⾊色； 

⼈人死的時候，臉⾊色是灰灰的，沒有⾎血⾊色，那為什什麼那麼多⼈人會死呢？ 

這有幾個原因： 

1.⼑刀劍：就是打仗。在主耶穌來來之前，世界會很不不平安、有爭戰。 

2.饑荒：因為⼤大家都在打仗，所以無法⽣生產⻝⾷食物，因此缺少糧糧⻝⾷食； 

也有可能是氣候改變，因此沒有⻝⾷食物。 

3.瘟疫：⼗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在歐亞地區死了了兩億⼈人，若不不是神的憐憫，⼈人類類早

就滅絕了了，因為範圍太⼤大，沒有藥物可醫治。 

 

但是在末⽇日主耶穌要來來之前，雖然有很好的醫療，但瘟疫也偶爾會出現。 

我們相信這次的武漢漢病毒，在神的憐憫之下、在醫療⼈人員的努⼒力力之下，應該求主

幫助是可以控制的。 

但這不不會是 後⼀一次，因為在世界各地都會陸陸續續有這些事情發⽣生。 

若不不是神的憐憫，⼈人類類是無法對抗這些看不不⾒見見的病毒。 

 

要如何保守⾃自⼰己？若⾯面對物質上的瘟疫，我們要如何保守⾃自⼰己？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

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詩九十一 5-7) 

 

不不要怕 

現代⼈人的⼈人新聞看太多了了，就變成很害怕，怕到睡不不著，有的⼈人還在朋友間轉發。

我們要⼩小⼼心，但是不不要害怕，除⾮非你短期內要去中國疫區，就算你去，你也不不要

害怕。因為我們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你怕也沒有⽤用，若真的碰到了了也沒有辦法。 



我們跟⼀一般⼈人不不⼀一樣，我們是有神同在的⼈人，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在⻄西⾮非有幾個國家都被伊波拉病毒感染過，其實，伊波拉病毒⽐比武漢漢病毒更更可怕，

任何的液體都可以傳染，只要感染到伊波拉，很快地身體就會出現問題，你會拉

肚⼦子拉到出⾎血，到 後七孔出⾎血，是⾼高度傳染性的病毒。 

當伊波拉病毒 流⾏行行的時候，⻄西⾮非有個國家叫賴⽐比瑞亞，他們的村莊很多⼈人都死

了了，他們也沒有辦法整天戴⼿手套或整天戴⼝口罩，鄉村的⼈人都會經常接觸， 

但神的保守很重要，當地的⼯工⼈人告訴我，雖然在那次的疫情中死了了很多⼈人， 

但真耶穌教會的⼈人蒙神保守，沒有⼀一個⼈人是因為伊波拉病毒死掉，神保護了了他

們。 

 

神知道他們已經夠窮、夠可憐了了，要堅定他們的信⼼心，他們也靠神過每⼀一天。 

正如第 6 節所說：不不怕⿊黑夜⾏行行的瘟疫，也不不怕午間滅⼈人的毒病。 

有⼀一些病毒是晚上傳得特別快，有些是⽩白天， 

 

「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我在視頻上看到：得到武漢漢病毒的⼈人⾛走在路路上， 

突然間，就仆倒在路路邊死掉了了；伊波拉病毒更更厲害，是整個村很多⼈人都死了了。 

若是你的時間還沒有到，神是不不容許你離開這世界的， 

就算千⼈人仆倒在你右邊，你也不不要動搖， 

當然不不是說：這樣⼦子我就可以到處亂跑。 

該做的事，我們還是要去做；該做的防範，我們也要做好。 

「我們⼼心中是靠神過每⼀一天的。」聽完⾮非洲⼯工⼈人的⾒見見證，真的很安慰。 

 

所以物質上的瘟疫，我們不不⽤用怕，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就算我們得病了了，或者真的死了了，⼜又怎樣？ 

我們有天國的盼望。 

怕的是什什麼？ 

怕的不不是物質上的病毒，⽽而是「屬靈靈上的瘟疫」。 

所以啟示錄錄第六章上說的戰爭、饑荒、瘟疫，也可以是指屬靈靈上的， 

 

 

 

 

 

 



末世真教會的挑戰 

這是末世真教會，會⾯面臨臨的三個挑戰： 

⼀一、教會的內部，有屬靈靈上的爭戰 

 

⼆二、可能會有饑荒 

有時在教會裡缺乏道理理、缺乏靈靈糧糧，餓得半死，餓到⻣骨頭都不不會動了了； 

信徒來來聚會，有沒有在靈靈性上吃飽？ 

⾁肉體上的飽，有時會讓⼈人聚會時打瞌睡，等睡醒了了，就要唱詩了了、回家了了。 

那你在屬靈靈上有沒有好好吃飽？ 

你有沒有聽道理理？ 

沒聽道理理餓著肚⼦子就回家去了了，來來教會沒有好好吃靈靈糧糧， 

那你在屬靈靈上是不不是就饑荒了了？ 

 

三、在屬靈靈上有瘟疫 

什什麼叫瘟疫？這有兩種意思： 

第⼀一種：是「罪」 

如果教會裡⾯面有罪，就是有⼈人犯罪不不悔悔改； 

在教會裡⼤大搖⼤大擺的，這就是瘟疫。 

因此保羅說：這個要除掉、要隔離。 

 

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外邦人中也沒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

繼母。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林前五 1-2) 

 

保羅說：哥林林多教會裡有瘟疫，是什什麼瘟疫？ 

有⼈人犯嚴重的淫亂罪，這不不是⼀一般的淫亂罪，⽽而是有⼈人收了了⾃自⼰己的繼⺟母。 

雖然這個媽媽不不是你親⽣生⺟母親，是沒有⾎血源關係的，但是有倫倫理理關係，怎麼可以

與她發⽣生關係呢？ 

因此保羅說：這種⼈人要趕出教會。 

這好像是有瘟疫了了，要趕快排出去，不不要影響⼤大家。 

若教會不不給他除名，⼤大家會以為他犯那麼嚴重的罪都沒事了了，那我做也沒有關係。

因此教會要發展，⼀一定要聖潔。 

有時候魔⻤鬼就是⽤用這些思想，來來影響我們的⾏行行為，就好像病毒⼀一樣， 

因為⼤大家會認為：社會都這樣了了，所以沒有關係。 

因此這種病毒⼀一定要隔離，⼀一定要除掉才⾏行行。 



第⼆二種：是屬靈靈的病毒 

就是假的道理理、假的教訓；有⼈人把基督的道理理更更改了了。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不是福⾳音，

不不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更改了了。(加⼀一 6-7) 

 

保羅說：加拉太⼈人你們怎麼變得那麼快呢？ 

保羅把耶穌基督的道理理傳給他們，憑著信⼼心，因信稱義。 

但保羅⾛走了了之後，有些⼈人把屬靈靈的「瘟疫」也帶給了了他們，說：信耶穌還不不夠，

還要守割禮、守律律法、守節期才⾏行行。 

他們⼀一聽就亂了了，真的以為還要回去守以前舊約時代的律律法，這「種錯誤的教訓」，

影響了了⼈人的信⼼心，這⽐比物質上的病毒更更可怕。 

 

我們想想：若真的不不⼩小⼼心得了了病毒死了了，還可以去天國； 

若是有⼈人影響了了你的想法，要你對主耶穌的福⾳音產⽣生懷疑，你就不不再相信了了，那

你失去的是什什麼？就是永⽣生。 

所以，哪⼀一種瘟疫⽐比較可怕？ 

武漢漢病毒很可怕，伊波拉病毒也很可怕，但是，這些都會過去。 

但是，罪惡惡的引誘、思想的改變，才是 可怕的瘟疫。 

我們要怎樣來來對抗？ 

醫⽣生說：要多洗⼿手、要增加抵抗⼒力力，儘量量避免接觸感染的⼈人， 

屬靈靈上也是這樣。 

 

要如何避免「屬靈靈上的瘟疫」？ 

你知道有些⼈人的⾏行行為會影響你，那這些朋友就不不能交了了，離他們遠⼀一點； 

你也不不要有事、沒事，就上網看⼀一些有的、沒的，有時間就多讀聖經， 

不不要接觸太多那些對信仰沒有造就、沒有幫助的東⻄西，要常常親近神，讓神的話

在你的⼼心裡。若是有奇怪想法出現的時候，但你⼼心中要有神的話，不不要想那麼多， 

因為這跟聖經沒有關係，你還是要按聖經來來想才對， 

你讓⾃自⼰己的抵抗⼒力力增加了了，就不不會那麼容易易被改變。 

 

今天我們從「屬⾁肉的⻆角度」談到「屬靈靈的⻆角度」，不不管是⿊黑夜⾏行行的瘟疫，還是⽩白

天⾏行行的毒病，我們都不不⽤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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