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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家最關⼼的議題是：買不買得到⼝罩？ 

⼤家都關⼼武漢肺炎病毒的進展如何？ 

因為它關係到我們的⽣活，也影響到國家社會、經濟、政治、⺠⽣、國防各⽅⾯。

所以從東⽅傳出來的瘟疫，成為⼤家共同要⾯對的⼤問題。 

 

這種重⼤的傳染病，等同於瘟疫，⼤衛在詩篇也談過：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

慰我。(詩廿三 4) 

 

這句話告訴我們：我們是耶穌的兒女，我們跟⼤衛⼀樣， 

在碰到重⼤的危害，⼤家⼈⼼惶惶的時候，我們應當有這樣的信⼼和盼望， 

因為我們信的是同⼀位神，是那位賜⼈⽣命掌管⼈禍福，保障⼈安全，使⼈有平

安喜樂的真神。根據這樣的應許和盼望，我們應要想：若有這樣的瘟疫或災變，

這是神允許的事情。 

「你的杖」是神的能⼒、祂的權能。 

「你的竿」，是神的保守、神的慈愛、恩典，祂要成為我們的安慰。 

因此我們要從聖經來看瘟疫的事情，以及應當有的態度，來得到勉勵、教導。 

 

聖經上記載了幾則的瘟疫。 

第⼀次瘟疫 

有風從耶和華那裡颳起，把鵪鶉由海面颳來，飛散在營邊和營的四圍；這邊約有

一天的路程，那邊約有一天的路程，離地面約有二肘。(民十一 33) 

 

以⾊列百姓在⾏走曠野的時候，那時他們還不曉得，會得到什麼樣的食物，來⽀

持他們走這段未知的路程，⼀直到他們走到神應許的迦南地？ 

但神從天上降下嗎哪，使他們不⽤耕作、不⽤汗流滿⾯，就可以得到飽⾜， 

後來以⾊列⼈起了貪⼼，因為不滿⾜，想要享受美味， 

因此起了抱怨，他們向摩⻄要⾁來吃。 

這件事情當然讓神覺得祂對選⺠的愛被辜負了，對選⺠的操練也沒有得到認真的

看待，因此神任憑他們吃⾁。神使鵪鶉⾶來給他們吃，多到他們吃不完。 

 

肉在他們牙齒之間尚未嚼爛，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用最重的災殃擊殺了



他們。那地方便叫做基博羅哈他瓦（就是貪慾之人的墳墓），因為他們在那裡葬

埋那起貪慾之心的人。(民十一 33-34) 

 

這事件是神刑罰那些悖逆的百姓，⽤「最重的災」來擊殺他們， 

因為他們起了貪⼼，不滿⾜、不敬畏、不感謝， 

因此神⽤最重的災殃來擊殺他們。 

現代中譯本說：⽤最重的災殃，就是降瘟疫給他們。 

所以瘟疫是極重的災殃，也是最重的災殃。 

 

這場瘟疫死了很多⼈，且傳播非常的迅速，這是它可怕的地⽅，也是⼤家最擔⼼

的地⽅，瘟疫⼀來⼈⼼惶惶。 

事實上，在⼈類有歷史以前，瘟疫的災情是遠遠超過我們想像的， 

比如：⼠師記中的⿊死病，是透過老鼠傳播的瘟疫，死亡⼈數達七千五百萬⼈，

非常可怕！⾄今世界上仍有鼠疫，只是規模較⼩⽽已。 

 

「天花」：⼗八世紀的時候有「天花」，也奪取了不少⼈類的性命，⼀直到發現了

種⽜痘的⽅法來防制。 

 

「⻄班牙流感」：在第⼀次世界⼤戰 1918 年⾄ 1919 的這⼀年裡，有四千萬⼈死

掉，這數字非常地可怕，遠遠超過第⼀次世界⼤戰時，在戰場上軍⼈死亡的數字。 

因為這樣，也讓第⼀次世界⼤戰直接終⽌，因為沒有兵源，戰爭被迫要結束。 

所以，瘟疫的可怕是遠超過戰爭、遠超過饑荒，是極重的災殃，⼈⼈害怕， 

因為沒有解藥，且⼈⼈都有機會被感染，因為攸關⽣命，這是令⼈擔⼼的事情。 

 

但是在第⼀場瘟疫中，我們看到了神的刑罰，神對悖逆者，那種貪慾的刑罰，這

就是「基博羅哈他瓦」的這場瘟疫。 

這讓我們學習到：這是「貪圖⼝腹」之慾。因此我就想到：今⽇的瘟疫從哪裡來

呢？⼤多是從野⽣動物、產、野味的市場傳播出來的。 

這市場的存在，就是為了滿⾜⼈的⼝腹之慾，這不是必要之飲食，是⼈想要吃野

味、吃美味，吃⼀些平常吃不到的東⻄，所以這是⼀種⼝腹之慾的貪⼼，這點要

讓我們警覺。 

 

回想到⺠數⼗⼀章，百姓的牙⿒之間尚未嚼爛，⾁就從他們⿐孔裡噴出來了， 

神的刑罰就來到。 

所以貪⼼使⼈不知⾜、貪⼼使⼈失去節制、貪⼼使⼈失去了⼈性、貪⼼使⼈忘記



了神的恩典，更使⼈遠遠地離開神。 

因此我們應該警醒，每次的災變⼀來，我們都應該反省⼀下： 

「貪」不只是⼝腹之慾，貪圖眼⽬所看⾒的、還有⾁體的情慾也都是貪⼼。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

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9-10) 

 

這裡說到貪⼼，都是貪圖物質上的享樂、貪圖美食，想要發財， 

就會陷入迷惑、陷在網羅裡，⼈被物慾抓住了，如同被瘟疫抓住就無法逃脫， 

災難臨到就會敗壞和滅亡，貪財也是如此。 

 

在 2007 年世界各地有「股災」，如同股市的瘟疫⼀樣，有很多⼈受害，都是起

源於貪。所以⽤愁苦，把⾃⼰給刺透了。 

回想在基博羅哈他瓦的這瘟疫事件裡死了，許多⼈被埋在那裡。 

「貪慾之⼈的墳墓」使我們想起：我們當以神給我們的為「知⾜」。 

知⾜，使⼈不再貪，就不會被引誘，不會陷在網羅，就不會在敗壞滅亡中， 

就不會被愁苦給刺透，就不會因貪⼼⽽受到損害， 

這是第⼀場瘟疫給我們的思想。 

 

第⼆次瘟疫 

第⼆個災害，記載在⺠數記⼗六章 41-50 節，在曠野之中，神第⼆次⽤瘟疫來

刑罰百姓，因為這些悖逆的百姓公然向神挑釁。 

那時有可拉、⼤坍、亞比蘭這幾位，他們以⾊列百姓中的領袖，他們也是因為貪，

他們「貪」什麼呢？ 

他們不滿⾜於他們的領袖地位，因此要向摩⻄和亞倫來挑戰，但他們不知道他們

挑戰的是：神的權柄、神的榮耀，他們覺得⾃⼰可以和摩⻄、亞倫⼀樣，為什麼

他們兄弟可當⾸領？那他們貪圖的是什麼？ 

就是權勢、權柄、名聲、地位，當然他們也從這些權勢、名聲、地位中得到了⼀

些利益。 

 

他們因為嫉妒，在嫉妒之中就起了紛爭，這紛爭製造了對立，讓百姓分裂， 

這件事當然引發了神的忿怒，所以摩⻄和亞倫在這件事中，也⾯臨了極⼤的危機。

神的怒氣顯現，因為這些⼈不知悔改，也不能勒住⾃⼰的舌頭。 

神先讓地開了，吞滅了這些作亂的⼈、向神挑戰的⼈、驕傲的⼈。 



神讓可拉⼀黨及家⼈都死了，這次死了⼆百五⼗⼈， 

但是，百姓們看到這樣可怕的事，還不知悔改， 

他們還在帳棚外抱怨摩⻄、亞倫、甚⾄埋抱怨神。 

第⼆天，百姓仍繼續抱怨。 

第二天，以色列全會眾都向摩西、亞倫發怨言說：「你們殺了耶和華的百姓了。」

(民十六 41) 

 

他們居然沒有悔改、沒有反省之⼼，居然還繼續攻擊神的僕⼈、神的⼯⼈，說：

「他們殺了神的百姓。」這種埋怨、紛爭、對立，讓神的忿怒臨到、刑罰也跟著

來到。 

 

會眾聚集攻擊摩西、亞倫的時候，向會幕觀看，不料，有雲彩遮蓋了，耶和華的

榮光顯現。摩西、亞倫就來到會幕前。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們離開這會眾，

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滅絕。他們二人就俯伏於地。摩西對亞倫說：「拿你的香

爐，把壇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帶到會眾那裡，為他們贖罪；因為有

忿怒從耶和華那裡出來，瘟疫已經發作了。」(民十六 42-46) 

 

瘟疫來了！這是神的刑罰臨到、神的忿怒來到，瘟疫就產⽣了。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一萬四千七百人。(民十六 49) 

 

這場瘟疫不是慢慢地來，⽽是在⼀下⼦之間，就像⼀陣風吹過去，⼀下⼦就死了

這麼多⼈。 

 

瘟疫如何⽌住呢？ 

亞倫照著摩西所說的拿來，跑到會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經發作了。他就加

上香，為百姓贖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瘟疫就止住了。(民十六 47-48) 

 

神的刑罰臨到，沒有⼈能抵擋，神的怒氣要完成，那瘟疫是怎麼⽌住的？ 

是摩⻄對亞倫說：「把香爐拿來，把壇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就站在活⼈、

死⼈中間，就是瘟疫的最前⽅，就是還沒有被擊殺到的邊緣，在那裡禱告，為百

姓贖罪。」因為「亞倫的代禱」、亞倫的盛香贖罪，因此瘟疫⽌住了。 

 

這場瘟疫很可怕，是因為百姓的悖逆無知、頂撞、埋怨，沒有勒住舌頭。 

如果⼈沒有勒住舌頭，任憑舌頭講咒詛、毁謗、紛爭、埋怨的話，雅各書說：神



的刑罰會臨到，⽽且會從地獄裡頭點著火，把⽣命燃燒掉。 

因為舌頭像火，可以引著整個樹林，所以這場瘟疫死了⼀萬四千七百⼈，這火是

從地獄燒出來的，很可怕，這是滅亡。這場火能夠⽌住，是因為亞倫的代禱。 

所以從這場瘟疫中，我們看到：我們不當埋怨，不該起了驕傲的⼼，也不當貪圖

財富、權勢、名聲、地位，反⽽要勒住舌頭，要敬畏神、要謙卑、順服。 

 

我們要學亞倫站在破⼝，因為這時候是禱告的時候，我們的嘴當⽤來求神， 

就像摩⻄、亞倫⼀樣，不是控告、不是爭辯、也不是申訴，反⽽是應該站在活⼈、

死⼈的中間為⼈禱告，這是關鍵的時刻，我們是神的百姓，被神所保護，但也當

站在這破⼝上，為世⼈禱告。我也要常想⼀下，也要勉勵⾃⼰。 

 

香港⼈說 2003 年 SARS 時，他們學到了 S 就是犠牲、奉獻，因為第⼀線防疫的

醫護⼈員，即使是要犠牲⽣命，他們也願意全⼒以赴。 

這時候不是「爭」的時候，是⼈⼈為彼此、為國家、社稷捨⼰的時刻。基督徒更

應當捨⼰來為國家、世⼈禱告，就像摩⻄、亞倫站在破⼝為百姓禱告⼀樣。 

 

所以，他說要滅絕他們；若非有他所揀選的摩西站在當中（原文是破口），使他

的忿怒轉消，恐怕他就滅絕他們。(詩一○六 23) 

 

「他說要滅絕他們」他是指「神」，因為摩⻄、亞倫的代禱，使神的忿怒轉消。 

這種例⼦聖經很多，主要是看我們願不願悔改，有沒有⼈在禱告。 

因為這個時候，是我們禱告的時候。 

若我們要免於像這場可拉黨的瘟疫，我們除了要思考不要驕傲、不要紛爭，不要

埋怨，要勒住舌頭，要合神⼼意不要得罪神，更要想到為國家社會禱告。 

 

這個社會已經很亂，有各樣末世的紛亂，現在⼜加上瘟疫， 

我們不要像世⼈⼀樣只有⼝⽔戰、紛爭； 

我們應當冷靜，我們要為國家、為社會、為家庭、為教會來禱告，就像摩⻄。那

我們就有站在破⼝的精神。 

剛才提到香港的 S 是指犠牲、奉獻的精神。那 A 呢？A 就是感激。 

 

今⽇的我們有感恩的⼼嗎？ 

我們都還有幫助別⼈的能⼒，我們要努⼒做好防禦，這些我們都要感謝， 

甚⾄我們要感謝神，我們能成為祂的百姓，我們在祂的保守之中，在瘟疫的過程

我們是安全的，⽽且能⾃我反省，最後能擺脫悲傷、指責、漫駡、情緒對立，反



⽽是要互相⽀持，互相⿎勵，帶來溫暖。 

我想這是站在破⼝禱告的美好表現，能夠堵住瘟疫，停⽌瘟疫的關鍵。 

 

第三次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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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與巴⼒毘珥連合，

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列⼈發作。(⺠廿五 1-3) 

 

這次的事件，是因為以⾊列⼈⾏淫，這是「⾁體上的淫亂」。 

他們不只是⾁體上的淫亂，⽽且還去吃祭偶像的祭物， 

甚⾄還跪拜他們的神。這是最嚴重的罪：背叛真神。 

這就是先知書說的：以⾊列⼈⾏淫。 

先知把以⾊列⼈形容成背叛的女⼦，背叛了與神立的約， 

他們把神對百姓的愛，完全地抹滅了。這就好像⼈毁掉婚約⼀樣， 

因此神的怒氣發作，這場瘟疫臨到，死了很多⼈。 

然後百姓在神⾯前哭泣，因為神要摩⻄去殺帶頭犯錯的這些⼈。 

 

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幕門前哭泣的時候，誰知，有以色列中的一個人，當

他們眼前，帶著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裡去。(民廿五 6) 

 

當刑罰來到，⼤家很後悔，正在為罪痛苦哀傷的時候，竟然還有⼈繼續犯罪， 

這個⼈是個族長，他帶著米甸女⼈要去犯罪，因此神的怒氣不可擋。 

 

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民廿五 9) 

 

這場瘟疫是怎麼停⽌的？ 

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看見了，就從會中起來，手裡拿著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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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廿五 7-8) 

 

這場瘟疫會停⽌，是因為亞倫的孫⼦非尼哈，他拿槍，當場擊殺了正在⾏淫的兩

個⼈，因此神的怒氣消了，瘟疫才停⽌。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使我向以色列

人所發的怒消了；因他在他們中間，以我的忌邪為心，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們除



滅。」(民廿五 10-11) 

 

神說祂的怒氣會消，是因為有⼈懂得要以祂的忌邪為⼼，使得神的怒氣停⽌。 

這件事非常重要，因此我們當思考非尼哈的精神，他是蒙神喜悅的祭司， 

於是神與他立⼀個永遠平安的約。 

 

因此，你要說：「我將我平安的約賜給他。這約要給他和他的後裔，作為永遠當

祭司職任的約；因他為神有忌邪的心，為以色列人贖罪。」(民廿五 12-13) 

 

所以第三個瘟疫的可怕，在於⼈「⾏淫」，這是現在末世的狀況， 

但有⼈以此為邪、以此為責任要把它⽌住，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我們當效法非凡哈，要以神忌邪的⼼為⼼， 

我們要以神的聖潔為標準，要讓淫亂邪惡的⾏為⽌住，就可以使神的怒氣停⽌，

甚⾄換來神賜給平安的、永遠為祭司職任的平安之約，這是我們的⼤福氣。 

我們看到：這場瘟疫有很多⼈死掉，死了⼆萬四千⼈，因為犯了很嚴重的罪，也

是最嚴重的災，但最後以「忌邪的⼼」、「分別為聖的⼼」使神怒氣停⽌。 

 

他們又與巴力‧毘珥連合，且吃了祭死神（或譯：人）的物。他們這樣行，惹耶

和華發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們中間。那時，非尼哈站起，刑罰惡人，瘟疫這才

止息。那就算為他的義，世世代代，直到永遠。(詩一○六 28-31) 

 

這是我們要警戒、要效法的，也是我們學習到的。 

非尼哈忌邪的⼼，是今天屬神的⼈應當分別的，我們要像他⼀樣，若我們有以神

聖潔的⼼為⼼，我們會發現，在教會之中、在個⼈之中、在家庭之中，若有不聖

潔的事情，我們會想要除乾淨，我們會找到瘟疫的疫源，因為瘟疫會興起，是因

為⼈的罪，找到了源頭把它根除，神的忿怒才會⽌息，瘟疫才會⽌住。 

因此在這淫亂的末世，我們更應當要警醒，保守⾃⼰、分別為聖。 

不要被世⼈的淫亂所影響。 

 

四⼤瘟疫：是⼗四世紀的⿊死病、⼗八世紀的天花、廿世紀的⻄班牙流感到現在

號稱世紀的⿊死病：愛滋病。 

那時候，⼤家對愛滋病很有警覺，但現在不⼀樣了，根據兩年前的統計，已經有

三千兩百萬⼈死於愛滋病，這個瘟疫還繼續流⾏著，每年約有七⼗七萬⼈死亡，

這病還沒有解藥，現在仍在流⾏之中，但⼈卻沒有思考，這是得罪神的事情。 

因此我們要效法非尼哈的精神，我們要在這件事情上「分別為聖」。 



第四次瘟疫 

第四場瘟疫是⼤衛在數點百姓的時候，他忘記了敬畏神、向神禱告，所以神沒有

授權給他。因此受撒但的激動。 

 

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點他們。(代上廿一 1) 

 

這是撒但的攻擊，為了要使神的百姓受害，但君王⼤衛並沒有警覺到，⼀時失 

去儆醒，就做了這樣的事情，因此使百姓陷在罪裡⾯。 

神讓先知迦得來警告他，有三樣災讓他選。⼤衛非常懊悔，他⾺上認罪、悔改。 

所以神降下瘟疫來刑罰，三天的瘟疫以⾊列⼈死了七萬⼈。 

 

⼤衛想不到他選到的瘟疫是如此的可怕，但卻讓他看清楚了：神的旨意、神的權

柄不可侵犯。在這場瘟疫中，⼤衛的態度是：悔改、認罪。 

這也是我們在⾯對瘟疫時，應當向⼤衛學習的地⽅，我們要常常⾃省，我們當常

常思想⾃⼰：我有沒有聖潔？我有沒有敬畏神、得罪神？若有的話，要⾺上悔改

認罪。 

 

大衛禱告神說：「我行這事大有罪了！現在求你除掉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

是愚昧。」(代上廿一 8) 

 

我們要思考：我們能不能常常做到「⾃我反省」？ 

⽽且要認罪、悔改，把災害降到最低點。若不這樣做，災害不只如此。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

晨便必歡呼。(詩卅 5) 

 

這正是我們要追求、要把握神的恩典。 

神的怒氣轉眼之間就臨到，祂的刑罰非常可怕，祂的刑罰⼈無法避免。 

但是⼤衛說：他的恩典乃是⼀⽣之久。既然神的恩典有⼀⽣之久，那我們為什麼

不追求祂的恩典呢？所以⼀時做錯，我們要悔改、認罪，不要再犯了， 

因為神的恩典之⼤，祂在等待著我們，祂等待著認罪、悔改的⼈。 

因為我們懂得悔改、認罪，便有得神赦免的機會，所以早晨便必歡呼。 

這是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卻發⽣的事情，這是⼤衛的經驗，也是我們學習到的。 

 

 



結論 

這四場瘟疫的發⽣，正如現在流⾏的武漢肺炎⼀樣，我們不必擔⼼。 

從以⾊列⼈這四次的瘟疫來看：物質的防疫靠的是衛⽣、醫療的技術。 

但⽬前也沒有有效的疫苗可以來解決，因此我們當盡本分，在物質上，戴⼝罩是

最基本我們可以做的；我們也要常洗⼿，保持乾淨衛⽣；居家環境的衛⽣也要注

意；若沒有事，不要到⼈多的地⽅，除了教會之外，因為教會是神的殿，是神所

保守的地⽅。 

醫院也是⼀個⾼風險的地⽅，儘量不要去；要注意飲食的均衡，且要有⾜夠的睡

眠。因為我們知道得到武漢肺炎的⼈，可以⽤⾃⼰的免疫⼒去抵抗過來， 

若沒有健康的作息，怎會有好的免疫⼒？ 

 

屬靈的免疫⼒ 

這四場以⾊列⼈的瘟疫，看起來好像都是攻擊⾁體，但我們知道，其實這是⼀場

「屬靈上的刑罰」。所以，「屬靈上的瘟疫」才是我們要防備、注意的。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己常

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20-21) 

 

⾯對屬靈瘟疫的爭戰，這也是我們要努⼒的幾點： 

1、「在⾄聖的真道上造就⾃⼰」魔⿁攻擊的是：我們的靈命、我們的信仰和⽣命。

因此撒但才會激動⼤衛來數點百姓，使神的百姓受害； 

我們在屬靈上也要⾯對爭戰，⾯對突然⽽來的疫情，我們要求神幫助，在⾄聖的

真道上造就⾃⼰。⽤「免疫⼒」來抵抗病毒，但「屬靈上的病毒」呢？ 

就是魔⿁撒的惡種，因此我們需要有「屬靈上的免疫⼒」。 

 

屬靈的免疫⼒在哪裡？ 

當然從「神的話語」。 

神的真道使我們有抵抗的能⼒，不受迷惑，不受引誘、不受俗化， 

因此我們不要停⽌聚會，要在⾄聖的真道上⼩⼼，還是要繼續追求查考真理，這

樣屬靈的免疫⼒才會增強。 

 

2、「在聖靈裡禱告，保守⾃⼰常在神的愛中」 

這是神的保守和眷顧，神的聖靈在我們⾝上，我們有印記、有記號。 

將來有更多的戰爭、饑荒、瘟疫、死亡，其中神的時候到了，在揭開第六印時，

我們就會看到可怕的災變。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著權柄

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著說：「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

印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啟七 2-3) 

並且吩咐他們說，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並一切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

沒有神印記的人。(啟九 4) 

 

在將來會有的⼤災難中，瘟疫、死亡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 

但可以避免的是什麼？是「有神印記的⼈」，便不受這樣的傷害。 

神的印記，就是「聖靈」，聖靈在我們⾝上成為印記，所以求得聖靈、聖靈充滿、

常常在聖靈裡禱告，在災難來的時候，必蒙保守得到平安。 

這是我們的因應之道：就是在⾄聖的真道上造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

常在神的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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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住在⾄⾼者的隱密處，我們住在神的殿中、我們在神的愛中、我們在權

能者的蔭庇之下。 

 

今⽇我們看瘟疫的防備之道，我們沒有其他⽅法，我們本來就在神的保護中，我

們就不怕⿊夜的驚駭、⽩⽇的⾶箭，我們也不怕夜⾏的瘟疫，或午間滅⼈的毒病。 

因為我們在神的愛中、我們在神的聖潔之中、神的真理之中、在神的聖靈之中，

我們必得神的保守，我們也得到這樣的智慧，彼此勉勵求神幫助，在危險的時刻，

我們仍有信⼼，因為神必保護我們，我們也要發揮這樣的功能，讓瘟疫⽌住，成

為神聖潔的祭司，為世⼈來代禱與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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