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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有關瘟疫的教訓

雙月刊

總會差傳幹事 孟寶松牧師

最近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峻，使中國、香港、台灣、東南亞、甚至歐美都受到感染。至今日 (2月5日) 內地公
佈的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4,000宗，最少490人死亡。
有人問：「瘟疫是天災，還是人禍？」從聖經來看，二者皆有，因為瘟疫是源於人的犯罪，但卻也是出自上帝的
作為。在聖經中「瘟疫」共出現69次，其中只有3次在新約聖經(路廿一11；徒廿四5；啟六8)，66次在舊約聖經。
希伯來文 ( ר ב ּדdeber) 指一種傳染病，通常用在牲畜方面，擴大成瘟疫。這字第一次出現時是摩西和亞倫對埃及
法老的對話：「希伯來人的神和我們相遇，容我們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獻祭與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免得他
用瘟疫、刀兵攻擊我們。」(出五3)

那麼，聖經中有關瘟疫的教訓是甚麼？
1. 瘟疫的目的
許多基督徒問我為甚麼有瘟疫？上帝為甚麼容許瘟疫發生呢？在聖經中大致上有三種的情況︰
a) 刑罰
瘟疫是一種災難，常常是耶和華上帝對人的罪惡的刑罰。
● 「耶和華如此說：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命
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三十八2)
● 「我怎樣用刀劍、饑荒、瘟疫刑罰耶路撒冷，也必照樣刑罰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甚至那進入埃及地寄居
的，就是所剩下的猶大人，都不得逃脫，也不得存留歸回猶大地。他們心中甚想歸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脫的以
外，一個都不能歸回。」(耶四十四13-14)
b) 管教
耶和華上帝也常用瘟疫管教犯罪的以色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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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因這些事若仍不改正歸我，行事與我反對，我就要行事與你們反對，因你們的罪擊打你們七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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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廿六23-25)
● 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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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十四11-12)
● 「耶和華因你行惡離棄他，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使咒詛、擾亂、責罰臨到你，直到你被毀滅，速速地
滅亡。耶和華必使瘟疫貼在你身上，直到他將你從所進去得為業的地上滅絕。耶和華要用癆病、熱病、火症、
瘧疾、刀劍、旱風（或作：乾旱）、霉爛攻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滅亡。」(申廿八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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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見證
耶和華上帝做每一件事都有前因後果，有時祂會說明，有時卻隱藏祂的旨意。
●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向西頓預言攻擊他，說主耶和華如此說：西頓哪，我與你為敵，我必在你中
間得榮耀。我在你中間施行審判、顯為聖的時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我必使瘟疫進入西頓，使血流在他街上。
被殺的必在其中仆倒，四圍有刀劍臨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廿八20-23)
● 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的十災是很好的例子，上帝用十災打擊埃及，顯明祂是那位獨一的真神。聖經學者都認為十災是
針對埃及的十個偶像，目的是要見證耶和華是那位獨一的真神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亞倫是替你說話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說。你的哥
哥亞倫要對法老說，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蹟奇事。但法老必不聽你們；
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罰埃及，將我的軍隊以色列民從埃及地領出來。我伸手攻擊埃及，將以色列人從他們中間領出來
的時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華。」(出七1-5)
●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
肯容他們去，仍舊強留他們，耶和華的手加在你田間的牲畜上，就是在馬、驢、駱駝、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
瘟疫。耶和華要分別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屬以色列人的，一樣都不死。』」 (出九1-4)
2. 面對瘟疫的態度
面對瘟疫，許多人都想盡法子防範︰停工停課、減少出門、帶口罩、勤洗手……香港最近的通宵排隊買口罩更是史無
前例！但是這些只是保護個人安全，並不真正解決問題，因為瘟疫是上帝的工作，基督徒應該回到屬靈的層面去面對
瘟疫。
a) 認罪悔改
若果瘟疫是耶和華上帝對人的罪惡的刑罰，我們應該先向上帝認罪悔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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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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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十六46-48)
● 「大衛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華垂聽國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
了。」(撒下廿四25)
● 「國中若有饑荒、瘟疫、旱風、霉爛、蝗蟲、螞蚱，或有仇敵犯境圍困城邑，無論遭遇什麼災禍疾病，你的民以色
列，或是眾人，或是一人，自覺有罪，向這殿舉手，無論祈求什麼，禱告什麼，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赦免。你
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們（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們在你賜給我們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
你。」(王上八37-40)
b) 除掉罪惡
面對瘟疫，我們要向上帝認罪悔改，也要除掉我們中間的罪惡。認罪悔改而不除掉罪惡，不是真悔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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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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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
人。」(民廿五6-9)
● 夜間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我已聽了你的禱告，也選擇這地方作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
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
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代下七
12-15)
c) 投靠真神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投靠真神。
●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
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
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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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九十一1-7)
● 「我降瘟疫在你們中間，像在埃及一樣；用刀殺戮你們的少年人，使你們的馬匹被擄掠，營中屍首的臭氣撲鼻；你
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傾覆你們中間的城邑，如同我從前傾覆所多瑪、蛾摩拉一樣，使你們好像從火
中抽出來的一根柴；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摩四10-11)

結語
「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詩三十四19-20)
有人說︰「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是的，人生多有苦難。但我們必須看清楚這些苦難的源由和目的，在苦難中依
靠上帝前進。面對現在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中國人先要向上帝認罪，因我們多年來的不信和驕傲，抵擋真神；也要除
掉我們中間的罪惡，決意投靠真神。更要為在上執政的領袖禱告，求主赦免他們的無知，重新認識那創造宇宙萬物的真
神，悔改歸向耶和華神。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這樣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摩四12)
當以色列人面對各式各樣苦難之時，阿摩司先知提醒他的國人，這是上帝的提醒和警告，為要使以色列人歸向耶和華上
帝。我們預備好迎見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了嗎？

差傳部2019-20年度財政預算
(20191009職員會通過，20191024修訂，20191127部員大會通過，20200109職員會修訂)

2020年度

支項

全年預算

A. 差傳部經費(由差傳基金支付)
行政費(註一)
關顧宣教士
領隊、探訪及拓展宣教工場(註二)
差傳聚會(註三)
短宣津貼(註四)
差傳教育(註五)
差傳事工聯會會費
備用金

$27,000
$4,000
$65,500
$2,000
$27,000
$30,000
$2,000
$4,000
小計

$161,500

B. 宣教士預算(由各宣教士基金支付)
羅兆泉夫婦
蘇媛慈
葉淑妍(註六)
宣教士備用金(@5000)
宣教士聖誕禮金(@6000)

$504,000
$356,400
$320,268
$15,000
$18,000
小計

$1,213,668

C. 沙巴友族福音工作(由沙巴友族福音事工基金支付)
呼籲各堂支持沙巴同工薪津目標
呼籲各堂支持沙巴修建堂舍目標

$160,000
$100,000
小計

$260,000

D. 全球客家福音協會常費
呼籲各堂支持目標

$100,000
小計
合計

註一 行政費
接待與會議行政費
幹事交通費
幹事全年旅保及退修會
長途電話及傳真費
雜費
部員大會聚餐津貼

預算HK$
13,500
2,000
3,000
500
4,000
4,000
27,000

註二 領隊、探訪及拓展宣教工場
2020年3次短宣、每次1名領隊出差費
探訪宣教士、宣教工場、出席世界性差傳會議
探訪mission21及瑞士和德國工場

預算HK$
30,000
10,500
25,000
65,000

註三 差傳聚會
差傳部聯禱會

預算HK$
2,000

$100,000
$1,735,168

註四 短宣津貼
2020年3次短宣隊員津貼

預算HK$
27,000

註五 差傳教育
差傳書籍
宣傳品或簡介單張
福音單張及用品
沙巴友族THEODORA人手竹製產品
出版《崇真MISSION》雙月刊

預算HK$
2,200
1,000
2,000
5,000
19,800
30,000

註六 葉淑妍
出發前預備期經費
工場每月經費，經由OM差會支付

預算HK$
80,508
239,760
320,268

祢非同的意念是什麼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以賽亞書五十五 8

﹁耶和華轉向基甸，說：﹃去，靠著你這能力拯救以色列脫離米甸人的

手掌。我豈不是已經差遣了你嗎？﹄ ﹂ 士師記六章十四節

感恩完成了澳洲的學習，雖然時間不長，相信這個寧靜的空間是非常寶貴。Worldview學院同學不是
很多，見牛羊比見人更多，是很好的安靜獨處的時候。離開前有機會在早會中分享曼谷愛貧民事工，
求主呼召更多工人去收莊稼。學習的內容對信仰服侍反思很有用，例如：如何發展宣教，以及各宣教
機構或宣教士所經歷的作為鑑誡，也看到上帝的帶領、醫治和保守。同房韓國人原是在創啟地區服侍，
因著在工場所受的創傷，延長了述職時間。休息中來到澳洲學習，她正要決定回去工場否，我誠懇勸
告她「如果一切也沒有改變，不要把自己置於極大機會受傷的環境中。至少你有身心靈健康才可以再
上工場，不然在家服侍也是作天國的工。」校園中代禱時間曉得不少宣教同工受困擾要回國，求主醫
治他們。感謝天父過往七年多滿滿的恩典和保守，感謝你們的代禱和支持，真是恩典之路！
感恩有機會探訪差會的澳洲同工，有一晚
台灣宣教士重聚。幾位退休宣教士訴說當
年乘坐輪船帶著自己的棺木往工場，他們
對主的委身和謙卑的服侍，讓後輩要加倍

1. 蘇姑娘已平安回到曼谷，差會要求隔離後

學習。感恩能與在新加坡訓練時認識的朋

再做兩年的medical reviews，照肺後，發現
個肺沒有事！

友再聚，還要感恩可以跟舊隊員和香港的

2. 爸爸的腎功能有些微改善，醫生給的去水

弟兄姊妹見面，這個旅程實在奇妙和可貴！
天父在最好的時間安排了一切超乎我所想
的。只有感恩和還是感恩。

蘇媛慈

感恩及禱告事項

藥也有幫助，肺和人也沒有那麼腫脹。

3. 泰國同工幫忙打理泰國的家，回來後她已
搬走。

4. 請繼續記念爸媽的健康和早日信主。
5. 回曼谷後將開展新的事工，加入新區的小
隊，去不同社區開荒，與新澳洲同工的合
作。

6. 香港差會要求盡早回港做一個小手術，4
月中將會回港，手術後需要休息三星期至
一個月，請代禱記念。

7. 3月底教授Flourish課程給一眾宣教士，盼
能幫助泰國人，不論是佛教徒或穆斯林的
女性也明白女性身份的獨特。

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差會舉辦的課程和聚會須取消或延期，求主按時重新啟
動或引導我們作出改動，而辦事處的同工在這段時間也輪流留在家中工作，
請記念辦事處團隊各人的事奉。
羅牧師應邀到多間堂會講道的服侍因新型肺型疫情而受到影響，許多都轉為
錄影或網上分享的形式，請記念他的事奉。
羅牧師夫婦的大女兒凱恩在急症室工作，求主保護。二女兒凱晴現所住地區
正值花粉散播期間，而她對花粉非常敏感，去年曾因而入院，請記念她的身
體健康。

總會差傳幹事工作報告
總差事工
幹事行蹤
●11月27日，總會差傳部大會及職員會。
●12月1日，出版《崇真MISSION》雙月刊。
●2020年1月9日，總差職員會。
●1月24日，總會宣教士除夕團年午餐。

● 11月2日，參加由洪開基牧師帶領的「追念宣教士生命」活
動(跑馬地基督教墳場)。
● 11月7日至15日，沙巴之行 - 參加沙巴神學院周年感恩慶典
和畢業典禮，拜訪沙巴巴色會總會(中文部及國文部事工)。
● 11月20日，在總會教牧同工會分享「差傳在崇真」。
● 11月21日，參加內地事工小組會議。
● 11月22日，總會新同工日。

教會信息分享
●12月1日，黃埔堂普通話崇拜。

● 11月23日，「蕃薯家庭」(Yam Family) 祝福典禮。
● 11月29日至30日，1DMC銳意門訓會議。
● 12月10日，香港信義宗聯會同工聯禱會。

●2020年1月12日，荃葵堂主日崇拜。

● 12月11日，教牧得力講座 - 「反修例與教會牧養」研究報
告及專題研討會。

●1月26日，西貢堂主日崇拜。

● 12月17日，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主管 / 同工交流會。

●3月8日，黃埔堂普通話崇拜。

● 12月17日，易定恩牧師追思禮拜。

●3月15日，窩美堂主日崇拜。

● 2020年1月14日，列席總會常務董事會會議。

●3月22、29日，堅城堂主日崇拜。

● 1月15日，總會教牧同工會小組活動。

1. 孟牧師於3月份開始一連四週的網上課程《啟示錄》，請記念一切順利。
2. 感謝上帝，總差部員大會已於2019年11月19日順利舉行，通過了2020-21年度的行事曆和財政預算，
交2月份總董會最後審核通過。

3. 總差職員會已於2020年1月9日舉行會議，決定推薦將軍澳堂葉淑妍姊妹為總會宣教士，於5月往

「山國」宣教，交2月份總董會最後審核通過。(總董會因疫情取消，葉姊妹已經總常務小組接納
為總會宣教士，於3月起往不同堂會分享宣教異象，4月26日有差遣禮。)

4. 鑑於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嚴重，總會決定暫停一

切會議和活動，包括：2月5日的總差職員會和
2月28日的差傳聯禱會，改為總差職員網上祈
禱會，更有遠方的宣教士加入禱告，感謝神！

5. 請為新一年度的總差職員選舉代禱，求主揀選
祂的工人一同事奉，推動「崇真差傳」。

差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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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