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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活在災難時期，世界迅速地在我們眼前轉變。

2020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的爆發使整個世界陷
⼊危機。 不論男⼥⽼少，每個⼈都在⽔深⽕熱中。忽然發現
⾃⼰處⾝於未知的情況下，⼈們迅速患病、垂死，或失業，

無奈無助，也法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正常⽣活。世界各地

相繼封城，商店、飯館、戲院、體育館，連公園都得關⾨。

世界陷⼊了停頓中。 在這關鍵時刻，神要教我們些什麼？

在荃灣教會，我們近⽉正在宣講兩個主題：箴⾔和耶穌教導

中的末⽇預⾔。 我們想要成為⼀個明智的基督徒，必須了解
所處的時局。當越來越接近末世，我們要成為世界的亮光。

 
「敬畏雅偉」是箴⾔的主題，⽤了共16次，均勻地散佈在整
卷箴⾔中（箴1:7,29; 2:5; 3:7; 8:13; 9:10; 10:27; 14:26,27;
15:16,33; 16:6; 19:23; 22:4; 23:17; 24:21）。 相⽐之下，
對⼈的畏懼卻是⼀個網羅，使許多基督徒變得懶惰無⼒。 懶
惰基督徒的盡頭是落在外⾯⿊暗裡哀哭切⿒（⾺太福⾳

25:30）。 我們如何能克服拖延和懶惰呢？

箴⾔6:6   懶惰⼈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

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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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以來的⼋個⽉。我們的荃灣教會從螞蟻那裡
學到⼀個明智的功課。 當整個世界都處於封城狀態的同時，
我們就像螞蟻⼀樣與您分享在新冠肺炎期間，神給我們的信

息。

多⾺弟兄做了⾟勤的⼯作，把Rosa的信息撰寫下來，並附加
了他個⼈的⼼得和回應。筆記是個重要⼯具，讓您隨時輕鬆

查讀和掌握信息的中⼼。我們希望您能充分利⽤此筆記，並

從《箴⾔》有所學習，以致您能得著屬靈智慧，成為「屬靈

蟻⼈」。

最後，我們要感謝您，作為讀者，花時間閱讀本書。

我們祈禱神會⿎勵您也向螞蟻學習，並成為聰明的⼈。 由於
它們實在太微⼩，螞蟻是地球上最微不⾜道的昆蟲之⼀，但

它們卻建⽴出巨⼤的螞蟻群體，並為其群體做出了重要貢

獻。

讓我們攜⼿成為謙卑的「屬靈蟻⼈」，以推進神的國度。

 
請與您的家⼈、朋友和同事分享這本書。 願雅偉上帝樂意使
⽤像我們這樣微不⾜道的⼈，將神的信息傳遍世界。

 
Rosa & 孫雷
20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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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共有39卷書，分為五個類別：摩西五經 (律法
書)，歷史書，⼤、⼩先知書和智慧書。《箴⾔》就是智
慧書之⼀。昔⽇的猶太⼈，喜歡觀察⾃然界，嘗試瞭解

神的創造，從中學習屬靈智慧的功課。螞蟻是其中⼀個

學習對象，箴⾔有以下兩段關於螞蟻的經⽂：

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 螞蟻沒有

元帥，沒有官長，沒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

收割時聚斂糧食。 (箴6:6–8)

螞蟻是無力之類，卻在夏天預備糧食。(箴30:25)

經⽂說「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箴6:6)，你同意
嗎？你覺得螞蟻聰明嗎？你對螞蟻有甚麼好感？

 
在⼀般⼈眼中，螞蟻是細⼩、脆弱的昆蟲；從來未曾想

過螞蟻有甚麼特質，能讓⼈學到屬靈功課。這功課並且

與⼈的惰性有著密切關係。

 

1  箴⾔「蟻⼈」智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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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學家指出，螞蟻會為⾃⼰建造住處，稱為蟻丘或蟻⽳

(ant hill)，放⼤鏡下的蟻⽳結構複雜，反映出螞蟻的確是聰
明的昆蟲。

經⽂論到螞蟻沒有元帥、官⻑和君王 (箴6:7)，事實的確如
此；螞蟻的世界以蟻后 (queen ant) 為中⼼，不過蟻后的崗
位只是繁衍後代，並沒有擔起指揮的⻆⾊。由此可⾒，螞蟻

有著⽏須督促——沒有元帥，沒有官⻑，沒有君王的特性
(no leader, no overseer, no king)，但在沒有監管的情
況下，它們仍能有秩序地排出⾏列的隊伍，有規律地⼯作，

這也與螞蟻懂得「預備」(箴6:8) 扯上了關係。

因此，我們可歸納出螞蟻有以下三個特點：

1) Initiative  主動
2) Organized  規劃，有組織
3) No supervision ⽏須監管

懶惰⼈卻缺乏這三個特點，所以若我們把差事交托給懶惰

⼈，往往只會苦了⾃⼰。他們只會越幫越忙，如醋倒⽛，如

煙薰⽬ (箴10:26)。

此外，和合本聖經描述螞蟻時⽤到「無⼒之類」(箴30:25)，
⽽新譯本則⽤到「微⼩的昆蟲」。「無⼒」與「微⼩」是截

然不同的形容詞，⽤「微⼩」來形容螞蟻較為貼切，這反映

螞蟻的另⼀個特質，讓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另⼀屬靈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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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絕⾮無⼒，相反地它稱得上是⽣物界中的「⼤⼒⼠」，

能搬運超過⾃⼰⾝體重量幾⼗倍的物品，甚⾄達到⾃⾝重量

重的50倍；可⾒螞蟻有極⼤的承受⼒。

對⽐⼈類，普遍都是軟弱無⼒，⾯對挑戰時，⼀般都被困難

嚇到，容易患上「獅⼦恐懼症」(箴22:13)，把眼前的困難過
份地放⼤，看成是吃⼈的獅⼦，因⽽耽延 (Procrastinate/
Dilly Dally)。

懶惰⼈有四種特徵：

1. 怕⾟苦 (箴20:4)，
2. 不願意動 (箴19:24)，
3. 怕⿇煩 (箴12:27)，
4. ⼀無所得 (箴13:4)。

你有這些特徵嗎？

螞蟻雖是微⼩的昆蟲，卻能在夏天預備糧⻝ (箴30:25)。
「微⼩」有不顯眼的意思，但經⽂並沒有否定螞蟻的能⼒，

因為看到「微⼩……，卻......」的⽚語，值得作為基督徒的我
們來反思。⼤部分⼈都認為⾃⼰能⼒有限，可是這不能成為

我們不為神作⼯的藉⼝，因為我們都可以成為「屬靈蟻

⼈」！

有很多基督徒認為⾃⼰沒有能⼒，其實是患了「獅⼦恐懼

症」，害怕⾯對困難，從⽽成了懶惰⼈。懶惰⼈看困難巨

⼤，其實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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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微⼩……，卻......」的⽚語，基督徒可以學到⼀個屬靈
功課：「雖然我們微⼩，卻是屬靈蟻⼈，能預備⻝物。」沒

有任何屬靈困難，是⼤於⼈的恐懼的。螞蟻從來不畏懼困難

巨⼤，堅持克服！如上所述，螞蟻搬運的物品往往都會超過

⾃⼰⾝體重量的幾⼗倍，螞蟻能背負⽐它⾝軀⼤⽽重的「葉

⼦」回到蟻⽳作⻝物，若我們決⼼成為屬靈蟻⼈，必能擔起

⾃⼰的「葉⼦」。

成為「屬靈蟻⼈」是我們教會在2020年初所領受的屬靈異
象。「屬靈蟻⼈」包含三個學習重點，就是：

(1) 微⼩，
(2) 懂得預備和
(3) 知道時候。

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就下了決⼼要成為「屬靈蟻⼈」，承

擔⾃⼰的「葉⼦」，希望為神開展傳福⾳的⽲場，每位弟兄

姊妹將各⾃的屬靈學習⽤⼼整理撰⽂，收集⼀篇⼜⼀篇的分

享，聚匯成了你們現在看到的電⼦書。

也許你現在還被懶惰的陋習所困擾，⼜或者眼中的⾃⼰是微

⼩的，但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願意學做屬靈蟻⼈，你的屬

靈⽣命也會變得與從前不⼀樣！

書中會仔細與你分享這些重點，但願你也能掌握怎樣成為屬

靈蟻⼈，在神的事⼯上，⼒上加⼒，得著從上⽽來的智慧和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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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是否是基督徒，都可能被懶惰的問題所困擾。如何可

以解決處理好？《箴⾔》要懶惰⼈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

智慧 (箴6:6)。
 
於是我們教會在2020年初所領受了⼀個屬靈異象，就是要
成為「屬靈蟻⼈」。透過學習螞蟻的特性，得著屬靈智慧，

除了可以根治懶惰的陋習，亦使我們裝備好承擔⾃⼰的「葉

⼦」，為神開展傳福⾳的⽲場。「屬靈蟻⼈」包含三個學習

重點，就是微⼩，懂得預備和知道時候。

 
⾸先，我們需要知道現在處⾝甚麼時候，在撰寫本⽂期間，

孫雷牧師的講道主題是⾺可福⾳13章中，主耶穌講論到末世
預兆，並引⽤⾺太福⾳24章及路加福⾳21章的平⾏經⽂作對
照。其中的預兆，包括打仗和打仗的⾵聲、擾亂 / 暴動、地
震和饑荒；路加福⾳更獨特地提到「瘟疫」。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

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路21:10–11)

論到瘟疫，從2019年底開始，全球⾯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
虐，⽣命受到威脅。對於疫情，港⼈絕不陌⽣，因2003年
曾經歷了⾮典型肺炎 (簡稱「沙⼠」) ⼀役。事隔16年，於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採取積極的措施，⼤家盡量避免外出，⽣活

⽅式出現重⼤轉變。全球各國同樣意識到這是「瘟疫時

候」。

2  現在是意想不到的關鍵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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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個經歷兩次嚴重疫症的港⼈，防疫意識的確較未有遇

上沙⼠的外國⼈為⾼，除此之外，過去16年的⽣活⽅式，其
實與外國⼈也沒有甚麼分別，在有意無意之間都是跟隨了世

界主流的價值觀⽣活，傾向看重經濟和物質層⾯。

 
最明顯的例⼦莫過於疫情初期⾹港⼀度陷⼊搶⼝罩、

⽶糧和衞⽣紙等物資的恐慌。考慮到妻⼦及兩名⼥兒

的需要，⾃⼰（多⾺）也曾關⼼相關物資的⾏情。當

進到⼀家⼜⼀家的超市、藥房或雜貨店，看⾒衞⽣紙

都已沽清，⾒到超市外有多⼈排隊(⼈⿓)，得知即將
有衞⽣紙運到，⾃然跟著排隊。過了不久，真的有衞

⽣紙運到，排隊的⼈⼀個接⼀個地購買衞⽣紙，⾃⼰

也⼼中盤算，若輪到⾃⼰剛好售罄，亦要以平常⼼來

⾯對，處之泰然，不可埋怨。但出乎意料地，店⻑卻

把紙⽪箱拆開後，將⼀條⼜⼀條⼗卷裝的衞⽣紙拋到

地上，原本有秩序地等待購物的⼈，變為爭先恐後，

名乎其實的成了搶衞⽣紙局⾯。當時我被⼈群推倒在

衞⽣紙⾯前，本能反應地在地上也爬去爭搶了兩條衞

⽣紙，就這樣⼊貨成功。雖然過程中沒有與其他客戶

發⽣衝突，但反思作為基督徒的⾃⼰，仍是在擔⼼物

資短缺時⽽表現失態，可⾒在這個「瘟疫時候」，往

常的⽣活規律可以被外在因素⽽打亂了。然⽽，作為

基督徒，⾃⼰的內⼈⼜有否被打亂呢？到底我們是名

義上作神的⼦⺠，還是⼼繫於神呢？

 
因此，要從螞蟻⾝上學習，無論我們⾝處怎樣的環境，也仍

然保持著紀律，這是⾮常寶貴的屬靈學習。學做「屬靈蟻

⼈」，正好提醒著我們無論外在環境如何，都要保持屬靈的

紀律；例如每天與神親近的禱告及靈修時間，不能被外在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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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紛亂⽽受制，或因個⼈⼼情被影響⽽打亂。「瘟疫時

候」是考驗我們是否真正依靠神的良機，我們經常在詩篇看

到詩⼈表達他們在危難或困難中依靠神，今⽇我們終於有機

會驗證這是否⾏得通。

學做蟻⼈就是表明我們依靠神的決⼼，我們要做蟻⼈，必須

「知道時候」，Know The Time (縮寫為KTT)。以下提
出三個重點：

 
(⼀) ⽣命不在你⼿中 (Life is not in your hand!)
⼈以為⾃⼰可掌控⾃⼰的⽣命，其實不然。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今日要發生甚麼事，你尚且

不知道。(箴27:1)

 
如今⾯對的新型肺炎疫情，其蔓延速度⼗分之快，

單是由2020年2⽉1⽇⾄2⽉2⽇僅⼀天時間，全球
確診個案數⽬由11,300宗增⾄14,380宗，增⻑率超
過27%。死亡⼈數由259名增⾄305名，增⻑率也超
過17%。在2020年農曆初⼀ (1⽉25⽇)，內地出現
⾸位犧牲的醫務⼈員。那是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

(新華醫院) 的⽿⿐喉科醫⽣，本於2019年3⽉7⽇已
退休，但因疫症肆虐，他回到醫院⽀援其他醫務⼈

員；1⽉16⽇疑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於1⽉18
⽇被轉到⾦銀潭醫院，並於1⽉25⽇早上7時多病
逝，終年62歲。以下兩節經⽂，道出⼈不能掌握⽣
命，以及⼈的⽣命在神⼿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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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明天怎樣，你們並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雅

4:14) (新譯本)

活物的生命與全人類的氣息，都在雅偉的手中。(伯12:10 )

(新譯本)

(⼆) 瘟疫時候 (Plagues’ time)
到處必有大地震、饑荒和瘟疫。(路21:11)

 
染上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雖不及更嚴重的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 (SARS，俗稱「沙⼠」)⾼；但新冠肺炎的
病毒在⼈際傳播能⼒卻較強，平均⼀個病⼈能夠傳染

2⾄3個⼈；病例倍增時間⽐沙⼠要短，沙⼠是9天左
右的時間會倍增，新冠病毒⼤概6⾄7天的時間病例
就會翻倍。

 
⾯對「瘟疫」，我們需要查看聖經，神讓⼈在瘟疫的

時候要知道認清甚麼訊息？「瘟疫」⼀詞在聖經出現

68次，集中在三部書卷，就是⺠數記 (12次)、耶利
⽶書 (17次) 和以西結書 (11次)。值得留意瘟疫可帶來
⼤量的⼈⼝死亡，可參考以下三節經⽂：

 
除了因可拉事件死亡的以外，因瘟疫死亡的有一萬四千

七百人。(民16:49)

於是，雅偉降瘟疫與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時候；從但

直到別是巴，民間死了七萬人。(撒下24:15)

你的人民三分之一必在你中間因瘟疫死亡，因饑荒消滅；三

分之一必在你周圍因刀劍倒斃；三分之一，我要分散到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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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還要拔刀追趕他們。(結5:12) (新譯本)

回看世界歷史，就單⼀事件的死亡率⽽⾔，第⼀次世界⼤戰

發⽣在1914⾄1918年，造成1,600萬⼈死亡。⽽緊接在1918
年爆發的西班⽛流感 (Spanish Flu)，屬於瘟疫之⼀，僅於
263天造成33,365,533⼈死亡。西班⽛流感的侵襲歷時約3
年 (1918⾄1920年)，最終造成5,000萬⾄1億⼈死亡，是第
⼀次世界⼤戰死亡⼈數的3⾄6倍！
 
 (三) 儆醒 (WAKE UP CALL)

 懶惰人哪，你要睡到幾時呢？你何時睡醒呢？(箴6:9)

 
現在你是睡著了，還是已經睡醒呢？

 
昏昏欲睡的狀態，就是⼈最鬆懈的時候，對「罪」的

敏感度亦會⼤幅降低。新冠肺炎是由病毒產⽣，令⼈

聞之⾊變，因為感染者中，也存在無明顯病徵的情

況，以致有隱形患者的出現。反觀屬靈⽣命的情況，

屬靈病毒——罪 (sin) 也讓⼈群中充斥著隱形患者，
這同樣是可致命的。⼈被⾃⼰的私慾所勾引誘惑的，

私慾懷了胎，就⽣出罪；罪⻑成了，就產⽣死亡 (雅
1:14 – 15)。

新冠病毒的感染，多從⼿接觸開始 (dirty hands)；⽽罪的
感染，同樣可以從⼿的接觸開始，例如偷盜和姦淫等，所以

聖經提醒我們需要徹底洗淨 (詩篇 51:2，雅4:8)。

求你徹底洗淨我的罪孽，潔除我的罪。(詩51:2)(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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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

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雅4:8)

 
留意聖經記載的⼤痲瘋 (利13:2)，與今⽇的新冠肺炎⼀樣，
都有潛伏期 (Incubation Period)。根據利未記的描述，患
痲瘋的病⼈必須被隔離14⽇，再被祭司認定潔淨後，再隔離
後才可結束 (利13:4 – 6)。⽽應對災病，我們可以參考申命
記帶出的3個重點，分別是謹慎、認真和謹守遵⾏。
 

在大痲風的災病上，你要謹慎自己，照利未支派的祭司

指教你們的一切，認真地謹守遵行；我怎樣吩咐了他

們，你們就要怎樣謹守遵行。(申24:8)(新譯本)

對於「謹慎、認真、謹守遵⾏」，我們可以作出5項
回應，就是：
1. 年青人揀選對象要謹慎，要同心歸向雅偉 (創

24:6)(新譯本)

2. 不讓舌頭犯罪 (詩39:1)(新譯本)，例如說謊、發

泄、吵架或講粗口；

3. 謹慎口舌的，可保性命 (箴13:3)(新譯本)

4. 要謹慎腳步 (行動/行為) (傳5:1)(新譯本)

5. 謹慎行事、愛惜光陰 (弗5:15–16)。

我們特別要留意第5點提到的「愛惜光陰」，英⽂翻譯是
redeeming the time，意思是「買贖時間」，新譯本則譯
作「要把握時機」，帶出了⼀份迫切性。

「瘟疫」是末世預兆之⼀，代表主耶穌回來的⽇⼦近了，所

剩的時間無多了，我們要把握時機作出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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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我們知道時候，What’s Next？

「時間」是神賜予⼈美好⽽公平的「東西」，有了時間，我

們便可把⽇程安排得井井有條，不論是富⼈或窮⼈、是義⼈

或惡⼈，都同樣擁有每天24⼩時。既然神賦予⼈這好得無⽐
的恩賜，想必希望⼈⽤得其所，既能討神喜悅，亦對⼈有所

禆益；當兩者結合起來，就是按著神的⼼意去規劃我們的⼈

⽣了。

 
因此，必須知道現今是甚麼時候，前⽂《現在是意想不到的

關鍵時候！》已提出：現在是「瘟疫時候」。這也是成為

「屬靈蟻⼈」的3個學習重點之⼀，就是「知道時候」
(Know The Time, 下作 KTT)。第2個重點是「預備」。
 
箴⾔中有兩段關於螞蟻的經⽂：

 
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螞蟻沒有元

帥，沒有官長，沒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

聚斂糧食。(箴6:6-8) 

 
螞蟻是無力之類，卻在夏天預備糧食。(箴30:25) 

 
這兩段經⽂都帶出了⼀個訊息，就是當螞蟻「知道時候」，

便會著⼿「預備」。論到我們作屬靈蟻⼈，要「知道時

候」，從宏觀的⻆度看，我們正處⾝於末世；從微觀的⻆度

來看，我們現正處於瘟疫時候。可⾒「預備」具有兩個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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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末世，我們該作怎樣的預備？前⽂末已帶出第⼀⽅

⾯，我們「要把握時機」(Redeeming the Time，意思是
買贖時間)，必須從改掉「壞習慣」開始。
 
根據⾏為學家的研究，要建⽴⼀個新習慣，我們需要反覆做

30次才有成效。所以，我們可以每⽉為⾃⼰設計⼀個「⼩挑
戰」。⼀年之後，我們便能完成12項挑戰。以下提供⼤家6
項挑戰，餘下6項就由⼤家⾃⼰構想選擇。
 
1) 改掉丟三落四 (messy凌亂) 的壞習慣
你是⼀個不會執拾⾃⼰家裡或房間的⼈嗎？

會否把垃圾在家裡或房間隨處亂扔嗎？

 
2) 戒掉賴床
當聽到鬧鐘響起的時候，就要起床！

 
3) 你每晚睡覺前的最後⼀個動作是甚麼？
總是在滑⼿機嗎？

睡前滑⼿機的壞習慣會影響睡眠質素，也會產⽣情緒問題，

例如焦慮和脾氣暴躁等。這等問題的出現，都是因為⼈沒有

節制地瀏覽和閱讀互聯網上的不良、負⾯或跟現實扭曲的資

訊所引致。

4) ⼀⽇丟⼀物，甚麼都可以
坊間有⼀些有關「⼀⽇丟⼀物」的⽣活提案，做法⾮常簡

單，就是⼀天只要丟棄⼀個「不需要」的物品，即使是錢包

內的⼀張收據也可以。實⾏這習慣3週後，家中的雜物變得
愈來愈少；本着這樣的原則，在下次購物時，不再會購買⼀

些不需要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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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停⽌購物
不妨點算⼀下你家中的物資，你會驚覺原來⾃⼰擁有的東

西，是遠超於⾃⼰實際所需⽤的，所以現在應停⽌購物。你

可先從改變逛商店、超市和商場，以及瀏覽購物網站的習慣

開始，以減少⾃⼰在眼⽬上對商品的接觸。

 
6) 戒掉社交媒體
根據美國《赫芬頓郵報Huffpost》於2019年刊登在美國
《社會與臨床⼼理學雜誌》 的⼀項研究顯⽰，過度沉迷社交
網絡會對⼈的精神狀態和⼼理健康帶來危害。專家為143名
有上網習慣的年⻘⼈（18⾄22歲）進⾏研究，結果顯⽰，每
⽇減少⾄半⼩時使⽤社交網絡的⼈，他們的幸福感會顯著地

提⾼，其孤獨感、抑鬱、錯失恐懼症 (患得患失是病徵之
⼀)，以及焦慮現象亦會同時⼤幅降低。
 
以上的預備，雖然對我們整理⼈⽣有莫⼤益處；但若要在屬

靈上得益，便需要辦到以下3⽅⾯：
 
1.  要為⾃⼰積聚財寶在天上
螞蟻會預備⻝物，我們也應為⾃⼰「預備」：
不可為自己在地上積聚財寶，因為地上有蟲蛀，有鏽侵蝕，

也有賊挖洞來偷。要為自己積聚財寶在天上，那裡沒有蟲蛀

鏽蝕，也沒有賊挖洞來偷。(太6:19-20) (新譯本)

經⽂中帶出3個重要訊息，就是「為⾃⼰」、「積聚財寶」
和「在天上」。或許今天你有為⾃⼰積聚(store up) 財寶，
不過哪到底是「在天上」，還是「在地上」財寶呢？⾯對⼈

⼝⽼化問題，不少港⼈都會未⾬綢繆，為⽼年退休的⽣活作

準備。儲蓄是⼀個良好的習慣，但這益處只是今⽣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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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那⼀天，連⼀分錢也不能帶⾛，全部都要留下來。然

⽽，我們若是積聚財寶在天上，就可存到永⽣。積聚地上短

暫的財寶，還是積聚天上永恆的財寶，哪樣更有價值呢？

 
2.  ⾃⼰去買油
論到「預備」，主耶穌曾說過「⼗個童⼥的⽐喻」(太25:1-
13)，當中5個是聰明的，5個是愚拙的，她們都拿著燈出去
迎接新郎。愚拙的只拿著燈；聰明的拿著燈，⼜預備了油。

結果新郎來遲了，5個愚拙的童⼥因為不夠油⽤，⽽趕著於
新郎到來前去買油，最終錯過了迎接新郎的時刻。她們買油

回來時，⾨經已關上；新郎說他不認識她們。

 
聰明的回答：「這些恐怕不夠我們大家用，不如你們自己到

賣油的地方去買吧！」她們去買油的時候，新郎來了；準備

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進去參加婚筵，門就關上了。(太

25:9-10) (新譯本)

 
經⽂給我們⼀個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屬靈的預備上，我們必

須要親⾃預備，這是別⼈幫不上忙的。另外我們要留⼼，⽐

喻中的新郎是指主耶穌，暗⽰他會遲來；所以，作為主的⾨

徒的我們便更要作好充份的準備，免得錯過迎接他，無法進

到筵席 (路22:16 – 18)，也就是無法進到神的國。

3.  買精煉的⾦⼦、⽩⾐和眼藥膏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因

為你好像溫水，不熱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從我口中吐出

去。你說：我是富足的，已經發了財，毫無缺乏。卻不知你

是困苦的、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的。我勸你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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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精煉的金子，使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恥

不會顯露出來；也買眼藥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見。(啟

3:15-18) (新譯本)

 
作為基督徒，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積極為神作⼯，要麼

不冷不熱。

 
倘若你今天是⼀個不冷也不熱的基督徒，⽽⼜想悔改回轉的

話，便需要為⾃⼰「買精煉的⾦⼦、買⽩⾐和買眼藥膏」。

 
這就是對於「知道時候」的宏觀層⾯，3個⽅⾯的預備。精
煉的⾦⼦代表屬靈富財，與「積聚財寶在天上」互相呼應；

⽩⾐代表聖潔，提醒我們要離開罪，不要作羞恥的事；眼藥

膏代表屬靈的視野，使我們可以看清屬靈的路徑，⾛在義路

上，直等到基督再來。

 
總括來說，「知道時候」是成為「屬靈蟻⼈」的3個學習重
點之⼀。

由於「知道時候」涉及宏觀及微觀2個層⾯，相應須作的
「預備」有所不同。

上次講了宏觀層⾯的⼀個預備，連同今次講的三個⽅⾯，共

有4⽅⾯的預備；分別是：
「要把握時機」，「要為

⾃⼰積聚財寶在天上，

「⾃⼰去買油」，以及

「買精煉的⾦⼦、⽩⾐和

眼藥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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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怎樣的「預備」，取決於我們是否認識「知道時候」的

宏觀或微觀層⾯。微觀層⾯上的「知道時候」，就是在「瘟

疫時候」該作怎樣的「預備」。

 
在瘟疫時候，我們需要留意2點，就是:
1. 「來得突然」；
2. 「傳染迅速」。
「瘟疫」⼀詞在聖經出現了68次，集中在3部書卷，最多⾒
於耶利⽶書，共17次。值得留意的是瘟疫可帶來⼤量⼈⼝死
亡。

 
1.  「瘟疫時候」 要學習 「預備死亡」
 
我要擊打住在這城的人和牲畜，他們都要因極大的瘟疫而

死。(耶21:6) (新譯本)

 
經⽂提到的「這城」是指耶路撒冷。當時的⼈⾯對著極⼤的

瘟疫，導致「死亡」。由此可⾒，在「瘟疫時候」的第⼀個

預備，就是「預備死亡」。瘟疫之時，⽣命更覺短促，就如

現在所⾯對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感染後能康復，也有多⼈

死亡。他們可能也只是30歲，或50歲，仍是壯年時期，可
⾒⽣命並不是在⼈的掌握之中。

經⽂中描述到「因極⼤的瘟疫⽽死」，正與我們現在⾯對的

相似。截⾄2020年4⽉4⽇，確診⼈數已超過110萬，死亡數

4 Know The Time：「瘟疫時候」
該作怎樣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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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已逼近59,000。死亡數字每天都在增加，我們需要有
「死亡⼈數不斷增加」的⼼理準備。

相對於2002⾄2003年出現的⾮典型肺炎 (SARS)，只是歷
時四個⽉，死亡⼈數是774名；但如今的新冠肺炎
(COVID)，已踏⼊第4個⽉，但死亡⼈數已接近59,000，
疫情仍未能受控。

 
回顧歷史也曾多次出現瘟疫，死亡⼈數 (Death Toll) 最多
的要數⿊死病 (Black Death)，出現在中世紀 (1347⾄1353
年)，當時的死亡⼈數超過2億，染病者普遍在⼀週內死亡。
 
千禧以來，曾於⾹港肆虐的有⾮典型肺炎 (2002⾄2003年)
和豬流感 (2009⾄2010年)，之後就是新冠肺炎了。醫學專
家表⽰，倘若全球疫情未能受控，或會出現超越西班⽛流感

的死亡⼈數，甚⾄⾼達5,000萬。
 
由此可⾒，在「瘟疫時候」我們需要有死亡的預備，神要我

們知道：我們的⽣命多麼是短促的 (詩39:4)。
 
2.  「瘟疫時候」 要學習 「預備隔離」
第⼆個預備，就是「預備隔離」。這是對我們⼈⽣的「操

練」，神要⼈隔離是有其⽬的，所以我們不要盲⽬操練，卻

要按神的⼼意⽽⾏。隔離，希伯來原⽂編號是H5462，可以
參考以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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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斑若是在他的皮肉上發白，但沒有深透皮膚的現象，上面

的毛也沒有變白，祭司就要把患者隔離 (H5462 shut in)

七天。到了第七天，祭司要察看他，如果看見病情止住了，

皮上的患處沒有蔓延，祭司還要把他再隔離 (H5462 shut

in) 七天。到了第七天，祭司要再察看他；如果看見患處色

澤變淡，也沒有在皮上蔓延，祭司就要宣布他為潔淨，這不

過是癬；他洗淨衣服，就得潔淨了。(利13:4-6) (新譯本)

瘟疫是因為⼈⾝體的不潔⽽產⽣的。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

要⾮常注意個⼈衞⽣。但在「瘟疫時候」，神更要我們關注

的是屬靈的不潔，就是「罪」。在這個「瘟疫時候」，你有

否處理纏繞⾃⾝的「罪」？若不處理「罪」，是會傳染別⼈

的。例如：因著情緒上的波動，⽽發洩在別⼈⾝邊，令負⾯

情緒擴散。因此，為著⾃⼰和別⼈的好處，⼈需要屬靈潔

淨，從⽽使⽣命得到潔淨。

 
3.  「瘟疫時候」 要學習像「挪亞⽅⾈關起來」

藉著昔⽇對痲瘋病⼈ (Lepers) 的安排，讓我們明⽩到隔離
的第⼀個⽬的，是「潔淨」；我們也可透過挪亞 (Noah) ⼀
家的經歷，掌握隔離的第⼆個⽬的。

 
有生命、有氣息的，都是一對一對來到挪亞那裡，進入方

舟。那些進去的，都是有生命的，一公一母進去，是照著　

神吩咐挪亞的。雅偉跟著就把方舟關起來 (H5462 shut

in)。(創7:15-16) (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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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挪亞在還沒有看見的事上，得了　神的警告，就動

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藉著這信心，

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來的義。(來

11:7) (新譯本)

 
他們就是挪亞建造方舟的日子、　神容忍等待的時候，那些

不順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

個。(彼前3:20) (新譯本)

 
神也沒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使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

人，只保存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彼後2:5) (新譯本)

 
H5462除可翻為「隔離」之外，還可以有「關起來」的意
思。按著挪亞⼀家在洪⽔時的經歷，他們⼀家進⼊⽅⾈後，

雅偉神就把⽅⾈關起來 (創7:15 – 16)，為了使挪亞全家得救
(來11:7，彼前3:20)，保存了傳義道的挪亞⼀家⼋⼝ (彼後
2:5)。
 
可⾒「隔離」是為了保持⼈的性命，使⼈得救。因為外邊有

洪⽔，⾮常危險。所以，挪亞全家要⼀直留在⽅⾈內。降⾬

四⼗⽇ (創7:12) 後，當挪亞⼀家⼜留在⽅⾈⼀百五⼗天⽇後
(約五個⽉)，洪⽔才⾒漸退 (創8:3)。
 
為了保存性命，你有「決定留在家中五個⽉」的⼼理準備

嗎？若是超過了五個⽉，你⼜會如何？

在挪亞六百歲時，洪⽔開始出現 (創7:6)；到他六百零⼀歲的
時候，地才乾了，他才可以出⽅⾈ (創8:13)。挪亞⼀家留在
⽅⾈裡有⼀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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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值得我們學習的⼈物是彭柯麗 (Corrie Ten
Boom)。
 
她⽣於1892年，到1983年才去世。曾經歷⼆次世界⼤戰。
彭柯麗是荷蘭⼈，有兩個姐姐 (Betsie、Nollie) 和兩個哥哥
(Williem、Hendrick)；Hendrick出⽣不⾜半年便夭
逝。彭柯麗是《密室》(The Hiding Place, 1971) 的作者，
此書後被改編成電影 (1975年)，並回顧彭柯麗⽣於的戰亂年
代。

 
今天，70歲以下的⼈都沒有經歷過戰爭。隨著現在瘟疫的出
現，主耶穌對末世的預⾔陸續應驗，包括戰爭和饑荒 (太
24:7)，或許我們的下⼀代將要⾯對這些災難，所以，我們要
⿎勵下⼀代多多向神禱告，與神建⽴親密關係，好使他們懂

得在危難中向神⽀取⼒量！

 
回看彭柯麗，她⼆哥Williem和三家姐Nollie於1940年結
婚後離家。⽗親Casper與⼤家姐Betsie (Elizabeth) 和彭
柯麗同住在荷蘭的Haarlem (當時⺟親已過世)。⽗親
Casper開設鐘錶店，⼀家⽣活富⾜。
 
⼆次世界⼤戰期間，納粹德軍佔領了荷蘭，彭柯麗兩姐妹與

爸爸不忍猶太⼈受迫害，所以幫助猶太⼈藏⾝，兩姐妹⼜為

他們祈禱。那時⼈⼈⽤糧票才能換購糧⻝，兩姐妹與爸爸需

要犧牲捱餓，把所得的⻝物與藏⾝的猶太⼈分享。此外，為

了隱藏猶太⼈，彭柯麗和家⼈在家裡的⾐櫃、牆壁後掘出密

室，可讓6-7⼈藏⾝，以保存他們的性命。這樣的協助逃犯
⾏動共達四年之久，先後幫助了超過800名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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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彭柯麗和家⼈被舉報出賣。當時Casper已屆84歲，
納粹德軍因他年⽼，向他提出只要供出猶太⼈⾏踪便不⽤被

關進集中營的優待；但被他絕拒了，因⽽進了集中營，過不

了10天後便死了。兩姐妹也進集中營10個⽉，姐姐死在集中
營，妹妹最終被釋放。

 
集中營住處有跳蚤，居住環境惡劣，姐姐Betsie卻對彭柯麗
說要感恩，因為她們的房間太髒，德國⼠兵不肯進來，所以

沒有搜出她們的聖經。她們便可在營房裡進⾏崇拜聚會、頌

唱聖詩，以及向眾⼈傳福⾳。集中營成為了她們藏⾝之所。

 
在營房曾有⼈問Betsie：「倘若神愛你們兩姊妹，為何神容
許德軍捉你們進集中營呢？」Betsie這樣回應：「遵⾏，是
不需要問神為何這樣做！」

 
出於對神的信⼼，你願意在受苦時不埋怨神或追問原因，⽽

是順服遵⾏神的旨意嗎？彭柯麗和家⼈透過「密室」，將猶

太⼈隔離 (shut in) 在德軍的視線範圍外，救助了超過800
⼈。

 
今⽇在隔離的時刻，你有否想過怎樣成為別⼈得救的渠道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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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要興起和重⽤微⼩的⼈

成為「屬靈蟻⼈」是我們教會在2020年初所領受的屬靈異
象。屬靈蟻⼈有三個學習重點，就是(1)知道時候，(2)預備和
(3)微⼩。
 
對於螞蟻，箴⾔有以下的描述：
地上有四樣小東西，非常聰明：螞蟻是微小的昆蟲，卻能在

夏天預備糧食。(箴30:24-25) (新譯本)

 
螞蟻的確是「微⼩」的昆蟲；但亞古珥 (箴⾔30章的作者)
沒有否定螞蟻的價值，因他⽤到「微⼩……，卻......」的⽚
語。螞蟻懂得未⾬綢繆，在夏天預備糧⻝。這就是說，螞蟻

擁有「微⼩」特質，具有基督徒應學習的兩⼤屬靈功課：勤

⼒和謙卑。它們懂得合⼒⼯作，鋪路搭橋，例如能造出蟻橋

(ant bridge)。由此可⾒，「微⼩……，卻......」是可以為神
做⼤事，我們要做「屬靈蟻⼈」。

 
從四位聖經⼈物，讓我們學做「屬靈蟻⼈」：

 
1. ⼤衛 (David)
⼤衛曾戰勝巨⼈歌利亞(Goliath)，翻查歷史⽂獻得知歌利
亞的⾝⾼為9尺9吋，即使以近代最⾼的⼈Robert Wadlow
(1918-1940) 作⽐較，他的⾝⾼達8呎11吋，還不及歌利亞
（當然我們不確實知道聖經的度量衡是否與現代的⼀致）。

雖然⼤衛「微⼩」，但戰勝了巨⼈歌利亞。那時候，⼈⼈都

害怕歌利亞，不敢與他對抗；但神重⽤「微⼩」的⼤衛為以

⾊列⼈取得勝利。以後，⼤衛仍然「微⼩」，神卻給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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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能勇⼠為他爭戰，為神做⼤事。在⼤衛的⼈⽣中也曾犯

罪得罪神，但他懂得謙卑⾃⼰；他雖為王，仍然懂得懊悔和

卑微，從⾃⼰的罪中回轉歸向神。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22:6)

2. 基甸 (Gideon)
雅偉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

們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

了我們。』現在你要向這些人宣告說：『凡懼怕膽怯的，可

以離開基列山回去。』」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

萬。(士7:2-3)

 
神試驗跟隨基甸的⼈是否害怕⽶甸⼈、不適合為神爭戰；惟

有信靠神的可以留下。神也要⼈明⽩⼀個屬靈爭戰的原則，

爭戰並不在乎兵⼒的多寡。有時為免⼈⾼抬⾃⼰，反⽽要在

懸殊的戰⼒上，讓看⾒的⼈都知道：得勝全在乎神。

 
雅偉對基甸說：「人還是過多；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我好

在那裡為你試試他們。我指點誰說：『這人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點誰說：『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

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帶他們下到水旁。雅偉對基甸說：

「凡用舌頭餂水，像狗餂的，要使他單站在一處；凡跪下喝

水的，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於是用手捧著餂水的有三百

人，其餘的都跪下喝水。雅偉對基甸說：「我要用這餂水的

三百人拯救你們，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餘的人都可以各

歸各處去。」(士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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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偉對基甸說：「⼈還是過多。」這是給予跟隨者最後的試

驗。到底是怎樣測試呢？基甸帶眾⼈下到⽔旁，看他們如何

喝⽔。你會感到希奇，為何神不是測試眾⼈的戰⾾技巧？或

是投擲⻑⽭？或是別的軍事才能？

 
留⼼，雅偉會從⽇常⽣活中觀察⼈的⾏為，察看誰是合⽤的

器⽫。

 
⾯對⼗三萬五千名敵⼈，雅偉卻要基甸⼀再縮減兵⼒，先從

三萬⼆千降⾄⼀萬，再由⼀萬降⾄三百。那三百⽤⼿捧著餂

⽔的，反映出他們都是謹慎的⼈，會隨時戒備敵⼈來襲。

 
當你覺察到⾃⼰的「微⼩」，做事就會變得謹慎，謹慎是服

事神必須有的態度。

 
關於基甸，他「微⼩」的出⾝亦值得我們亦留意基甸的出⾝

是「微⼩」的。

 
基甸對他說：「唉，我主啊，我憑著甚麼拯救以色列人呢？

看哪，我的家族在瑪拿西支派中是最卑微的，我在我的父家

是最年輕的。」(士6:15) (新譯本)

於世界的主流價值觀，凡弱⼩的，傾向不被重⽤；但神卻會

重⽤「微⼩」的⼈。

3. 保羅 (Paul)
保羅是新約的使徒之⼀，原名掃羅，有著優良的以⾊列⼈⾎

統，是法利賽⼈，並且於出世第⼋天便受割禮 (腓3:5)，他絕
對可以在別⼈⾯前誇⼝。神卻使掃羅過了三⽇失明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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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不吃不喝，為要使⾃⼰謙卑。

雖然很多基督徒都渴望得到掃羅那般不尋常的經歷，但不要

忘記，他經歷了三⽇失明，是不知道能否恢復視⼒的，更不

知失明的經歷會否帶來視⼒上的後患。這是我們常忽略的疑

問。

 
藉著這樣的經歷，神使掃羅學會了謙卑⾃⼰，並吩咐亞拿尼

亞來使他重⾒光明 (徒9:1 – 22)。這是掃羅成為謙卑順服的
經過。

 
掃羅⽇後改名為保羅，保羅源於拉丁⽂，解作「⼩」

(little)。我們可以看到保羅的⽣命有著很多神「使他微⼩」
的印記。

 
又因為我所得的啟示太大，恐怕會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根

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但的差役來攻擊我，免得我高抬自

己。(林後12:7) (新譯本)

從保羅的宣教旅程，看到他的靈命不斷⻑進，他亦靠著神的

能⼒，施⾏了不少⼤的神蹟奇事。然⽽，在保羅的⾝上卻有

⼀根刺，使他時刻保持謙卑（林後12:7）。那根刺想必令保
羅感到⾮常困擾和痛苦，以致保羅三次禱告求神拔⾛那根

刺。但神卻沒有這樣做，因為神知道保羅需要這根刺在他⽣

命中，使他保持謙卑和微⼩。

4.   軍⻑乃縵  (Namaan)
亞蘭王的軍長乃縵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個大人物，很得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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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識，因為雅偉曾藉他把勝利賜給亞蘭。這個人是個勇猛的

戰士，可惜他是個痲瘋病人。(王下5:1) (新譯本)

以上經⽂描述乃縵在他的主⼈⾯前是⼀個⼤⼈物，可⾒他是

⾝分顯赫的⼈；但他卻是個痲瘋病⼈，在當時是不治之症。

然⽽，他三次接受了⾝分與他相⽐甚是微⼩之⼈的話，且聽

從去做，結果痲瘋病得著治好。

 
第⼀次，聽從妻⼦的⼥僕的話 (王下5:2-4)；
第⼆次，親⾝找以利沙，但以利亞卻不是親⾃來⾒他，只是

吩咐僕⼈與他⾒⾯ (王下5:9)；
第三次，乃縵本不願遵從以利沙的吩咐，讓⾃⼰在骯髒細⼩

的約旦河沐浴；但他的僕⼈卻來勸他。

 
最終乃縵聽從僕⼈的話遵從了以利沙的吩咐，乃縵的病亦因

⽽得到醫治 (王下5:12-14)
 
以上四個聖經⼈物，⾸三位都是在「微⼩」的狀況下被神重

⽤；第四位則能夠放下⾃我，三次聽從卑微之⼈的話去做，

因⽽經歷神在他⾝上的奇妙作為。

今⽇，「微⼩」的你預備好成為「屬靈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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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競爭激烈，⼈為了得著別⼈的賞識或重⽤，都愛展

⽰⾃⼰「最強」的⼀⾯。但屬靈原則卻剛好相反，神不單看

重「微⼩」的⼈，也喜歡重⽤他們，就如舊約的⼤衛和基

甸、新約的保羅等。在聖經中隨處可⾒，神重⽤微⼩的⼈。

你想成為神看重或重⽤的⼈嗎？你正朝著成為「屬靈蟻⼈」

的⽅向邁進嗎？

 
「微⼩」是「屬靈蟻⼈」的三個學習重點之⼀，「微⼩」讓

我們學到的屬靈功課就是「謙卑」，教導我們學做⼀個謙卑

的⼈。

 
聖經多次提及瘟疫，「瘟疫」的希伯來原⽂編號是H1698，
在舊約聖經中出現了49次，最多出現在耶利⽶書 (17節) 和以
西結書 (11節)，其次是在出埃及記、歷代志下和詩篇，各出
現3次。
 
夜間，雅偉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我已經聽了你的禱

告，也為我自己選擇了這地方作獻祭的殿。如果我使天閉塞

不下雨，或吩咐蝗蟲吞吃這地的土產，或差遣瘟疫到我的子

民中間來；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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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7:12-14) (新譯本)

透過雅偉與所羅⾨的對話，我們得知除了瘟疫，雅偉還說到

有「不下⾬」和「蝗蟲」(13節) 兩種災禍。

6  你在意⾃⼰是個謙卑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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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冠肺炎病毒在環球肆虐，我們因⾝處其中，⽽只著眼

在「瘟疫」之上，但原來其他兩種災禍在今年已經出現在世

界的⼀些地⽅了。論到「不下⾬」，於4⽉25⽇有報導指德
國今年或會⾯臨連續兩年的第⼆度旱災，農⺠難以對今年農

作物收成有所期望。4⽉23⽇有報導指美國佛羅⾥達州天
旱，以致西棕櫚灘 (West Palm Beach) 錄得⾼溫，直逼
1965年近40度的紀錄。
 
「蝗蟲」是變異的蚱蜢，擁有⻑⽽有⼤後腿，能夠跳出其⾝

軀10倍的距離。蝗蟲在草地和沙漠地區產卵，其驚⼈破壞⼒
在於成群出動（聖經描述是「分隊⽽出」），動輒數以百萬

計，吞吃地裡的⼟產。8千萬的蝗蟲可吞吃⼤城市⼀天所需
的糧⻝。

 
按4⽉13和15⽇的報導，肯亞和東⾮都正在受著蝗蟲災的侵
襲。5⽉2⽇有另⼀則新聞標題為「經過新冠病毒和豬瘟打擊
後，中國是否準備好⾯對蝗災？」的報導，內容表⽰現已有

⼤量蝗蟲跨越巴基斯坦、印度和東⾮，中國也可能在6⽉份
出現蝗蟲災禍。

 
不下⾬和蝗蟲能使環境變差，神藉著不同的災難向⼈發出警

⽰，來管教他的⼦⺠。⼤家要留⼼⾝處於末世，瘟疫在這世

代的爆發會越來越頻密。在2009⾄2010年曾有豬流感
(Swine Flu)，2012年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MERS)，繼⽽是2019年底⾄今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地球正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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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我們學習謙卑的好時機，今次新冠病毒對已發展
⾄國家和地區的嚴重衝突，神要⼈知道⾃⼰是渺⼩的，世界

可以出現無法控制的狀況，疫情令全球多達三份之⼀⼈⼝需

要⾯對封城 (A third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on
coronavirus lockdown)。神⽤瘟疫使⼈學謙卑，你學到
嗎？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

你們升高。(彼前5:6) (新譯本)

 
經⽂讓我們明⽩謙卑就是要服在神的⼿下，「服」的英⽂翻

譯是go under 和go low。現在是神要⼈「向下」的時候，
「限聚令」的出現令港⼈減少外出。你會認為⾃由受到剝

奪，⽽要反抗嗎？你能樂意謙卑，服在神⼿下嗎？瘟疫影響

環境，你⼜學到甚麼屬靈功課？

 
疫情逼使⼈慢了下來，現在不是憂慮經濟的時候，雖然有⼈

被裁員或要放無薪假（這是⼈⼈不想出現的狀況），但反過

來看，我們卻因此換來更多⾃主的時間，能為主耶穌所說信

徒在末世將要⾯對的逼迫作好準備。疫情之下，⾹港的醫院

不許探病，要⽤網上視像⽅式來慰問病⼈。我們本以為理所

當然的活動或⾏動，都變得不可能，可⾒時間和⾃由都不在

⼈的掌握之中。

因此，現在既然需要多留在家中，便應把握時間，修補和鞏

固與家⼈之間的關係；在許可的情況下，也應盡⼒修補⼈際

間或已破壞的關係。這都是⼈學謙卑時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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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是「屬靈蟻⼈」的三個學習重點之⼀。由於與世界

主流推崇展⽰最強⼀⾯的教導背道⽽馳，更需要我們多加操

練，才能順服於神的主權下，成為⼀個謙卑的⼈。

 
歷代志下7章12⾄14節記述雅偉與所羅⾨的對話，論到三種
災禍：不下⾬，蝗蟲和瘟疫。

 
讓我們能掌握：

(1) 作為神的⼦⺠，應當做甚麼，
(2) 神⼜會做些甚麼。
 
瘟疫之下，神的⼦⺠⼜有甚麼該做的事呢？

有四樣該做的事：

第⼀是謙卑；

第⼆是禱告，現在應學習慢慢地、恆常地禱告和靈修，好好

操練我們的屬靈⽣命。

第三是尋求神的⾯，禱告的⾸要⽬的，並不是要神聆聽我們

的呼求，⽽是要尋求神和親近神，與神建⽴更深的關係。⼈

在饑餓的時候，知道要尋找⻝物；現在應是我們屬靈饑餓的

時候，便應當尋找神。

第四是轉離我們的惡⾏，這惡⾏就是罪。在疫情之下，你有

⾃我鬆懈⽽犯罪，得罪了神嗎？很多⼈在瘟疫中犯罪，不論

是昔⽇的以⾊列⼈，或是現代⼈，也是如此。故此我們要正

視問題，趕快處理，要「轉離」惡⾏。「轉離」是指180度
的改變，進⼊相反⽅向 (u-turn)，不單要認罪，還要悔歸，
從活在罪中，反過來歸向神。

7  神的⼦⺠，別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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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神的⼦⺠該做的四件事，神也會在瘟疫之下做三件事，

就是垂聽，赦免和醫治 (代下7:14)。
 
全球的⼈都要學「謙卑」；⽽神的⼦⺠更要學禱告、尋求神

和轉離惡⾏，神會垂聽謙卑⼈的禱告，惟有謙卑⼈才會認真

處理罪，悔改回轉，才能蒙神赦免。當每個⼈都謙卑⾃⼰，

藉著神的⼤能，這地才能真正得到醫治！

 
當⾹港在2020年3⽉16⽇開始實施「限聚令」後，⼤約⾸半
個⽉ (截⾄4⽉1⽇) 的確診⼈數仍⾒不斷增加；但從4⽉2⽇
起，確診⼈數持續減少，並於4⽉21⽇起，開始出現「零」
確診的⽇⼦，這些都是港⼈遵守「限聚令」得來的成果。

 
然⽽，我們還是不能鬆懈，有專家認為現時的新冠肺炎與昔

⽇西班⽛流感 (Spanish Flu, 1918年6⽉⾄1919年5⽉) 的散
播⽅式相似。西班⽛流感需要約⼀年才能解決，由此推斷新

冠肺炎不會在短期解決，⼤家仍要保持警覺。

 
當年西班⽛流感的感染⼈數忽⾼忽低，且經歷了三波。第⼀

波發病約半個⽉ (1918年6⽉中) 便已⾒⾼峰，並於同年7⽉
中⾄9⽉中變為錄得低感染⼈數。不久之後，第⼆波發病，
並於1918年10⽉⾒⾼峰，發病⼈數是第⼀波的五倍，直⾄同
年12⽉下旬⾄1919年1⽉底，才回復⾄低感染⼈數。1919年
2⽉⼜⾒第三波發病， 3⽉踏⼊⾼峰，發病⼈數是第⼀波的
兩倍，⾼峰後約⼀個⽉發病⼈數顯著減少，⾄1919年5⽉才
結束。

新冠肺炎的疫情，不排除與西班⽛流感⼀樣反覆。當⼈的防

疫意識鬆懈，⽽出現第⼆波的發病，便會變得⼿⾜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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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你保持屬靈上的省察，應多加反思以下三個問題：

1. 在瘟疫時候，你看到的是各樣不便，還是看到神有訊息要
告訴⼈呢？

2. 在這段特殊的⽇⼦，你有否在神⾯前安靜？
3. 你有否善⽤現在的時間，清潔⾃⼰的屬靈⽣命，提⾼聖潔
⽣命的敏感度呢？

 
按著主耶穌講述的末世預兆 (太24章，可13章和路21章)，災
難過後，信徒將受到⼤逼迫，由此可⾒，留在家中並⾮無所

事事，我們現在正好為⼤逼迫作準備。

 
現時留在家中的時間多了，有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做的。每

逢星期天崇拜，你寫下的講道筆記，整理好了嗎？難道現在

不是我們重溫這些訊息的好機會？例如孫雷牧師已分享超過

20篇關於主耶穌論到末世預兆系列的訊息，現在正是整理的
好時機，值得深化其中的內容。

 
最後，藉著保羅勸勉以弗所教會眾⼈⿎勵⼤家，要拿起神所

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

切，還能站⽴得住 (弗6:13)。

37



請與您的朋友分享
 
 

電⼦郵件:
bktw2020@gmail.com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