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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慧修∕譯

COVID-19 疫情是世界末日的預兆嗎？
聖經中「預兆」的定義
最近有一位著名的運動員問了我
一個問題：「聖經預言過COVID-19
嗎？」這次這個病毒的大流行讓我們
想起聖經中的預言，我們過去從來沒
有經歷過如此像末世的景象。很多城
市關閉，學校和公司採用網路教學或
工作，大型的聚會、婚禮和喪禮都被
延期或取消，某些商品的貨架也都空
了。這個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個
病毒和末世有關嗎？耶穌基督的再來
是否已在眼前？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
的預兆？

我們要如何知道COVID-19病毒
的大流行是不是一個世界末日的預
兆？首先我們要定義什麼是聖經中的
「預兆」：聖經中的「預兆」是指一

件事、一個象徵、一樣東西，或一個
人，其存在能指出神未來計劃中的重
要事情。耶穌在路加福音21: 25說：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
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
慌慌不定。」耶穌說世界末了會有預
兆，但問題是，現在的病毒疫情是不
是其中的一個預兆？

在馬太、馬可、路加三個福音
書中，都有一段主耶穌對四個門徒說
到世界末了的預兆，我們一般統稱為
「橄欖山講論」。現在讓我們來看
馬太福音24: 3-8所記的對話：「耶穌
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
『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
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
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
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
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
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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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
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
馬太福音24章是一個預言性的講
論，耶穌將祂的門徒們帶入一個尚未
臨到的時期，一個他們都沒有經歷過
的時期。因為經文的內容包羅萬象，
所以很多人稱之為「迷你版的啟示
錄」；它猶如啟示錄的序曲，內容是
主耶穌對未來所作出的概論大綱。

末日的預兆
門徒在此問了耶穌三個問題：什

麼時候會發生這些事？耶穌降臨的預
兆是什麼？世界末了的預兆是什麼？
主耶穌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回答佔
了全章的大部分，但祂對第一個問題
的回答卻是在36節：「但那日子、那
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
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因此如果有人說他知道耶穌何時會再
來，你可以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連天使都不知道，耶穌在世上
的時候也不知道，惟有天父才掌有
答案。
對於門徒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
─主降臨的預兆是什麼？世界末了
的預兆是什麼？耶穌說了六個預兆，
這能幫助我們判斷現今是否已經是耶
穌再來前的最後時刻。第一個預兆是
假基督的迷惑，亦即會有人前來宣稱
他是彌賽亞；第二個預兆是國與國之
間的糾紛和戰爭；第三個預兆是全世
界都將遭受到大毀壞，這也是我們在
此要討論的內容；第四個預兆是有信
徒會陷在大災難裏；第五個預兆是假
信徒的背叛；第六個預兆是最後福音
將會傳遍全世界。這就是耶穌說祂再
來之前會有的六個預兆。
聖經告訴我們，此時此刻我們基
督徒是生活在「教會時期」，但有一
天這個時代會突然而止─當號角的
聲音響起，在基督裏死了的人都將復
活，而還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都將被
提到空中與主相遇，一同回到天上，
這就是「教會被提」。接著地上會發

生七年的大災難，詳細記載在啟示錄
的4-19章，而在「大災難時期」的末
了，耶穌就會與眾聖徒從天上降臨，
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這便是「國度
時期」的開始。
我們要知道，馬太福音24章裏
所說的預兆，和教會被提的事完全無
關，因為這六個預兆是關係到耶穌基
督的再來，而那時教會已經被提了。
根據耶穌在馬太福音24: 32-34說的
話，見到這些預兆的世代，也將見到
耶穌回到地上。祂這樣說：「你們可
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
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
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
都要成就。」耶穌的意思是說，當這
六個預兆發生的時候，就表示耶穌要
在大災難時期結束的時候回到地上，
而不論當時誰還活著，都能在死前見
到耶穌的再來。換句話說，見到這些
預兆的人，也將會見到我們的救主。
我們要注意，這六個預兆和教會
被提完全無關，也就是與耶穌在空中
接我們的事無關。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耶穌已經說過，祂在教會時期結
束時來接我們到天上的那個時間，是
不會預先通告的，是突然來的，沒有
任何預兆和警訊，也不需任何事先行
發生。「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
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
去一個，撇下一個。」
（太24: 40-41）
在神的計劃中，下一件要發生在
信徒身上的事，就是主耶穌要來接我
們與祂一同回到天上。而當這些預兆
發生時，教會已經被提，我們已經在
天上與主同在，所以我們完全不需要
擔心這些預兆，或這些預兆之後所將
發生的事，因為我們不會經歷到那些
事，那時我們已在天上了。

末日前的陰影
耶穌說的那些預兆將發生在大災
難時期，它們是指向基督的再來。然
而那些預兆會為它們之前的時期蒙上

陰影──有些預兆可能會在教會被提
前很久就已經以某種形式發生了，所
以雖然它們在本質上是基督再來的預
兆，卻也隱然成為教會被提的預兆。
約翰•華活特（John Walvoord）
牧師曾經說過一個例子，能幫助我們
了解這些預兆與教會被提和基督再來
的關係。他說12月的聖誕節來臨前會
有各式各樣的「預兆」：你會在各處
聽到聖誕節的音樂，看到聖誕節的燈
飾、擺設，甚至包括聖誕老人；但你
可能會忽略在11月先來臨的感恩節，
因為感恩節幾乎沒有什麼預兆。基督
的再來就像是聖誕節，在它來臨前有
許多特別的預兆會先行發生，如聖經
所記；但教會的被提卻像是感恩節，
沒有特別的預兆指出它的來臨，不過
當你在秋天就看到聖誕節的裝飾品出
現時，你就知道感恩節也近了。
讓我們再回到原來的問題：現
今的疫情是否就是教會被提的預兆？
當然不是，因為教會被提是沒有預兆
的、是突然發生的。那麼這疫情是否
是基督再來的預兆？我不能肯定地說
它是，但也不能肯定地說它不是；它
可能是耶穌所說的第三個預兆─全
世界都將遭到大毀壞─ 的早期證
據。如同我前面所說的，大災難的預
兆可能會在教會被提前的最後幾年開
始出現，而耶穌指出那時會有瘟疫的
發生（路21: 11）。那不就是我們現
在正在經歷的事嗎？根據字典的定
義，「瘟疫」就是會傳染的流行病，
它有毒性，會造成大破壞。這不就是
我們現在的景況嗎？如果馬太福音
所記的預兆告訴我們，耶穌基督將會
再來，而且我們僅知道祂會在一個七
年的時段後再來，而現在發生的事又
很像預兆的事，那麼我們也有可能離
那個七年不遠了，因為這兩件事在時
間上相隔不遠。但耶穌說引向基督再
來的瘟疫像是生產時的痛楚，意思是
說這個痛楚會愈來愈頻繁、愈來愈強
烈，這也表示我們會看到更多、更頻
繁的傳染性疾病的大爆發和大流行，
而且會影響更多人，也會更致命。

由此看來， COVID-19的疫情是
基督再來的預兆嗎？它是耶穌所說的
瘟疫嗎？可能不是，因為它並不完全

符合預言性兆頭的條件。我不能肯定
地說它就是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說的
第三個預兆的實現，但卻很像，所以

這次的疫情可以作為我們今日的「警
兆」，提醒我們基督再來之預兆的存
在，以及這些事會發生的必然性。

我們從COVID-19疫情學到了什麼？
這段時間我和大家一樣，大部
分的時間都待在家裏，因此有很多時
間思想COVID-19這個全球性的傳染
病：它的發生代表了什麼？有什麼意
義？我們能從它學到什麼？相信這些
思考將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事奉主，更
好地過生活，也成為更好的人。
以下是我學習到的六項功課：

1. 人的脆弱
根據報告，年長的人和原有疾病
在身的人，最容易感染這個病毒；但
除了他們以外，每個人也都有可能被
感染。有時我們會以為明星、球員、
政治人物是無敵不敗的，但他們當中
也有很多人都得病了。不論你是什麼
人物、做什麼工作、擁有多少錢，在
大流行病來臨之時，都是很脆弱的。

這使得我們所有人都得謙卑下來，
認識到自己的生命是多麼地需要仰賴
神。如果我們能夠這樣，也不失為是
一件好事，因為正如彼得前書5: 5所
言：「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
的人。」可能在這次疫情結束之前，
我們的國家就會更多地屈膝在上帝面
前；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它就會是一
個比疫情前更好的地方。

2. 聖經的可信
在過去50年裏，我認真地研讀聖
經，每當讀到大災難時期在世界將發
生的事情時，總會停下來思想。我相
信它們會發生，不是因為我知道它們

將如何發生，而是因為聖經說它們會
發生。聖經說的大災難時期，充滿了
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比我們現在所經
歷的還更可怕。例如先知以西結38: 22
曾預言神要介入，審判那企圖毀滅祂
百姓的敵人：「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
事刑罰他；我也必將暴雨、大雹與
火，並硫磺，降與他和他的軍隊，並
他所率領的眾民。」那個情況會有多
糟糕呢？以西結說以色列人要用七個
月的時間埋葬屍體。當你讀這段聖經
記載時，是不是會覺得像在讀科幻小
說？好像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雖然我讀過這些話，也教導這
些話，但都是停留在腦子的層面。我
相信聖經說的是真實的，但還是不清
楚它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從
沒見過這樣的事，整個世界和歷史
上的人也都沒經驗過這樣的事。雖然
我曾經整理出過去10-100年間世界發
生過的大流行病，但我個人從來沒見
過像COVID-19的傳染病，而在經歷
了這次的疫情以後，我現在更能了解
和體會到大災難時期的可能情況。與
COVID-19流行的同時，我們也聽到
中東所發生的蝗災，因此有人擔心會
有敵人趁著我們國弱的危機來進行傷
害。所以如今我們讀到聖經上說這些

事的經文時，就要更仔細地讀，也要
更多帶著禱告的心來讀，因為我們現
在不只知道這些事將會發生，而且也
了解它們可能會如何發生。你看，即
使擁有強大軍力的國家，在面對這麼

微小的病毒時，仍不得不打亂人們的
生活，迫使人們留在家中，也不確定
要如何打贏這場仗。人真是脆弱，而
聖經所記真是可信！

3. 生命的不定
我的意思是說，沒有人會想到
這件事的發生，沒有人會在事前就預
備好要把今年的活動都取消，也沒有
人預料到政府會把城市和商店關閉，
不再去公司上班或教堂聚會。大家都
被禁足，直到另行通知。誰會想到會
有這樣的事發生呢？但使徒雅各卻想
到了，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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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4: 14）雅各的想法似乎和
詩篇的作者呼應：「你使我的日子
窄如手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無
有；各人站得最穩的時候，也只不過
是一口氣。」（詩39: 5，新譯本）你
知道聖經上有一個人曾有過這樣的經
歷而無人能理解嗎？他的經歷類似這
次疫情，但比這更糟得多。如果你問
約伯，他的生活全然被毀之後，學到
了什麼功課，他可能會說是 生命的
不定和短暫：「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
快；急速過去，不見福樂。我的日子
過去如快船，如急落抓食的鷹……人
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
出來如花，又被割下；飛去如影，不
能存留。」（伯9: 25-26; 14: 1-2）

人生的日子是多麼地不定，卻

又是多麼地寶貴！我盼望大家都能利
用這段居家的日子反思自己的生命，
並且感謝神為我們所成就的事，以及
祂向我們所顯出的豐盛恩典。我們不
能確知明天將會如何，明天不屬於我
們，不在我們手中，不是我們的決定
所能控制的。這次的疫情無端出現，
出人意料，即使我們為整年作了豐富
又美好的計劃，如今都得一一刪除。
因此即使這次疫情不是主耶穌再來的
預兆，我們也還是從這次疫情學了
很多。
4. 盼望的珍貴
這一點實在讓我驚訝。我得承
認我特別注意到這一點，是因為最近
讀了約翰•堤爾尼（John Tierney）
和羅伊•鮑梅斯（Roy F. Baumeister）
合寫的一本書，名叫《壞事的力量》
（The Power of Bad）。這本書深入地
探討人們生活中負面之事的力量，而
如今的疫情正好可以作為他們理論的
實際例子。在這個疫情中，每個人被
拉入的處境有多糟糕呢？大量的報導
都偏向負面，但疫情雖然嚴重，卻還
不會是世界末日。如果你每天聽負面
的消息，可能會被壓垮、失去盼望，
其實仍然有許多正面的消息和盼望：
很多人感染這病毒後都痊癒了，我們
未來對大流行病的處理將會更好，新
的藥在研發中，舊的藥可轉用來治療
這個病……
我希望你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
個疫情，雖然我們確實是在一個大問
題中，但世界末日還沒來，現在還沒
來，我不認為這個疫情是基督再來的
預兆，它只是一個警訊或警鐘。對基
督徒而言，我們的盼望不是醫藥，而
是萬軍之耶和華。記住以下的經文，
將會抵消你所聽到的壞消息：「倚靠
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
福了。」（耶17: 7）「仰望耶和華他
神的，這人便為有福。」
（詩146: 5）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
固又牢靠。」（來6: 19）「我卻要常
常 盼望 ； 並 要 越 發 讚 美 你 。 」 （ 詩

71: 14）「義人的 盼望必得喜樂。」
（箴10: 28）

5. 有耶穌就足夠
聖經把這一點表明得最清楚之
處，莫過於耶穌跟門徒談到末世之時
（太24章）；這是祂在離世回到天上
之前所作的預備。福音書中有多處記
載耶穌跟門徒談到祂將被釘十字架和
升天之事，以預備門徒面對未來，如
果你把這些經文放在一起來看，就會
發現耶穌深深地關心著祂的門徒。還
記得約翰福音14: 1-3的話嗎？「你們
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
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
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
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
那裏。」約翰福音16: 33也同樣是耶
穌快要離世前說的話：「我將這些事
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
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
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我們大部分人都很熟悉這些話，
但我要請你用一個新的眼光來看。請
注意， 耶穌對門徒的應許就是祂自
己─門徒要在耶穌的裏面才能找到
祂的平安；祂的平安是藏在祂裏面。
我們所需要的平安是在耶穌裏面，而
不是在祂說的話或是祂做的事裏面。
然後耶穌又說，在世上你們會有「大
災難」，但我已經勝過了「世界」。
請再注意，耶穌不是說在世上你們會
有「大災難」，而我已經勝過了「大
災難」；這是我們常搞錯的。換句
話說， 耶穌不僅勝過了那件事，而
且還勝過了發生那件事的環境。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世上我們會有
COVID-19病毒的流行病，但我們可
以放心，因為耶穌已經勝過了發生這
流行病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在耶穌的
掌控之中。」
在此時，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
中，我們也不能忘記耶穌在哥林多後
書12: 9告訴我們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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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切信靠耶穌基督
的人而言，可能已經在許多地方展現
出「有耶穌就足夠」的生命─你可
能寫了很多郵件、短信，向你的家人
和朋友們述說耶穌在你生命中所做的
事，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我們
要傳揚耶穌所做的事，祂能在其中顯
明自己、榮耀自己。」

6. 得救恩的緊急性
我有一位外科醫生朋友名叫李
察•福曼（Richard Furman），他曾
對我說：「不論你做什麼，都一定要
把你的信息告訴每個人；但你別忘
了，如果他們只聽到你對身體的信息
而沒聽到屬靈的信息，就沒有太大
的意義。」福曼在宣教工場做外科手
術，設置外科手術室，但他的外科手
術不是那種只有基本配備的地方就能
做的。人們從四處來尋求他的幫助，
而他在做手術前，一定會在病人還
醒的時候先跟他們分享福音，因為他
說：「如果我只是救了他們的性命，
卻沒有幫助他們得到救恩，我就等於
沒做什麼。」所以我也想告訴各位，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得到救恩，卻染上
了COVID-19，我希望你能好起來，
但我更希望你在被隔離時能認真地想
一想你與上帝的關係，因為聖經在哥
林多後書6: 2說：「 現在正是悅納的
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最後再說一個故事。老喬自承
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愛喝酒、賭
博、亂發誓，用欺騙的方法得到自己
想要的東西，從來不會想到上帝。某
一天，他因為持續的胃痛而去看醫
生，他最擔心的是醫生不讓他再喝酒
了，但醫生的診斷比他想的更糟糕：
他得了胃癌，而且已經轉移。醫生說
他只剩下6個月的生命。
當他住院時，有一位牧師來看
他，跟他談永生的事。老喬以前已經
聽過這個話題很多次了，每一次他都
充耳不聞，繼續照著自己的方式過
生活。但這一次他卻聽進去了，這個

被他置之不理和壓抑的真理在他心中
復甦過來，讓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一
生都揮霍在完全自私的慾望裏。他心
中感到戰驚害怕，因為他知道自己不
久將要面對上帝的審判。但牧師向他
解釋，耶穌基督已經為他的罪受了刑
罰，因此只要他願意，他的罪就能得
到赦免。老喬欣然接受這份禮物，不
久後就平安地離開人世。
我們一般稱老喬這類的例子為
「臨死前的悔改」，這不是得
救恩的最好和最有保障的時
機，但因上帝有無限的愛，祂
希望我們都能永遠與祂同在，
所以也接納最後一分鐘才到祂
面前的人；耶穌甚至應許那個
與祂同釘十字架的強盜將會得
到救恩。上帝賜給我們的，都
是超過我們所配得的；祂滿有
憐憫、恩慈、寬容、忍耐，為
了領我們悔改而受痛苦，但祂
從不勉強我們，而總是讓我們
作選擇，自願到祂的面前。老
喬的故事中有一點很重要，那
就是他接受了 警訊，知道自己
的生命即將結束，所以就採取
了適當的行動，進到耶穌基
督的面前。雖然他臨死前才悔
改，但他所做的是一件明智的
事；他根據自己所得到的知識
走出了正確的一步，雖然有點
兒遲，但也不算太遲。
上帝藉著這個世界的黑
暗景況對我們說話，祂警告世
人，有一天基督將再回來，審
判將要臨到。這一切的事理當
令我們深思，並且是以前所未
有的嚴肅性來深思，因為我們
現在真的看到未來可能發生的
事。當大災難時期快來時，上
帝的子民將被提到天上，但那
些聽過福音卻拒絕相信的人，
就再沒有機會了。
因此，根據我們讀的經文
和所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我最
想問你的問題是：你是基督徒

嗎？你是否信靠了基督？在你的一生
中，是否曾經承認過自己是罪人，也
請求過耶穌基督赦免你的罪，進入你
的心中，並賜給你永生的禮物？如果
你從來不曾這樣做過，我邀請你現在
就作一個決定；不論你在哪裏，上帝
都正在看著你，只要你是真心的，祂
就一定聽你的禱告。請你現在就對上
帝說：「親愛的上帝，我知道我是一
個罪人，我知道罪的代價就是死，但

我不想死在罪中，我想要得到赦免而
活在盼望中。所以耶穌基督啊，求
祢進入我的心中，赦免我，賜給我救
恩，賜給我永生的禮物，這是祢在
聖經上所應許的，我相信祢，我依靠
祢，我知道祢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我今天接受祢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阿們！」
（全文節譯自David Jeremiah的講道
"Is the Coronavirus in Bible Prophecy?"）

歡迎使用以下方式支持台灣更新事工：

1. 郵政劃撥：13913941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更新傳道會

2. ATM轉帳：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更新傳道會
銀行帳號：
0460-717-365152

合作金庫

BIB115

哥林多前後書解經 (7/1 - 7/14)

以解經的方式，深入研讀並探討該書的背景、結構、神學思想、問題、答案與今日教會之關係等，特別具
爭論性的，如教會的紛爭、懲誡，基督徒間的法律訴訟、聖餐、恩賜的運用和基督復活的意義等課題。

BIB111

羅馬書解經（8/1 - 8/14）

從第一世紀的背景去研究羅馬書，是為了明白其信息和發展解經的技巧，並應用在一些特選的章節中。重
點將在於了解本書信的神學要點和對今日實際生活的教訓。

BIB106

啟示錄解經（9/1 - 9/14）

恭讀並研討主耶穌所啟示並預言之“必要快成的事”。由啟示文學之特性而探究七教會、七印、七號、七
碗、千禧年、新天新地等異象之意義，也由不同末世論之神學立場分析各經文及異象之解釋，而最主要是
提醒基督徒們，務必妥善預備並迎接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費用：US$95∕每堂
**註冊者會事先收到上課所需的講義和參考書資料，但請勿外傳。

5月真不是個太平月，新冠肺炎

目前為了訓練更多讀者使用這本

橋》。目前此套書已完成印刷，正在

的疫情才剛減緩，馬上明州警察暴力

不凡的助讀本聖經，我們同工正在各

往北美運送途中。此外還有更多新書

事件就發生了。在此末日將臨的日子

地組織試讀團隊，希望他們能成為日

在翻譯中，諸如：《耶穌與十誡》、

裏，人們一面說平安了！平安了！

後各地購買NIV Study Bible中文版電

《得勝者》、《夫妻同度人生風暴》

其實哪裏能有真正的平安？但感謝主

子版聖經者的「助教」，能隨時幫助

（書名均為暫譯）。感恩目前有一些

的是，我們在主裏的人，若肯與主相

讀者解決使用時不同的問題。如果你

有經驗的譯者投入，將來可出版更多

連，必能享受真平安，那平安非人所

有志參與這項服事，請洽更新同工

好書。編輯部也在訓練新的美術同

能奪，也不受環境的影響。靠主而活

Aileen.eBIBLE@crmnj.org。願委身成

工，設計上有新的氣象。簡體版的

的人有福了！

為更新電子版聖經試讀團隊的好處，

《尋道本聖經》已校對到以賽亞書，

[電子版聖經出版事工]

是能在第一時間內拿到免費下載的

預估近期內可完成全部的校對。這是

《新約四福音書》。希望這個試讀團

一本非常適合作為受洗禮物的聖經，

隊愈來愈有使用的經驗，求神裝備！

其中包含6000個最常見的聖經難題與

誠如大家所知，自從今年2月開
始，更新從事將NIV Study Bible中文

解答，深受讀者的喜愛，繁體版已上

版聖經，亦即《更新版研讀本聖經》

此外，為了配合讀者在不同的閱

設法製作成eBible以來，同工連同20

讀器方便使用起見，更新義工們也正

市，詳見更新書房的資料。

多位義工實在是忙得人仰馬翻，但感

在製作使用手機閱讀的小視頻，這個

◆ 《經歷疫情 思想永生》是傅強弟兄

謝主，也一步一步有成品上市了。由

小視頻需要簡短易懂，然而做起來卻

最近幾個月在封城情形下在居家避疫

於這次是更新傳道會第一次嘗試這麼

是大不易，請為投入的義工禱告。希

時寫的一本書，內容包括他在疫情中

大的工程，將整本《更新版研讀本聖

望我們能很快讓它與大家見面！你若

的默想和體會，也包括他個人及周遭

經》轉換成電子版的工作，其困難度

對這個eBible的製作有負擔，歡迎為

親友的見證。尤其是當他身不由己的

實在遠超我們的能力，因為要將這本

此事工代禱並奉獻。

處在全世界最嚴重的重災區，獨特的

NIV Study Bible中文版聖經中所有的

[一般事工]

經驗一定帶出深刻的反思和見解，特

寶貴資料，包括引言、串珠、原文譯

◆ 為了配合電子書的銷售，更新同

別是看到家中親人染疫，住入加護病

註及每章重要的經文註釋不但轉成電

工在webmaster指導下，開始更新我們

房，最後平安出院回家。這段經歷，

子版，同時需要藉著超鏈接，讓讀者

的網站，希望將之變得更加美觀，方

對禱告生活無疑是一大挑戰，在這煎

用「一指神功」可以馬上查得到資

便使用。由於有些架構上的改變，也

熬的過程中來思想永生，實在是一般

料！目前我們共動員了17位測試義工

需要更仔細的構思，並與美工搭配，

人在昇平的環境裏難以想像的。這本

和7位校對義工，在每本電子書上市

工程也不小，請為此事工代禱，你

書將同時以簡繁體紙版和電子書方式

前，要完成所有的檢查，肯定沒有任

若對更新網站有任何的建議，請不吝

提供各地讀者。

何的錯誤。目前單行本《馬太福音》

告知。

[更新學院]

和《新約四福音書》已經上市，在

由於自3月中起，更新同工都改

◆感謝神，由於各地疫情的持續發

Apple, Google Play Books和Kobo網站

為在家上班，但為了處理奉獻及寄書

展，許多人被困在家中，這也促使我

都可以買到，你若透過更

等事務，辦公室主任Acgla和其他行政

們需要進一步構思更新學院該如何繼

新網站購買更為方便www.

同工還是需要輪流進去更新辦公室，

續進行，以及讀經營和聖經講座日後

crmnj.org/store_us

讀者若有任何需要，可以繼續用732-

如何隨機應變的策略。由於更新學院

828-4545與更新聯絡。也請為同工們

已經成立了20年，開過無數的聖經課

慣使用這本人人都應擁有的聖經，

的安全禱告，願神賜福她們忠心的

程，為了繼續栽培神國人才，訓練更

更新決定讓NIV Study Bible中文版的

服事。

多的聖經老師，我們最近開始設計了

《馬太福音》長期免費提供給讀者下

[編輯事工]

一個跨越時空的教學方式，就是將過

載！你若將這本免費的電子書與任何

◆ 目前編輯部同工也都因為疫情而

去一些課程整理得更加完整後，存入

網上免費提供的助讀本聖經作一比

改為在家上班，但團隊合作無間，效

Vimeo網站。目前我們首先推出黃子

較，必能看出高下了。希望大家不要

率更高，比預定的時間更早完成「福

嘉牧師的神學講座的三門課：「哥

失去機會，同時鼓勵教會信徒下載。

音快遞包」的製作，此禮物包包括：

林多前後書解經」（7/1-14）；「羅

若能組成小小的網上查經小組，一同

《耶穌是神嗎？》、《無比的愛》、

馬書解經」（8/1-14）及「啟示錄解

藉此單行本好好把馬太福音的精髓讀

《心靈的平安》、《聖經的可靠性》、

經」（9/1-14）。由於這課程不受地

出來，豈不是美事？

《基督教與科學衝突嗎？》和《福音

區限制，歡迎大家盡快報名。

為了幫助華人信徒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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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來勢洶
洶，詭譎橫行，全世
界都面臨四面楚歌卻
無計可施的窘況。我
今年1月下旬就開始處
理一連串的變化，原
排定前往京城、東北
邊城、西北回城的工作，也都因為疫情
擴大、航班和火車被取消而作罷。學生
中有人開始關切末世的論述，這是很自
然的反應，但我認為當下更需注意的是
鞭策自己不放鬆地繼續禱告依靠神，相
信神會在最適當的時候對我們說話，回
應我們的困惑。
神始終憐憫我們的軟弱和疑惑，
祂的大能在應付我們眼前的難處上，是
綽綽有餘的。我相信神不會徒然讓人類
受苦，神做事都是有目的的。在宣教的
工作上，我們經歷過一個接著一個的試
煉，而神容許它們臨到，都是祂為塑造

我們生命而賜的特殊恩典，因此我們就
更能肯定，神不會讓我們所經歷的超過
我們所能承受的，神的美意是讓我們在
經歷中得到歸榮耀給祂的機會。
最近清邁封城期間，我讀了一本
書，提到1949年最後一批宣教士因政
局變動而被勒令離開。他們在創啟地區
的大西北服事時，遭受到當地政府無理
的軟禁和凌辱，而他們在那樣受壓的日
子裏，仍經歷到神的同在和保守；雖似
處在乾旱無水之地，卻仍能綠葉長青，
這很激勵我。的確，在面對一連串傷腦
筋的問題時，神的同在總能讓我們的心
平靜安穩，因此，面對每一個要來的寒
冬，重要的並不是有充足的供應，而是
有一顆平靜安穩的心。這應該也是今天
神的兒女最需要的。
看環境容易瓦解我們的信心，讓我
們失去信靠神的鬥志；神要我們看的是
祂的作為。許多時候我們只是勉強順服
神的旨意，而非懷著喜樂之心接受神的
安排。雖然知道萬事皆是按著神的計劃
在走，但有時仍不免疑惑或擔心，結果
都是自己得不償失。在屬靈的戰場上，

作主的門徒就必須對大元帥的戰略深
信不疑，並完全順服。宣教工場上一個
個的考驗，都是選召我們的神所作的安
排，但也常是我們意想不到的；然而只
要我們活在主的愛裏，我們的心就不會
因環境的改變而受驚害怕。
誰能預料下一個病毒爆發會在什麼
時候驟然來到？多年前在SARS期間，我
的一位同工受到感染，帶著呼吸器住在
隔離病房，整個辦公室和醫院內被驚慌
籠罩，我們的內心也甚恐懼，但禱告之
後卻能生出勇敢。後來這名同工帶著神
大能的見證健康出院，多家媒體都報導
了這樁美事。
宣教的工作隨時都可能陷入困境，
所以我們極仰賴神眾兒女們的禱告，好
使這聖工能在神的憐憫下順利進行。我
相信神藉著病毒或不同的方式攪動天
下，目的就是要讓福音傳遍天下，讓神
的兒女長大成熟，成為真正的門徒，回
應祂的呼召。相信接下來神要做的事，
就是要讓祂的聖道透過聖靈的工作，迅
速地在人心中燃燒生熱，使人回轉歸向
基督。（魏愛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