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日时刻 
  

         克服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惧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

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他必用自己

的羽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诗篇91：1、2 & 4 

---------------------------------------------------------------- 

  

 新冠病毒已经加剧全球动荡，这个示明了我们正处在预言中的时刻里

. 这种预警的大流行病疫造成了世界性的焦虑与不安，导致股市动荡和未

来不可预测的经济. 新冠肺炎病毒的发生又使今天的世上多增添了一项令

人惊骇的事。  

”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

路加福音21：26) 担心我们个人的福祉和亲人的安全，确实在挑战着许多

人的信心。 上帝的话语（圣经）教导我们：信心应该 ”你必不怕黑夜的

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诗篇91：5）但是，当新闻充满了可怕的末

日事件及许多的预言说将来还会发生更多可怕的事时，怎样才能使我们不

会恐惧呢？  

上面的述文有两个主要正面去克服恐惧的关键： 

1.与 神同住，永远都在大能者的眷顾之下 

2.了解圣经中 神的真理， 并通过这些来理解祂的计划和目的。  

  

                   住在至高者的隐密处 

  

  要在《诗篇》91篇中获得这一应许，就必须与全能者 “心脑“ 相通，

在 神的话语中，祂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意味着人类要背弃罪恶和自私，

渴望与上帝和睦相处“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哪，你们都当寻求



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 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 - (西番雅书2：3) 

     那些全心全意将自己的意志奉献给上帝的人会发现一种平安，这种

平安可以超越所有世俗的理解。 （诗篇 50：5 ，腓立比书4：7），这些

人知道，在所有的情况下，上帝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上帝不仅是爱，而且

是全智与全能的。 这些人相信，即使身体上的伤害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

家庭、家人、或个人 ，但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会带给

他们的生命更美好。 对他们来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

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罗马书8：28）； ”所以我们

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

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 （哥林多

后书4：16～18） 

  

                  遵守上帝的真理— 在祂的遮荫之下 

   

  基督徒通过他们学习的经验，拥有与基督耶稣相同的心态与思想。 “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 - (腓立比书2：5）；“ 他因摆在前面

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希伯来书12：2）。 我们的先驱者

基督是圣洁、无辜、完美无缺的，与罪恶分开。 在他30岁时，将他的生

命献给了上帝 - 受约翰的洗礼 - 放弃了自己作为世上完美人类永生的权

利。 耶稣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机和每一个举动都是与天父的旨意完

全和谐。 耶稣受洗之后，他立即做了什么？ 他走进旷野祈祷并沈思上帝

的圣言。  

    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是在当今世界承受巨大压力时克服恐惧的第

二个关键。 使耶稣忍受重担的喜乐是他的十字架—— （他忍受了三年半的

十字架），这是 神对全人类的爱所计划的智识，就像耶稣一样，我们必

须牢记这大计划，不仅仅是为那些现在爱祂的这些人制定的，且也是为祂



创造的整个人类的利益而制定的。 这也是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忍受十字架

的喜乐。 这同样的喜乐，它将带领基督徒渡过每一次的考验。  

    但说，难道没有因经历那大艰巨的考验而流下眼泪吗？ 没有恐惧席

卷心头的时刻吗？ 是的， 即使耶稣在他的朋友拉萨路死后也哭泣。 耶

稣在花园里惧怕 - 担心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可能没能实现上帝对他所期望

的一切。 “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

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

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

希伯来书5：7～9） 

     注意：基督是完美的被造者- 意味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展他成为

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也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希伯来书4：15，

12：4），上帝祂不仅怜恤耶稣，也怜恤我们的眼泪，当我们被我们的经

历感受所击溃时，我们慈爱的天父祂能了解。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祂的人。 ”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

不过是尘土。 ” (诗篇103：13，14） 

     因此，即使有几次恐惧和悲伤，基督徒也能喜乐，因为他们认识到

苦难是有目的的。 就像我们的主ㄧ样，我们也要能更体恤其他人的忧伤

和痛苦。 就如诗篇中说：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诗篇23：

4)，耶和华，我们的大牧羊人，引导祂的孩子们，从苦难的经验中教导及

管教他们。 “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

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 （希伯来书12：11） 

  

                     苦难中得平安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天晚上，他对他最亲密的信徒说了这些话：“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 (约翰福音16：33）耶稣没有

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是那些跟随基督耶稣脚步的人，将会面临艰难的时刻

，但是尽管他警告自己的追随者有苦难来临，但他也确保在以后的日子里



会与信徒们同在，指导他们生活中的每件事。 他藉由天父的话语应允安

慰和指导信徒们。 -（约翰福音16：13） 

      知道 神在地上为祂的国度做准备的举动，对于消除人们心中的恐

惧是至关重要的。 基督徒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真理基础上，才能渡

过人生的风暴。 圣经中充满了预言，这些预言提供了基督徒在其生活中

需要准备的必要信息。 但是上帝只提供适当时期的预言给与应有的理解

。 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 (

约翰书16：12）当上帝看到真理将帮助他的仆人时，真理就展开了。 例

如，上帝对但以理说：”但以理阿，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

直到末时”-(但以理书12：9）但以理祈祷，想要了解他所预言的末日预

言，但现在不是上帝子民知道这ㄧ解释的时候。 不过，现在我们生活在

末日，上帝的子民对但以理被告知要密封的预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发现 神将如何结束这个腐败的世界并建立祂的国度，对于能减轻我

们的恐惧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的每一部分，包括政治、金融、社会和教

会等都已经变得腐败、动摇并要崩溃。 认识到上帝必须首先拆除旧的社

会结构，以便迎接新纪元的来临，这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因为

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事物被移除。 仅仅知道这些已告知的预言，就应

该足够让我们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建立更牢固的信心。 上帝正在执行他

的计划，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神所应许的荣耀。 ”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

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堂满了荣耀⋯，这垫堂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

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 (哈该书2：7、9） 

   因此，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查考圣经 — 不仅要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而且要了解这些计划的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上帝的计划是最

好的解决方案 — 一种补救措施。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罪、并受自私和各

种形式邪恶的影响，那些从中吸取教训的人，将渴望上帝的正义、和平的

王国。  

但是要当心，对圣经的误解会引起混乱和毫无根据的恐慌。 如今在基督

教书架上有许多书籍引起轰动和虚构了圣经的预言事件。 在以西结和启

示录中发现的象征性段落被解释为原义，尽管圣经确实在此时指出了世上



的麻烦，如对圣经有错误的解释则会完全扭曲上帝仁爱的品格和计划。 

因此最好的作法是将每一个学说都与这两个真理的中心点相提并论： 

1.当时间一到，将会验证赎罪是为所有人 

2.上帝就是爱 

  

      信心的考验比黄金还宝贵 

  

     所有基督徒都将在信心上受到考验- 每个人都必须根据经验的发展

来找寻最有价值的生命冠冕。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

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著称赞、荣

耀、尊贵。 ” - (彼得前书1：7）对于那些寻求在上帝的国度里与基督

一同作王的人，他们必须具有像结晶般的品格，始终忠于主。 这就是为

什么上帝允许反复试验我们的信心，并不是 神没有怜悯心而是我们必须

表明我们对祂的信任。 上帝不是在寻找人完美的表现，因为没有人会完

美，但祂正在寻找ㄧ颗完美的心。 因此，基督徒不是经常可以在每次的

试验中都很快地找到平安与喜乐。 这需要时间来学习圣经中的教义和原

则 — 用一生的时间去发展成熟的信心，这是上帝正在祂的子民中寻找的

。“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 启示录2：10） 

 

              敬畏耶和华是智能的开端 

             箴言9：10 

  
   尽管肉体无法有完全的信任与信心，基督徒藉由基督把自己的生命献

与上帝，基督徒确信耶稣会为他们代祷。 “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 (希伯来书

4：16) 真诚的基督徒已公开被邀请，只要通过上帝的儿子就能亲近天父

，祈求所需的恩典和帮助。 不需要地上的中介 —— 基督是我们唯一通往

上帝的生命线。  



    然而向天父祈祷不是特权，要以真诚与敬畏的心来祷告。 耶稣最早

期的门徒问：“ 求主教我们祷告 “ - (路加福音11：1），这是个最贴

切的问题— 是要有一个确定的方式来接近这个宇宙之王的。 耶稣回答说

：“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 - 

( 马太福音6：9)，只有那些真正把心献与上帝的人， 才有特权称他为父

，并且也确保上帝对他的孩子们能得到真正父亲给予他们的爱护与照顾

。 - (也请参考罗马书8：13～17）然而，一些人的错误观念，把上帝降

格到他们的层次，真要接近我们的天父，应该是要以最高的敬畏之心 — 

” 尊你的名为圣 “。  

  

   

     关于那些仍处在黑暗中的人— 平息恐惧 

  

    也许我们的恐惧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所爱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仍

未相信上帝，并且生活与上帝的诫命背道而驰。 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办法

，但是那些现在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呢？ “ 他为我们的罪

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 （约翰ㄧ

书2：2），” ⋯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

的救主。 “ - (提摩太前书4：10），在此再次地了解到上帝慈爱的品格

和计划可以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希望。 当 神的旨意最终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时，然后 ” ⋯ 祂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

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 - （提摩太前书2：3～

6）现在或许是我们的时刻了，但其他人将会有充分、公平的机会在未

来 神的王国来到时得到基督的教化。  

    想象ㄧ下，撒旦与他的恶魔团队将从世上被消除时，人类渴望学习正

义。 (请参看以赛亚26：9 & 启示录20章)，想象那时上帝的爱子 (不是

撒旦 ），基督将要统治全世界 - (比较 哥林多后书 4：4与哥林多前书

15：22～26），是时的情况将会是基督再来，在他的翅膀之下得医治 — 



统治者将与他的新娘以正义来审判。 - (玛拉基4：2 ； 以赛亚35：1～

10 ；启示录22： 17）。  

     我们仁慈的造物主，已经为我们筹备了一个多么美好和奇妙的计划

！ 基督和他的新娘— 怜悯世人，因为他们有过受难、痛苦的经验 — 他们

将是上帝荣誉的代理，将带领其余的人类与上帝和睦相处。 ( 使徒行传

15：16、17）那时，那些现在被错误和罪恶所蒙蔽的人，将开始看到邪恶

被允许存在是为了使他们得益处 — 在他们的教育与发展上，以便使他们

的心准备并愿意接受新政府。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 必有首领藉公平掌权。 必有一人像避风

所，和避暴雨的隐密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盘石的影子在疲乏之

地。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 冒失人的心，

必明白知识结吧人的舌，必说话通快。 ”- （以赛亚书3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