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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下的瘟疫
自今年一月，從中國武漢開
始爆發、後來被世界衛生組織冠
名為“新型冠狀”的病毒流行以
來，病毒以極快的速度傳播。到
本文起草的時候，在我們這個星
球上，有將近一半的人口被
“宅”在家中，還有上百萬的被
感染者和數以萬計的死亡案例。
自病毒爆發以來，流行病學家們
從醫學的角度，努力尋找傳染
源，傳染機制和遏制方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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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則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努力
探究這個全球性的突發流行病
毒，究竟會對這個世界帶來怎樣
的衝擊。用聯合國秘書長的話來
說：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以來全
球面臨最大的危機，“亦是聯合
國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考驗，可
能會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
亦會加劇不穩定和衝突……。”1
無須諱言，這場瘟疫，已經
成為這個“地球村”中所有人共

參：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20-03-19/remarks-virtual-pressencounter-covid-19-crisis

（2020-4-4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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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威脅。這些年來，“全球
化”這一詞彙相當地流行，根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0
年發佈的定義，所謂“全球化”
是指：貿易和國際往來、資本與
投資的流動、人口流動、知識的
傳播。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使人們
相信，隨着人類社會工業化的步
伐，科技、通訊和交通的進一步
發展，人類歷史必然要進入一個
全球化階段。到那時所有人都會
自動成為“地球村”的一員，使
得不同地域、民族或國家的人成
為一個共同體。因此有人在期
待，當全球化成為事實以後，人
類就能從根本上解決貧窮和發展
的問題，也可以一起處理一些重
大的全球性問題，比如氣候暖
化。而且因為文化和人員的交
融，將帶來實現永久和平的希望
和文化多元的美景。以中國為
例，自從八零年代推動對外開放
以來，迅速成為了“世界工廠”
和世界消費市場，數以億計的中
國人民擺脫了絕對貧困。中國也
因此成為了“聯合國千年發展計
劃”最為顯耀的亮點。幾年前，
中國政府也早已設定 2020 年，
為中國徹底消除“絕對貧窮”的
最後一年。
但恰在今年，突如其來的
“新冠肺炎”讓人類從一個全新
的角度來看所謂的全球化。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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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地球人的生活越來越緊密
時，一場原本可控的地區性疫
情，若處理不當，就可以波及全
人類，不論種族和階級，一同受
到致命的威脅。
從武漢肺炎爆發以來，儘管
中國實行了封城封路，但病毒卻
迅速藉着防不勝防的人員流動帶
到中國各地，也帶到了世界各
地。執筆之際，據報全球已經
有 190 個國家和地區都發現“新
冠”病毒的蹤跡。使得勢不可擋
的“新冠”成為了“全球化”的
急先鋒。有的國家從世界各地撤
僑，甚至鎖國閉關，停止國際間
的人員流動；許多的國家則下令
國民宅家抗疫，停止任何社交活
動，以阻斷病毒的傳播途徑。一
時間，跨國民用航空大規模地取
消；除了特定商品，國際貿易停
頓了；各地的留學生也中斷學
業，打道回府。短短幾個月，
IMF 所謂的“全球化”似乎瞬間
就被打回了原型。
人類是否還會回到“全球
化”的軌道來？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這又將是一種怎樣的全球化
呢？
聖經中記載了幾十次的瘟疫
爆發，但無一例外地，都與當事
人的犯罪行為有關。而所有流行
瘟疫的停止，都是當事人來到上
（下續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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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也
是今年的第一個“黃金
週”。由於新冠爆發的影響，
勞動者最擔心的是工廠或公司
倒閉，以及失業人口的增加。
請為中國社會的疫情後遺症禱
告，求主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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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春回大地的季節，人
們也期待隨着天氣的轉暖，
疫情能出現轉機，甚至得以化
解。請為所有生活在疫情陰影
下的人禱告，讓更多的人可以
靠主有平安。

3

經歷了七十六天封城的武
漢，自四月八日起已經解禁
了，但是疫情的陰影並沒有離
開武漢人，他們的生活不再一
樣。請為武漢的人民禱告，求
主賜下屬天的平安。

4

請為解禁後的武漢教會禱
告，尤其是在疫情中失去肢
體的教會。求主讓教會在經歷
傷痛之後，能在屬靈上更加強
大，成為更多武漢人的祝福。

5

請特別為在疫情爆發期間，
在武漢醫療第一線因感染而
犧牲生命的醫護家屬禱告。當
中有多位基督徒。求主親自安
慰這些家庭，也讓教會懂得如
何與這些家庭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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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解封以後，教會要逐漸
恢復原有的聚會形式而禱
告。如今他們依然面臨着被禁
止聚會，同時一些人因為怕被
感染而不願參加聚會等多種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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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一些受到警告和被噤聲
的武漢教牧和教會同工禱
告，他們在疫情過後同樣要面
對諸多外來的壓力。求主加添
屬天的力量，繼續靠主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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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在長時間封閉式管理之
後的武漢民眾禱告，他們解
封後發現，外地對武漢人的排
斥情緒非常強烈。這也使得不
少武漢人受到難以擺脫的情緒
困擾，求主憐憫和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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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武漢教會從事疫後福音
工作的基督徒和教會同工禱
告，他們目前主要是探訪和關
懷數以千計的死難者家庭。求
主賜下屬天的智慧，能將主的
愛帶給內心傷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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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母親節。請為所
有的母親們禱告。由於
學校停課，社會停擺，孩子們
主要是在家中由母親教導。請
特別記念各地辛勞的母親們。

11

疫情過後，大陸許多地方
都陸續恢復上班，但發現
不少公司的業務已大不如前。
請為憂心忡忡的業務主管，尤
其是當中的基督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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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過後，各地工廠因
業務不夠而停工，甚至
倒閉。有一些基督徒的公司和
工廠也在倒閉之列。請特別為
在沿海地區的 J 姓基督徒企業家
禱告，他正處在不得不終止業
務和遣散員工的艱難時期。求
主給他智慧，有最好的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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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為 Q 姓的基督徒
商人禱告，他開始將資
助在農村和三線城市全時間傳
道人家庭基本生活的活動，往
更廣的地域發展，到目前為止
基金運作良好。感謝主在國內
興起有能力的基督徒開展這樣
的事工，並禱告能有更多人為
了“興旺福音”而加入這事工
行列。

二○二○年五月

14

疫情期間，農村地區沒
有城市教會採取“網上
教會”的技術條件，農民基督
徒只能以小規模秘密聚會的形
式繼續傳統主日。解禁之後，
傳統的聚會正在陸續恢復，但
在五月春耕期間，不少的聚會
又會被迫停止。請為農村教會
在疫情後的恢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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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最早從傳統形式
改為“網上崇拜”和
“網上教牧”事工的地區，經
過數月已經累積出一些好的經
驗。目前，一些具規模的城市
教會開始在探求將教會的傳統
和網上事工相結合。求主引導
並使用中國教會，成為大疫之
後，世界各地教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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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中國的神學教育禱
告，由於網上神學教學
時常受到管理當局的關注，甚
至無預警中斷，使得網上神學
教育比網上教會更難生存。求
主憐憫，並保守那些忠心在神
學教育崗位上同工們的心，繼
續仰望那在人的國中掌權，行
奇事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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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主日。請特別記
念各地在網上證道的傳
道人。求主給他們屬靈的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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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曉得如何遠距離、繼續將主
的道澆灌在所有饑渴慕義人們的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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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一個在中國邊疆少數
民族地區從事跨文化宣教
的家庭禱告。由於從一月開始被
禁止聚會和串門，使得當地的事
奉受到很大的影響。如今，他們
的兩個未成年孩子也因為缺乏戶
外活動和團契而出現情緒不穩。
求主彰顯大能，眷顧和保守這個
忠心的家庭，能繼續為主做美好
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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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一個春節後才到北美
留學的基督徒高中生和送
他來的媽媽禱告，她們剛找到寄
宿家庭不久，就面臨了學校停
課，改為網上教學。生活上也陷
入既人生地不熟，又足不能出戶
的窘境。甚至不知道該不該立刻
返回中國？求主給她們母子平靜
安穩的心，能平安度過這個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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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早前，由於疫情在西方
國家接連爆發，許多學校
都關閉，留學生不得不提前回
國。請特別為為數眾多未成年的
留學生禱告，不論是回國還是繼
續留在當地，都能得到足夠的安
全和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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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為在北方農村事奉
的 L 姓傳道人禱告，雖然
他所在的村莊不再“封村”，但
不論出門到哪裡，都要按實名制
進行登記。這就影響他的探訪，
以及和教會成員之間的交往，求
主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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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爆發，各地民工
終於在三、四月份逐步回
到各自的工作地點，但自四月以
來，一再因開工不足而停工停
產，一些民工不得不考慮在春天
農忙的時候返鄉，導致多年未見
的春季民工返鄉潮。請為這些中
青年勞動者禱告，盼望他們能重
新適應農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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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國各地旅行，
實名制登記必不可少。而
這對家庭教會的教牧人員的服事
帶來意想不到的難處。請為在這
全民監控體制下的教會發展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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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原本已經開始實施的
全面監控管理，因着疫情
強度達到了空前的地步。許多基
督教跨地區的事工，如本土宣
教、神學教育和基督教學校，甚
至老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的關顧活
動，都面臨政治審查而被迫終

6

二○二○年五月

止。請為 2020 後，中國基督教
事業的發展迫切禱告。

明白神對他們人生的帶領，作出
正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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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由於中國監控程度的提
高，使得監管者對於一
般民眾生活行為和習慣的瞭解，
甚至比夫妻對彼此的瞭解更為詳
盡。這已經造成一些家庭成員
間，甚至教牧同工的家庭中都出
現裂痕。求主使得基督徒領袖們
能以此為自己屬靈操練的最佳機
會，成為一個在主面前、在人面
前都能坦然的時代工人。

26

每年五月底，都是各地
中小學畢業班學生最為
緊張的時間。許多人為了要預備
升學考試而全心投入。但今年以
來，由於學生一直都在網上上
課，需要更多自律，而一些學生
不懂如何把握好自己，甚至沉迷
在電子遊戲中。求主安穩其中基
督徒學生的心，使他們有端正的
生活和學習的態度。

27

請為那些原本在今年參
加海外升學考試的中國
學生禱告，由於考試時間延後，
一些學生和他們的家長要付出額
外的時間和經濟成本，也有學生
打消繼續去海外升學的打算。求
主幫助其中的基督徒，藉着禱告

請為那些在疫情期間繼
續滯留在城市寄宿家
庭，預備參加海外升學考試的農
村基督徒學生禱告。他們要比城
市孩子付出更大的經濟成本，經
濟基礎卻比城市家庭更為單薄。
求主讓他們經歷到上帝的豐富。

29

今年中國高考已經確定
為七月七號，請為那些
經過疫情的衝擊，正全力預備高
考的學生們禱告。通常，現在也
是許多高中畢業生燒香拜佛和找
人算卦的時候。求主憐憫，讓更
多的學生在基督裡找到人生的真
盼望。

30

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
前的週末，許多城市家
庭會在今天帶孩子春遊和購買禮
物。求主保守他們在疫情陰影下
既能享受到親情，又能遠離被病
毒感染的危險。

31

今天在許多教會有“兒童
主日”，求主祝福基督教
的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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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面前徹底認罪的時候，就出現
了“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
了”的記載（撒下 24）。
如今的疫情乃是全球性的，
並不是一國一民認罪悔改就可以
止息的。它在提醒我們全世界的
基督徒都要思考，是否應該回應
一月份武漢教會發起的聯合禱
告，公開認罪？是否需要來到上
帝面前，徹底反省自己的問題，
並洗心革面，痛悔，讓憐憫人的
上帝“止住”這新冠疫情？今
年，因着疫情在全球肆虐，事實
上普世教會都在“瘟疫”之中，
這正是普世教會同心向造物主上
帝認罪求憐憫，悔改求新生的大
好機會。我們要為人類為了追求
物質享受、實現物質的全球化而
懺悔，也要為以改善人民生活的
名義，實質是中飽私囊、滿足自
己貪婪沒節制的物欲而認罪，更
要為以全球化之名，謀求自己霸
權的心態而徹底地悔改。
此外，雖說“全球化”是最
近這幾十年被人議論最多的概
念，但事實上“全球化”並不是
現代人的新概念。當年亞伯蘭蒙
召去尋找應許之地的時候，上帝
對亞伯蘭的呼召，就是以全人類
為背景的（創 12:1-3）。因此
在亞伯拉罕蒙召的時候，“全球

化”的觀念就已經被彰顯出來
了。
其次，復活後的耶穌頒佈的
大使命，就是要將福音傳到地極
（太 28:19-20 ；徒 1:8）。雖然
在第一世紀，人們還沒有“地
球”的知識和“全球化”的概
念，但毫無疑問，從現代語境而
言，耶穌的大使命，乃是人類第
一個明確地指出要實現全球化的
使命。相比於現代人唯利是圖的
全球化目標，人類真正最需要的
“全球化”乃是福音的全球化。
當然我們要注意不要把現代
概念，生硬地塞進聖經，或用基
督教的術語去解釋“全球化”。
早在刻於唐建中二年（781 年）
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
就已經記錄着自貞觀九年（635
年）來到了長安的景教歷史，和
一百多年間景教士們的心路歷
程，其中寫道：
真常之道，妙而難名，
功用昭彰，強稱景教。
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
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藉着這段文字，我們得知，
早在唐太宗時代來華傳教的胡人
傳教士（景教士）千里迢迢，不
顧一切要趕來中國的原因，是要
看到“道聖符契，天下文明”的

實現。而這正是唐朝版本的福音
全球化。

當地基督徒回顧自己信主的歷程
時，多次不約而同地講到當年在
武漢讀書時候遇到的一個與眾不
同的老外，他的誠懇、熱情和愛
護子女，不僅獲得許多大學生們
的認可和信賴，而且也被視為自
己生活的楷模。最終，這個老外
連生命都奉獻在武漢了。

終於有一次，筆者在武漢的
一個公墓中，找到了這個曾活在
中國，最後死在中國，又埋在中
國的老外。一個有着普世胸懷，
專心從事跨文化福音事工者的最
後蹤影。就發現聖經關於“若是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的道
理，是那樣地真實和親切。
其實對教會而言，投身全球
化並不是一個未來式的理想，也
不是因為國際經貿和交流的頻繁
帶來的便利造成的。過去幾年
裡，筆者在不同的省市，聽聞到

唯有實現福音的全球化，才
是改變人，解決普世性問題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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