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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張黑熊
疫情是神給我們生命的休止
符，趁這個時候，整理我們的
各種關係，重新面對內心的自
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
們能做甚麼？我們還有多少時
間可以做甚麼？

我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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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信仰復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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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信仰的挑戰（上）
26 文／吳明真 圖／張黑熊

聖經中的瘟疫
30 文／劉明賢 圖／張黑熊

疫情下的信仰工程
34 文／楊志豪 圖／張黑熊

方舟的透光處
38 文／洪明道 圖／張黑熊

新冠疫情之信仰反思
42 文／黃世明 圖／張黑熊

新冠肺炎對紐約教會的影響
46 文／黃謹 圖／張黑熊

歐陸真耶穌教會在新冠肺炎下之現況

聖經說：「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
夫 ， 盡 你 的 職 分」、「原
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
期。魚被惡網圈住，鳥被
網羅捉住，禍患忽然臨到
的時候，世人陷在其中也
是 如 此」（提 後 四 5；傳
九12）。末世近了，聖經
上的預言，沒有一個不成
就的。此時，新冠肺炎
COVID-19的疫情，讓全球
陷入恐慌，我們不知道未
來還會遭遇到多少無法預
知的困境，但我們必須好
好把握還能敬拜主的時
機，戰戰兢兢，作成得救
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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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S@tjc.org.tw，我們將為您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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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十八)

閱讀本刊，若心有所感，歡迎與我們一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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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的主，必按您的信心成全您所求所望。願主賜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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