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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每個新的早晨
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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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帳幕、堅固橛子

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不安的環境
中，未來有希望好轉嗎？世
界末日是不是快來了？雖然
環境如此惡劣，我堅決相信
神 一 定 有 美 好 的 旨 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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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建立的時刻──危機、真理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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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羅亞樓倒塌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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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聖經的戰役思考面對疫情的態度
我文青我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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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凸顯我們的價值與尊貴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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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聖殿
靈修小語

30 文／張以斯拉（UK）

新冠疫情──談從防疫到共存！
主題：生命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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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還是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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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挑戰──面對情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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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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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同性戀者，我能不能信耶穌？

在暗的地方看到亮光，即使
再微小，那也是美好的。在
魔鬼所轄制的世界，人類的
未來本來是一片黯淡，將來
等著的是跟魔鬼到同一個地
方。「正直人在黑暗中，有
光向他發現；祂有恩惠，有
憐憫，有公義」（詩一一二
4）。從此，正直人要為光
傳揚，讓世人都能臉蒙光
照，成為光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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