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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時代的基督徒
對疫情的反應

1. 在疫情中的基督徒沒有離開他
們的信仰，反而守住了對主耶
穌的信心。

2. 在疫情中的基督徒沒有離開教
會，反而更合一團結。

3. 在疫情中的基督徒沒有因為懼
怕而退後，反而勇敢地一起服
事神也服事人。



1. 在疫情中，基督徒不離
開他們的信仰，反而守住
對主耶穌的信心

•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
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
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
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
全、完備，毫無缺欠。忍受試探
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
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
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雅各
書1:2-4，12）



1. 在疫情中，基督徒不離開他們的信仰，反而守住
對主耶穌的信心

•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又藉著他，因
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
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
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因
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
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
怒。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
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羅馬書5:1-11）



1. 在疫情中，基督徒不離開他們的信仰，反而
守住對主耶穌的信心

•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
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有一位
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
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致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
的。

•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
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 （希伯來書10:19-25）



2. 在疫情中的基督徒不
離開教會，反而更合
一團結。

3. 在疫情中的基督徒不因
為懼怕而退後，反而勇
敢地一起服事神也服事
人。



•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一面被
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
人。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
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所以，你們不可丟棄
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
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
的就來，並不遲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
喜歡他。」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
得救的人。（希伯來書10 :32-39）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faith 
during pandemics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overall 
Biblical story of faith among 

God’s people.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
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希伯來書12:1-2A）



如何在疫情中成為世上的光和鹽？

1. 親近神。

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壓力時，親近神有兩
個部分：

A. 讀神的話，聽神的話

B. 在神的家裡更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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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疫情中成為世上的光和鹽？

2. 我們要無私的關懷和照顧人，像在羅馬時代的基督徒一樣。

•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太10:16）

• 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
的事，時候就不夠了。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
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
全軍。 （來11:32-34）

• 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
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
山洞、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來書11:36-38）



在危險中活出愛
❤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

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
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 : 9 ）

❤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太 2 2 : 3 9）

❤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
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
的命令。（約一 4 : 2 0 b - 2 1）

❤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
也當為弟兄捨命。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
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
裡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
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一
3 : 1 6 - 1 8 ）

❤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約 1 5 : 1 3 ）

❤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約一 4 : 1 8 ）



如何在疫情中成為世上的光和鹽？

3. 遵照衛生部門的規定來保護自己和他人。

• 原則： Do No Harm，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

•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3:27）

• 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出20:13-17）

• 你的鄰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設計害他。（箴3:29）



Covid19.LAcounty.gov/testing

FREE

Drive-Thru Testing Sites

 VA Parking Lot 15, Los 
Angeles

 Dodger Stadium, Los 
Angeles

 San Gabriel Valley Airport, 
El Monte

 Beach Cities Health Dist., 
Redondo Beach

 College of the Canyons, 

Santa Clarita

 Mid Valley Health Center, 
Van Nuys



總結

1 . 在疫情中，基督徒要守住對神的信心。你若將盼望建立在與神和好，有神同
在的永生，而不是單單追求今生的享樂，你就比較不會在患難中放棄你的信
仰。實際的行動就是多研讀神的話，包括上主日學，學習自己讀和跟團契一
起查經。

2 . 在疫情中，基督徒不要離開教會，停止聚會。我們要每週參與主日崇拜，禱
告會，和弟兄姊妹一起過團契生活，等等。民意調查告訴我們，一個基督徒
的讀經生活和教會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3 . 在疫情中，基督徒要服事神和服事人。甚至在危險的時候也要無私地照顧
人。這是基督徒的義務，也是耶穌的教導。不要只消極的等疫情過去。我們
要用神給的時間，財務，天賦，和恩賜來關心我們的鄰舍。同時，也要小心
保持衛生。戴口罩和遵守其他防疫措施，就可以減低疫情擴散。這樣做是為
了愛人如己， 也不去試探神。



如何得救？How to be saved

A.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乃是一個罪人。「因為世人都
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B.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你因信耶穌而被神稱義。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C. Confess 宣告：藉著祈禱來公開宣告你的信心，將耶穌接到心中，使他
成為你的救主與生命之主。「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
裡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 10:9）



信主之後

• 信主之後所當做的四件事情：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