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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張黑熊
當父母與子女都能夠在神面前，
坦然面對自己的不足與過犯，親
子關係才能夠在主裡一起成長。
當父母願意放下個人的完美主
義，才能卸下心中的不安全感，
坦然面對孩子成長的挑戰，以及
克服父母成長的各種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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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有分──談宣牧中心的興建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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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翅膀飛到海極

6 文／薑桂

──阿根廷聖工記實

水荒旱象──環境危機中的省思 (上)
真理
論道

9 韓文原著／金洗翰 譯／柳明順

重生的兩個要素

9
必須水洗和靈洗兩個都要滿足的一致理解，
與今日本會所持的重生的教義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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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之路

信仰
杏樹枝

22 文／小麥子 圖／張黑熊

前言

52 文／杏樹筆耕小組策劃 まつ撰稿 圖／安其

伯六 約伯的苦

24 文／まつ 圖／張黑熊

聖經中的母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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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必看顧你/妳──單親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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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謙卑的第一步，就是看淡自己的重要性與優勢，

雖說親子間的血緣關係是與生俱來，但親子

37

專心地仰賴主，依靠主的方式行事。

間的感情關係，卻需要花時間培養和用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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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聖經帶領我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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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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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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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路上，不見自己只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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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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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派生活

與主同行──金門祈禱所暑期課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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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教我的第一件事

福音小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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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黃聖山長老(三)

神叫他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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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聖靈的安慰

少年十五二十時

80 文／南區宗教小組策劃 芹書撰稿 圖／ME-me

屬靈戰士的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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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祂，改變了一個人，從此在主裡，得享平安、喜樂。

魔鬼要人彼此紛爭、讓人性墮落遠離神……；

96 文／Phinehas 圖／Roselily

小手捧著金寶石

神不希望我們效法這世界，反而要跟隨主、
學習主耶穌的樣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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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南地區教會的茁壯發展
（1930s-1940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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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徵文
新的一年來臨，

廣播專欄

心中總是充滿了無限的希望。

心靈的遊牧民族

100 文／珼珼

無論老少，臉上都綻放著燦爛的笑容。

破蛹

對於過去的人、事、物，心中滿懷感謝。
但願來年，我們可以為主做更多的工，

日光之下

得更多的人。

104 文／小光

眾人的僕人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甦箴虹‧攝影／何佶容

愛在梳理間

【尊敬年長者】在教會中每年都會舉開敬老會。這一
天大家都歡歡喜喜地出席盛宴，為教會中的長者致上
一份心意。白髮是智慧的冠冕，不只是在敬老會當
天，他們的經驗及教導是我們信仰路上寶貴的資產。
【高舉寶劍】聖靈的寶劍，我們當高舉。真理的聖
靈，引領我們走信仰的道路。穿戴全副的軍裝，現在
正是為主征戰的時候；以主耶穌為元帥，現在正是跟
隨旌旗的時候；天下莊稼已成熟，正是收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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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主恩】數算主的恩典，是基督徒重要的事情。
否則，容易因為常沐主恩而習以為常，身在福中不知
福、不惜福。主的恩典，展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點
滴，或許不能盡如人意，但卻是主的美好旨意。
【我靈歌唱】詩歌是神所賜給人美好的禮物。透過詩
歌，我們歌頌、讚美；透過詩歌，我們傾訴、發洩；
透過詩歌，我們得著安慰。您是否還記得哪一首詩最
讓您動容？您是否還記得那一篇篇陪您歡喜、陪您悲
傷的樂章？

消息
15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探索

追尋 更新

21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回首來時路

【艱苦的日子】人人都希望事事一帆風順。不過，當
艱苦的日子臨到，總是令人煎熬！走過這路徑，其實
神的恩典就更顯豐沛。您，體會到了嗎？您，從中得
造就了嗎？

33 文／文宣處

主題預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79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福音小舖
封底 文／腓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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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本刊，若心有所感，歡迎與我們一起禱告。
禱告方式：首句：奉主耶穌聖名禱告
之後反覆唸誦：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慈愛的主，必按您的信心成全您所求所望。
願主賜您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