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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的對象是神，服事的初衷

也是神。挑戰、疑惑、挫敗會遮

蔽我們服事神的眼界嗎？有人

在服事中見己軟弱，有人在服

事中調整自己，有人在服事中

定睛望主。歷經這些服事，顯

明神的恩典，也成就神的榮耀。

繪
圖
／
米
安
 

HOLYSPIRITMONTHLY
 文宣處網站

2017.11    482 期

http://www.tjc.org.tw/Home/Index?gpid=9

2013-2015年全職神學班 

於新加坡舉開

20

201711版權所有

201711版權所有



主題：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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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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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之詩

58　文／黎為昇  圖／Jin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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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出鞘

64　文／郭祝壽  圖／米路哈勇

聖戰之刀──迎向元帥(上)

聖經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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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使者

神總在人最需要的時候，伸出祂的手緊緊的牽著我們。

發行所 

社址 

電話 

傳真 

E-mail 

索閱電話 

奉獻電話 

承印者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40673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No.180,Sec.2,Songjhu Rd.,Taichung City,40673,Taiwan

04-22436960

04-22436968

JenniferL@tjc.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04-22436960分機1255

04-22436960分機1273

橄欖葉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第1781號

臺灣郵政中台字第044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轉載本刊，請先取得同意！

64

55

我們並非不可以有自己的主見，或者思想； 

而是因尊主為大的緣故，願讓主來支配我們

的行動。

信仰的可貴是因為神的應許都是實實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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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月刊投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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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天國路只有一條，聖經上得福的教訓

也只有神的版本，沒有人的版本，放

棄以血氣論戰，遵行的便可得福。

主已為我們承擔所有

苦難，放心交託，不

灰心，祂將是我們永

遠的倚靠。

蒙恩見證

74　文／英國愛丁堡教會 劉美玲

細想人生

77　文／西臺中教會 賴依秀

一場奇蹟一群家人

80　文／桃園教會 黃雅娸

生命因祢而動聽

事奉心得

84　文／洪慧欣

執子之手，同承主恩──2017未婚社青聯誼活動

福音小舖

87　文／羽亮  圖／Wu-Hu

不哭！我們為您禱告

教育

父母小錦囊

90　文／南區宗教小組策劃 海柔撰稿  圖／SU+0

不要惹兒女的氣

歷史

教會歷史

92　文／王惠姬

江西省南昌真耶穌教會史略（二)

藝文

以琳之泉

98　文／吳盈光  圖／那羊

也是一種答案

心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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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當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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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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的考驗】主耶穌要我們走一條不同於世人

的道路。別人拜神，是求平安、財富；但我們的

神要我們背起十字架來跟隨祂。別人拜神，所求

的都是好處，但神要我們捨己。我們要像那年輕

的財主，憂憂愁愁地走了？還是撇下所有的，聽

從主的呼召前行？

【婚嫁之期】在神造男造女之後，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從此二人成為一體，是神創造的美

意。然而聖經也提到，到了末世，人會棄了順性

而選擇逆性。面對世上混亂的價值觀，我們對於

婚姻的態度又如何？愛是基督徒的標誌，對犯罪

的人要給予心靈的關愛，使其歸回正途。然而，

愛不是予取予求，而是要帶領他走在真理的路

上。

【忍耐的工夫】祈求沒有回應、心願無法滿足、

教會的軟弱、社會的亂象，都讓人沒有辦法相信

世上還有所謂的公義、真理！但是，很多時候是

神的時候未到，並不是惡人不遭報應；看不到未

來，卻要我忍耐？但忍耐的工夫，卻是我們得救

的關鍵！

【天國近了】天國，一個遙遠的地方，是一個只

聽聞但卻看不到的地方。聖經告訴我們，天國就

在我們心中。又說，信耶穌可以進天國。天國真

的在我們心中嗎？天國到底是什麼樣子？天國近

了，你又該做什麼準備？

歲末又臨冬，寒風冷又冽

萬物盡蟄伏，天地亦蕭條

處處雖死寂，生機默蘊藏

待得春來到，綠意更盎然

年度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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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

詩情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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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守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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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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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我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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