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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

封面裡 文／員林溜 圖／陳詩庭

當頌讚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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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人生

繪圖／米安

1 文／蔡恆忠

服事了他那一世代
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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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文／翔

競爭、爭競與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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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聽道筆記

10 文／siyo主講‧小水滴整理 圖／梅果䙨

學習敬畏神 （下）䙨
教義比較

13 文／謝順道

教義比較（五）本會的聖日觀（二）
讀經心得

18 文／平安果 䙨

路得
福音
百年靈恩 世紀傳承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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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許彼得

在緬甸的宣道工作
特稿

26 文／蕭榮光

真教會傳教百年感懷（下）

20

2013-2015年全職神學班
於新加坡舉開

聯總

30 文／黃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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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上）
40 文／幸運草 圖／米安

前言
42 文／楊恩超 圖／米安

分工有專職嗎？
46 文／馬家驎 圖／米安

我願，但力不足
51 文／黃煥超 圖／米安

服事的動力 什麼是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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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文／楊志豪 圖／米安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55

——談國外事奉的困難與挑戰
信仰的可貴是因為神的應許都是實實在在。

信仰
互動分享查經

36 文／王世光 圖／林家齊

不要怕，是我──可六45-56
上行之詩

58 文／黎為昇 圖／Jinpaul

若不是神站在我們這邊
青心吐義

63 文／林心怡 圖／min-min

噗通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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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出鞘

64 文／郭祝壽 圖／米路哈勇

64

聖戰之刀──迎向元帥(上)

我們並非不可以有自己的主見，或者思想；

聖經放大鏡

而是因尊主為大的緣故，願讓主來支配我們

69 文／恩沛

的行動。

聖經中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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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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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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4 文／洪慧欣

執子之手，同承主恩──2017未婚社青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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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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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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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文／吳盈光 圖／那羊

也是一種答案

102

心派生活

102 文／林銘輝 圖／陳雅君

我想當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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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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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年度徵文

104 文／珼珼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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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情話意

106 文／吳慧玲

持守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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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之下

108 文／小光

學習敬畏神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真弘‧攝影／井河

不要讓我獨舞

201711版權所有

消息
55 文／文宣處

主題預告──主必預備
89 文／文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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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欄徵文──福音小舖
封底 文／腓利門

腓利門小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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