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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主是一項極大的恩典，假

如你以為事奉是一種犧牲，其

實你的犧牲是無法與主耶穌相

比；事實上，事奉不是犧牲，而

是恩典的領受。事奉即使再艱

難，因有神的恩典來支持，事奉

便不再是苦差事，而是蒙恩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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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總在人最需要的時候，伸出祂的手緊緊的牽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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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當夜，問神說我們千辛萬苦跑到這裡來，

為何遭逢此事呢？祢難道都不親自帶領我們嗎？

願意將自己交付神的人，必得神全面性的保護，

就像耶路撒冷一樣，被諸山所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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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閱讀 

《聖靈》月刊投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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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

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

讓孩子的智慧和身

量，並神和人喜愛他

的心，都一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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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算便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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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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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