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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尚仁

我們的教會

封面裡 文／滑鐵盧祈禱所提供

加拿大滑鐵盧祈禱所

也許你現在還不能相信，但如
果有一天你遇見極大的困難，
大到這世上沒有人可以幫助
你，你還可以向天上的父祈
求，祂會聽你的禱告，因為祂
是我們的神！只要有神在，面
對人生的波濤洶湧，心中都有
一股平安……。

加利利地

1 文／曾恩榮

在前的與在後的
社論

6 文／王明昌

建造教會的合一
真理
論道

8 文／陳勝全

七教會的得勝者（上）
靈修

14 文／喜樂羊 圖／Rainie

從保羅學習過喜樂的人生

312915ܛ᠍ޏԥ

讀經心得

22 文／平安果 圖／Amigo

14

睚魯的女兒和患血漏的女人
（可五21-43）

我們的順服，不是愁眉苦瞼，無可奈何的，
而是要凡事感恩，靠主常喜樂。

福音
聯總

19 文／黃提摩太

沙巴真耶穌教會百年感恩音樂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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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靠主得平安
28 文／smallpolo 圖／尚仁

前言
30 文／呂日星 圖／尚仁

主賜真平安
34 文／謝宏駿 圖／尚仁

平安如江河
38 文／翔 圖／尚仁

我有隱而未現的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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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梁筱蘭 圖／尚仁

因祢是我的神
46 文／田榮聖 圖／尚仁

出乎意料的平安

46
即使最後的結局不是我們所要的，但都能相信這就

信仰

是神對我們最好的安排，這才是所謂的信心吧！

互動分享查經

24 文／王世光 圖／林家齊

回轉像小孩──可十1-16
行道體悟

53 文／慕榮恩 圖／艾比

種子是落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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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心吐義

56 文／微光 圖／Alice chen

屬靈的呼吸
74 文／許曉娟 圖／Alice chen

邁入青春期的小麗
91 文／林心怡

怎麼能忘記

74
即使最後的結局不是我們所要的，但都能相信這就是
神對我們最好的安排，這才是所謂的信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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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之刀──賣衣買刀(下)
聖經放大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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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文／恩沛

聖經中的救主
蒙恩見證

76 文／中壢教會 林慈欣
不論處身於何種艱困境地，務必保有真理。

主是我生命的力量

因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連心中

81 文／南門教會 李春金

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在主裡有平安與盼望

福音小舖
84 文／凌晨 圖／Wu-Hu

歲月照苦難，主裡無重擔
教育
少年十五二十時

86 文／Latte cat 圖／布蕾安

大學愛情學分，Yes or No ?
歷史
教會歷史

92 文／王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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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真耶穌教會史略 (七)
藝文

86

以琳之泉

98 文、圖／吳盈光

耶穌收到法院傳票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祂！

心派生活

101

文／高春霖

石牌教會成立四十週年活動紀實
線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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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年度徵文

104 文／珼珼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祢是何等佳美？
我的主啊！ 我的主啊！ 祢是何等愛我？

人們需要主

我的父啊！ 我的父啊！ 祢是何等慈愛？
我的良人啊！ 我等祢再來接我！

詩情話意

106 文／周琴

春臨此刻
[神言我語] 我們讀經看見了最美的應許，我

日光之下

們讀經聽見了最甜蜜的呼喚。我們的神希望

108 文／小光

我們完全，親自教導我們應當如何行；我們

陪伴

的神希望我們像祂一樣，全然聖潔。我們看
見了、聽見了，願意跟祂同行嗎？

消息
13 文／文宣處

[甜蜜的愛] 在服事中，我們學會愛人；在服

主題徵文──禁食禱告的經驗

事中，我們蒙主所喜悅。因為祂先愛我們，
所以我們懂得愛。神愛我們，我們也希望更

33 文／文宣處

主題徵文──苦難是神的賜福
52 文／文宣處

愛祂。但，我們怎麼愛那看不見的祂？祂曾
說：把這些做在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做在
祂身上！

主題預告──屬靈的眼光
[數算恩典] 我們的阿爸父，總是隨時施慈

封底裡 文／神學院

神學院招生

愛給我們；我們的阿爸父，總是應允我們所
求，只要我們對祂全然相信！久在愛中的我
們，是否已經習慣這無時無刻不在的疼愛？
是否已經忘了該如何去數算阿爸父每日的恩
典、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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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肋骨] 婚姻是神所設立，為要讓人在
婚姻中更加體會與神人之間的愛情。然而，
不婚、亂婚充斥的時代，我們要怎麼保守聖
潔？我們又該怎麼做好進入婚姻的準備？我
們又該如何經營這婚姻呢？

封底 文／宣道處

羊圈圈隨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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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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