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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充滿挑戰的旅程，考驗

著我們的智慧，也考驗著毅

力。在這路上，也許遇到打

擊，軟弱憂傷，也許遇到試

煉，心靈苦悶，……。但只要

目標正確，定睛在神，相信必

能進入神為我們預備的屬靈迦

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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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靈修的人要謹慎口舌，祈求口中的言

語、心裡的意念，都在神的面前蒙悅納。



主題：屬靈的眼光

38  文／小麥子  圖／黑熊

前言 

40  文／馬家驎  圖／黑熊

望向迦南     

44  文／謝宏駿  圖／黑熊

亞伯拉罕下埃及的對與錯   

48  文／吳明真  圖／黑熊  

亞伯蘭與羅得分地的選擇

52  文／田輝煌  圖／黑熊

獻以撒

信仰

互動分享查經

34  文／王世光  圖／林家齊  

兇惡園戶的比喻──可十二1-12

青心吐義

57  文／Hanna C  

存在感不感？

101  文／微光

 心房

上行之詩

58　文／黎為昇  圖／Jinpaul

從咒詛到仰望(中)：從咒詛黑暗到懇求敬畏神

刀出鞘

64　文／郭祝壽  圖／米路哈勇

刑罰之刀──天地間的執刀者(上)

聖經放大鏡

70　文／恩沛

聖經中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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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誌第1781號

臺灣郵政中臺字第044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轉載本刊，請先取得同意！

48

58

願意尊重神，以神的應許作為依據， 

……神就賜福。  

察覺自己有罪是遠離罪淵的關鍵， 

因為信仰的動力是從靈而出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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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的初衷源於一個「愛」字，

用行動愛護、珍惜這片神所造的大地， 

愛中亦含著珍惜與感謝。

在祂的愛中，我們每個人成為屬靈的手足， 

得以攜手扶持、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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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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言我語] 我們讀經看見了最美的應許，我

們讀經聽見了最甜蜜的呼喚。我們的神希望

我們完全，親自教導我們應當如何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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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的愛] 在服事中，我們學會愛人；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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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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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算恩典] 我們的阿爸父，總是隨時施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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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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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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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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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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