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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重用的人哪，您是否在各樣

的事上、各種的環境中，顯出神

用人的標記呢？是否願意存寬宏

的心彼此相待、彼此饒恕、彼此

接納呢？能否與基督的眾肢體相

互聯絡、同心合意禱告，在愛中

建立自己，讓基督的身體在愛中

增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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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兒女奉養的責任，必能蒙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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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蒙主恩召，得稱為神兒女的信徒，

要互相聯絡作肢體，在基督裡連為一體。

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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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舉手之勞，願神紀念您的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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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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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豈沒有緣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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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會作工！把握機會悔改！ 

把握機會進恩門！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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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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