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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賦予人特權，是可以向神禱

告，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但是

神有絕對的主權，可以作出祂認

為最好的回應。當我們願意聽從

神的話語，而且有聖靈的幫助代

求，使我們能「照著神的旨意祈

求」，不論神如何回應，我們都

欣然接受。

繪
圖
／
聖
惠

10

HOLYSPIRITMONTHLY
 文宣處網站

2018.10    493 期

http://www.tjc.org.tw/Home/Index?gpid=9

只有願意看別人比自己強，

才能免去嫉妒之苦，又不致失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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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禱告與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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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文／杜凡  圖／珮榕

憤青的結局有感

上行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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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三)

刀出鞘

62　文／郭祝壽  圖／米路哈勇

殘忍之刀──西緬和利未之刀(上)

聖經放大鏡

67　文／恩沛

聖經中的「歸耶和華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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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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會去拜偶像，主要原因就是不知道

真神在哪裡？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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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十五二十時

86　文／Latte cat  圖／布蕾安

選擇題人生——談青少年挫折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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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文／王惠姬

四川省真耶穌教會史略 
──以川中教區為例（1930s-1940s）(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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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班的口袋日記──挪亞方舟的動物與孩子們

100　文／哲林  圖／陳雅君

 漂泊在海上的一塊柚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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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舉手之勞，願神紀念您的善工！

線上閱讀 

《聖靈》月刊投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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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74　文／中壢教會 楊程喻

最美好的賞賜(上)

78　文／巴西福斯教會 王繼君

慈愛的主一路引領我

福音小舖

80　文／侯麗珠  圖／Wu-Hu

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事奉心得

83　文／唐嘉宏

2018喜信生命體驗營──大武山冒險家

憑著一股真誠、熱切、愛主的心！

神竟為我們成就了做工的果效，留

下這些極其甘甜的經歷。

在他人生最絕望的時候，神把他抱起來捧在手

上當至寶，讓他明白真理，從此有了盼望。

100



投稿請寄

奉獻事項　

郵政劃撥 

戶名 

holyspirit@joy.org.tw

或寄至40673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文宣處收。

00201261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註明：文字傳道基金《聖靈》月刊奉獻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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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