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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會

封面裡 文／徐季玲
繪圖／春天

羅東教會
加利利地
聰明的人知道社交關係中廣結善
緣絕對沒有錯，那些面面俱到的

1 文／曾恩榮

調和入味的鹽

關係可以叫人左右逢源，無往而
不利。至於聖經告訴我們最重要

社論

的關係，是來自主耶穌與我們所
立下平安的永約。與主締結永遠
的盟約，人生路上何愁踽踽獨
行？

6 文／周碩軍

信仰代代相傳
真理
論道

9 文／李盈朱

金盾牌與銅盾牌
靈修

12 文／江有謙

祢是我的神
信仰生活

16 文／王靈 圖／梅果

基督徒的苦難觀(下) 难
讀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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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蘇北田 圖／Alice

腓立比書──信仰生活的智慧書
24 文／平安果 圖／Alice

腓利的傳道事奉

神對每位信徒帶領的方式不同，
但絕對都有美好的旨意。

特稿
27 文／謝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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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審委員

田輝煌、吳明真、吳豪、林永基、邱義雄、陳光照、陳勝全、
張靈智、趙明洋、潘誠人、謝溪海、蕭榮光（按筆劃順序排列）

本雜誌內文編排，文中數字與符號的使用，係本刊統一用法。

25

主題：討好人？討好神？
34 文／小麥子

圖／春天

前言
36 文／璞琢 圖／春天

一臺戲
40 文／謝宏駿 圖／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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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該雅先知的真話
44 文／吳明真 圖／春天

約押為討好大衛而謀害烏利亞
48 文／佳禾 圖／春天

兩面討好的巴蘭

44

向神求聖靈充滿，提升我們的目光，
讓我們只看見主！

52 文／林永基 圖／春天

從討好人？討好神？
──談福音傳給外邦人

信仰
青心吐義

14 文／一二

再次開窗
74 文／Lirio 圖／珮榕

保守自己的心
信仰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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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文／光軍

傳奇、恩典、人的故事
小島鴨洲(下)

常思想主的話語，心被聖靈充滿，
行事為人能榮神益人，神必賜福！

上行之詩

74

58 文／黎為昇 圖／Jinpaul

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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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本刊，請先取得同意！

刀出鞘

64 文／郭祝壽 圖／尚仁

剃頭之刀──大利拉的殺手鐧(上)
聖經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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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文／恩沛

聖經中的角
蒙恩見證

64

76 文／十全教會 黃瑤恩

急性心肌梗塞蒙神保守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79 文／清水教會 林信宏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事奉心得
82 文／May

2018晨光科學成長營
福音小舖
85 文／羽亮 圖／Wu-Hu

遺忘苦難主恩不藏
歷史
教會歷史

88 文／王惠姬

四川省真耶穌教會史略
──以川中教區為例（1930s-1940s）(六)

藝文
以琳之泉

95 文、圖／吳盈光

迷宮森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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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話意

98 文／周琴

親愛的天父，祢在嗎？

線上閱讀

《聖靈》月刊投稿須知

這一生或幸福或愁苦，
沿路必定有神的恩典，步步相隨。

100

https://issuu.com/tjctw(只刊登至2018年8月號491期)
http://joy.org.tw/holyspirit.asp
http://www.tjc.org.tw/Ebook/List?gpid=4&mid=104
因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財政處於年底申報時，雜誌社稿費支出必須製發扣繳憑單，請您於來稿時務必附上：
1.真名 2.筆名（指定以筆名刊登者）3.所屬教會 4.聯絡電話、e-mail 5.身分證字號 6.戶籍地址（含里、
鄰）或附上身分證影本。 7.並註明稿費奉獻或匯款（匯款請附郵局或銀行帳戶與帳號） 8.投稿後，請電話
確認。
字數約1000-3000字，文體不拘。
謝謝您的舉手之勞，願神紀念您的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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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派生活

年度徵文

100 文／Helena 圖／吳盈光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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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104 文／珼珼

獨自一人的時候……

[神言我語] 我們讀經看見了最美的應許，我

童言童語

們讀經聽見了最甜蜜的呼喚。我們的神希望

106 文／鹿港教會 鍾侑芯小朋友

我們完全，親自教導我們應當如何行；我們

但以理書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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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之下

108 文／小光

[甜蜜的愛] 在服事中，我們學會愛人；在服

冠軍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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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上攝影展

愛祂。但，我們怎麼愛那看不見的祂？祂曾

封底裡 文‧攝影／施信雄

新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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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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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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不婚、亂婚充斥的時代，我們要怎麼保守聖

43 文／文宣處

潔？我們又該怎麼做好進入婚姻的準備？我

主題預告──預備行善

們又該如何經營這婚姻呢？

封底 文／腓利門

腓利門電子書上架

投稿請寄

holyspirit@tjc.org.tw
或寄至40673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文宣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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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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