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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聖惠

聖靈

封面裡 文／淡水教會慕道者 施琪

我得到聖靈了
社論

聖工發展不是仰賴個人魅力或特
殊才華，來展現明星之光芒；卻
是要學習成為神的僕人，以服事

4

文／陳勝全

作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眾人為樂。在其中雖有辛勞，雖
有患難，雖有挑戰，然而神要我
們在其中看見神的大能，看見神
的恩典，看見神的榮耀！

真理
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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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耀真 圖／梅果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靈修

14 文／黃煥超 圖／張黑熊

耶穌被釘十架前最後一個神蹟
讀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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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魚 圖／Rainie

神的推薦信
18 文／daughter 圖／Rainie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24 文／迦瑪列 圖／哈莫尼安

下
期
主
題
預
告

耶穌站在岸上

28 文／馬家驎 圖／聖惠

主必預備

主題：團隊事奉

世上萬事都有定期，婚

千山獨行？

姻是否也是如此？主為

32 文／洪明道 圖／聖惠

我預備好的良人在哪

逐步完善的屬靈團隊
36 文／林永基 圖／聖惠

得勝的團隊事奉
41 文／田輝煌 圖／聖惠

團隊事奉原是好的

裡？祂會將他（她）領
到我面前嗎？還是我要
在茫茫人海中找尋？我
知道要耐心等待，但卻
又常常迫不急待，神真
的會應許我嗎？神啊！
求祢賜我等候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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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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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文／北臺中教會黃吳秀口述 陳月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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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小舖
68 文／茁石 圖／Wu-Hu

不孤單！神一直愛我沒離開
事奉心得
70 文／May

2019全國青少年福音人才培訓營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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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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心更新──陪他成長

72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Cosmos撰稿 圖／劉以諾

安息日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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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76 文／王惠姬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
（1919-1930）(八)

2019

教會歷史

年度徵文
辛勞地工作是一種享受
與家人一起團圓
平凡的生活是一種滿足

藝文
以琳之泉

82 文、圖／吳盈光

神牽來一隻臭鼬

捧在手裡的聖經，分享著神的話語
盡心的服事，是心靈最大的喜樂
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
天國的福氣，正為我們存留

人物印象派

75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人生如戲──參孫
心派生活

86 文／至雅的恩惠 圖／佳美

追求幸福的心聲

【神聖的婚姻】在現代的社會，婚姻已經不
再受人重視，教會中的同靈，也多少受了
社會潮流的感染。婚姻是神所設立的，限
定在一男一女之間。然而，現今的價值觀
卻開始去動搖這樣的基本原則。神所設立
的婚姻，我們當如何堅守其神聖性？

88 文／雨潤 圖／佳美

兩個爸爸

【憐憫的心】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然而，
真正的憐憫當怎樣行？現代的價值觀認

童言童語

為，憐憫就是要對那些需要被憐憫的人

91 文／彰化教會幼年班

好，站在他們的立場思考，認同他們的需

幼年班的小小見證

要。但是，真正的憐憫應當是將神的道傳
給他們，讓他們早日同得福音的好處，離

日光之下

開罪惡的事！

93 文／小光

呼叫阿爸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4 文／珼珼

深愛耶穌
紙上攝影展

【神的恩賜】我好羨慕為主作聖工，可是我
實在是什麼都不會。我的主、我的神，我
可以向祢求嗎？還是我始終只能在祢所命
定下，一事無成？聖經中告訴我們，只要
有願做的心，都能得到祢的賜福無限！渴
望我主賜給我更多服事祢的機會！

封底裡 文‧攝影／甦箴虹

也是佳美也豪情

【福音傳遍地極】主耶穌升天前，賜下一條
新命令，要我們愛人如己。但，怎樣去愛

消息

一個人？我們所能想到的，就是將自

35 文／文宣處

己最寶貴的給祂。那什麼才是我們

專欄徵文──讀經心得、聽道筆記、行道體悟
39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一杯涼水
封底 文／腓利門

腓利門小書架

最寶貴的呢？從絕望到盼望、從
地獄到天國，主願人人都得救的
心願，我們當盡力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