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你們說我是誰？

社論

4  文／姚家琪

誰是耶穌的親屬 

真理

靈修

6  文／江有謙  圖／銨銨

五餅二魚  

信仰生活

12  文／圭魚  圖／Amigo

從不完全到完全──天國的列車

讀經心得

17  文／平安果  圖／Sara

夏娃的一生

主題：與神同工
29  文／夜漸明  圖／卓恩

窯匠的手──論教會的建造

34  文／田輝煌  圖／卓恩 

人意與神意    

37  文／謝宏駿  圖／卓恩

與神同工的福氣 

41  文／林永基  圖／卓恩

與神同工的再思

46  文／信望愛  圖／卓恩

不與神同工的人   

神是全能的，沒有做不到的

事。但是神卻要我們與祂同

工，共同完成祂的計畫，不是

神有缺少什麼，而是為了我們

才做的安排，我們只有感謝讚

美，盡力與神同工，完成神所

託付的任務。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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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我們沒有一個

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

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

著，是為主而活，我們若

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

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

人」。所以，身為一位基

督徒，要能夠謙卑服事

主，遵行神的旨意，努力

活出基督的樣式。並且在

生活中不斷為主作見證，

廣傳神的福音；不要只求

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

的益處；不僅愛神，更要

愛人，引領更多人同得福

音的好處，歸於主的名

下，實踐為主而活的價值

觀。

為
主
而
活



信仰

青心吐義

10  文／H  圖／SuNai

   脫癮而出

70  文／Hanna Chang  圖／Alice chen

  人行路，真不由己！

平安的福音 

20  文／謝順道

全能的醫生耶穌

刀出鞘

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英雄之刀──戰具何竟滅沒(上)

聖經放大鏡

56　文／恩沛

聖經中的逃城

蒙恩見證

60　文／桃園教會 吳恩婷

主恩臨我家──主賜我一雙兒女

66　文／三多教會許長雄見證 侯麗珠整理

我終於拜到真神了

福音小舖

72　文／磊石  圖／Wu-Hu

奶奶的眼淚

歷史

教會歷史

74　文／王惠姬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十三)

藝文

以琳之泉

82　文、圖／吳盈光

給生悶氣的你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5　文／小樹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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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印象派

55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出手──雅各

童言童語

81　文／彰興教會 何祈典小朋友

約瑟故事讀後心得

日光之下

88　文／小光

耶穌降生的記號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圖／卡納斯

未來，你想要做什麼？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真弘

亮光

消息

9  文／文宣處

  真光、聯總看這裡

39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一杯涼水

45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聖靈

49　文／腓利門

全新禮品

真光通訊

92　文／公益理事會

利河伯國內清寒學生助學金報導

聯總簡訊 211期

94　文／馬來西亞總會

馬來西亞總會聖工報導

95　文／張約珥

印度真耶穌教會的發展與現況

封底　文／宣道處

喜信生命體驗營──迦密山上的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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