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教會

封面裡　文／許麗菁

大同教會

社論

4  文／羊齒

防備末世異端的迷惑 

真理

信仰生活

6  文／呂日星  圖／Rainie

外衣、書與皮卷  

靈修

10  文／陳乃信  

立定心志 恆久靠主

讀經心得

12  文／まつ  圖／SU+0

被關在方舟裡的挪亞

20  文／金魚  圖／Rainie

信仰的反思

主題：為主而活
32  文／吳明真  圖／安其

為主而活的意涵

36  文／楊志豪  圖／安其 

為主而活的人生    

40  文／張信德  圖／安其

為主而活的價值觀 

44  文／杏仁子  圖／安其

接在真葡萄樹上的枝子 
──談有所為有所不為，為主而活！   

要為主而活，就是要活出基督

的形象，讓人一眼就看出「這

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個基督

徒。」也叫人看見我們，就好

像看見了主。

繪
圖
／
安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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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大

事，神親自將夏娃領到人

面前，設立了婚姻制度。

從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

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

只是，婚姻的經營，並不

只是神將人領到另一半面

前那麼簡單，而是一生要

學習的功課。在婚姻中，

連結了所有相關的人；在

婚姻中，看見了神與人之

間的愛！那我們又該如何

經營一個受祝福且美滿幸

福的婚姻呢？

美
滿
的
婚
姻



信仰

新生命 

17  文／王志成

相信主必預備

平安的福音 

24  文／謝順道

和平的君王耶穌

行道體悟 

28  文／泰珊  圖／Amigo

  始於微弱，終於耀眼    

刀出鞘

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英雄之刀──戰具何竟滅沒(下)

聖經放大鏡

56　文／恩沛

聖經中的翅膀

蒙恩見證

62　文／南非約堡教會 黃堂華

我知所信的是誰

68　文／溪湖教會 江瑾琦

數算主恩

青心吐義

72  文／c.y.  圖／Alice chen

娜娜的委屈

福音小舖

74　文／卜派記錄 羽亮整理  圖／Wu-Hu

洗禮後的母親180度的大轉變

教育

耕心更新──陪他成長

77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kaoru撰稿  圖／劉以諾

最好的選擇

歷史

教會歷史

80　文／王惠姬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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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人物印象派

61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美麗的救援──以斯帖

童言童語

67　文／彰化教會 許瑾依小朋友

我的家庭信仰見證

以琳之泉

84　文、圖／吳盈光

小屋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6　文／日熙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拿俄米

心派生活

83　文／林子晴  圖／珮榕

給好久不見的屬靈同伴

日光之下

89　文／小光

莫忘初衷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圖／卡納斯

不一樣的結局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真弘

基督的榮美

消息

真光通訊

92　文／陳佳音

泰北華語教師研習會

聯總簡訊 212期

94　文／澳洲墨爾本教會

神開啟了宣道的門

95　文／韓國總會

韓國聖工近況

封底　文／腓利門

腓利門小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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