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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裡 文／蔡恆忠

步行在海浪之上
社論

4 文／林章偉

歲月中的感恩
真理

我們共同的良人是主耶穌；
那靠著良人的，是每個愛神
的人，也可以是婚姻裡的兩
人。夫妻透過苦難，「深度包
容」、「真心赦免」、「誠心
道歉」與「在患難中歡歡喜
喜」，這是何等榮耀神的婚
姻！

靈修小語

6 文／翔

當存敬畏的心度日
靈修

8 文／蕭長岳 圖／哈莫尼安

讀經心得

12 文／勁草 圖／哈莫尼安

不願進門的兒子
聽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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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表現

我們不一樣

下
期

16 文／馬家驎主講 茵芙整理 圖／Dora

克服逆境
主題：美滿的婚姻
31 文／紫米 圖／Rainie

主內聯婚的重要性
35 文／Deigratia 圖／Rainie

你是我的幸福嗎？談擇偶條件
39 文／茁石 圖／Rainie

親愛的夫妻不提昨日怨
42 文／H 圖／Rainie

婚姻三部曲──兩人一體的成長之路
46 文／歸零 圖／Rainie

蒙福家庭的情景

基督徒有進天國的盼望，
並非憑藉著高尚的品德或
優秀的條件，而是神揀選
的恩典，並且要因信稱義
才有這樣的福氣！信心是
一個抽象的存在，無法被
看見、被摸著，一般人也
只能從外在的表現去推
測。主說，如果我們的信
心有一顆芥菜種那麼大，
可以叫山挪移；事實上，
大多數人的信心是不如一
顆芥菜種的。我們該如何
追求，才能稱得上對神有
信心呢？

繪圖／Rai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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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新生命

20 文／王國慶

神為我開啟一扇門
青心吐義

23 文／buzbee

沒有Wi-Fi，你無聊了嗎？
70 文／藍溪 圖／Alice chen

為所欲為的自由

本雜誌內文編排，文中數字與符號的使用，係本刊統一用法。

平安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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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本刊，請先取得同意！

24 文／謝順道

存在的哲人耶穌
行道體悟

29 文／木目心

憐憫人的神
刀出鞘

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正義之刀──撒母耳一刀殺二王(上)
聖經放大鏡

56 文／恩沛
線上閱讀
http://joy.org.tw/holyspirit.asp
http://www.tjc.org.tw/Ebook/List?gpid=4&mid=104

約翰福音與約翰壹書中的同住
蒙恩見證

60 文／關東橋教會 李金團
《聖靈》月刊投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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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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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記念您的善工！

我找到了倚靠
65 文／多倫多教會劉聲斌見證 林慧瑛整理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福音小舖

72 文／蘇北田 圖／Wu-Hu

年長者的福音聖工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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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事項
郵政劃撥 00201261
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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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教會歷史

78 文／王惠姬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十五)

04-22436968 放大傳真
聖靈月刊 傳真奉獻索閱表
藝文

雜誌每年印刷郵寄成本 $4,800,000，
歡迎自由奉獻至「文字傳道基金」。

人物印象派

77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未蹉跎的夢──約瑟
以琳之泉

82 文、圖／吳盈光

神的傑作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3 文／章雅嵐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拿八與約翰
日光之下

86 文／小光

傳道書中談「有時」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國外奉獻匯款或支票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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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Chung Shan Road,Taichung,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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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No：403-50-062077
請多利用電匯，並在匯款後傳真或來電通知財政處

Tel：886(4)22436960 分機1273 許慧足姐妹
Fax：886(4)22436968
支票請寄：40673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

88 文／珼珼

一顆平靜安穩的心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NJ

靜默，禱告

◆國內奉獻額：
請利用郵政劃撥：00201261
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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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直接交由各地方教會財務負責人，

消息
7

指定奉獻文字傳道基金專戶。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一杯涼水
41 文／文宣處

真光、聯總看這裡
45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讀經心得、聽道筆記、行道體悟
真光通訊

90 文／巫鐘琳

2019年中南區葡萄園舉辦樂齡之活動報導
聯總簡訊 213期

93 文／菲律賓宣道小組

菲律賓宿霧教會的過去與展望

◆雜誌索閱方式
國內讀者若每月十五日後仍未收到雜誌，
請來電通知04-22436960（分機1255蘇真賢姐妹），
或 e-mail：JuliaS@tjc.org.tw
我們將為您補寄，提供最佳的服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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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文／南非關懷小組

南非好望角之福音事工
封底 文／腓利門

腓利門小書架

姓名：
電話：
地址：□□□□□

先生／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