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

封面裡　文／NP  圖／黃新靈

   聖靈證明神的同在

社論

4   文／王明昌

做個稱職的管理者 
──與新任負責人共勉  

真理

聽道筆記

7   文／區建國主講  daughter整理  圖／Dora

說合宜的話

靈修

10  文／宋力強  圖／梅果

聖經與末後真教會　　 

主題：信心的表現
27  文／黎為昇  圖／SU+0

淺談信心的表現 

34  文／馬家驎  圖／SU+0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38  文／謝宏駿  圖／SU+0

大有功效的禱告 

42  文／佳禾  圖／SU+0

病痛中的信靠與醫療

神對未來之事的承諾，讓我們

對這應許的實現有把握，而以

行動守住這樣的諾言，這就是

信心。真正信心的表現，不僅

僅是有需要的時候向神祈求，

更進一步在任何時刻，甚至是

落在患難時，都要有一顆感謝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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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是信仰的基本，行道

是信仰的實踐、蒙福的應

許。行道積極的表現，就

是餵養主的羊並將福音傳

遍地極。這是主親自的吩

咐，是所有聖工的核心，

是眾人服事的目標，是同

工同心且同行的果效。作

工中，齊心為主；作工

中，因主得福；作工中，

我們聯合得更緊密；而天

上的主，也為我們喝采，

賞賜無比的榮耀！

與
人
同
工



信仰

平安的福音 

17  文／謝順道

  宇宙的主宰 耶穌

新生命

24  文／加拿大溫哥華教會 江日新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行道體悟

47  文／恩典  圖／Jin

  神啊！我真的不行

刀出鞘

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正義之刀──撒母耳一刀殺二王(下)

聖經放大鏡

56　文／恩沛

聖經中的鑰匙

蒙恩見證

60　文／美國安大略教會 王立行

不要怕，只要信！

65　文／士林教會 黃國貞

一場車禍，感謝一路上有祢！

福音小舖

70　文／黃吳秀姐妹口述 小小整理  圖／Wu-Hu

聖靈差派我們去傳福音

青心吐義

72  文／HANNA CHANG  圖／Alice chen

耶穌──生命的大導演

歷史

教會歷史

76　文／王惠姬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十六)

藝文

心派生活

74　文／柯秀英

我所認識的劉約翰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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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文／HUA  圖／珮榕

來到主的面前我喜樂滿懷

以琳之泉

82　文、圖／吳盈光

小ㄚ頭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4　文／雨語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所羅門

人物印象派

87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一句真心話──所羅門

日光之下

86　文／小光

傳道書中談「敬畏神」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愛的擁抱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てつ

曬恩愛

消息

真光通訊

92　文／果慶

2020年社會組神學訓練班報導

聯總簡訊 214期

94　文／臺灣總會

在綠島的開拓事工

95　文／姚信義

柬埔寨聖工概況

96　文／楊佳聲

曼谷、盤甲岱、考橋福音聖工近況報導

封底　文／宣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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