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教會

封面裡　文／做田郎

     迦美教會

社論

4  文／吳明真

  談信仰復興的方法    

真理

靈修

6  文／Boaz‧譯／MF  圖／Dora

  不偏待人的神

主題：信仰的挑戰（上）

26  文／吳明真  圖／張黑熊

聖經中的瘟疫 

30  文／劉明賢  圖／張黑熊

疫情下的信仰工程

34  文／楊志豪  圖／張黑熊

方舟的透光處 

38  文／洪明道  圖／張黑熊

新冠疫情之信仰反思

42  文／黃世明  圖／張黑熊

新冠肺炎對紐約教會的影響

46  文／黃謹  圖／張黑熊

歐陸真耶穌教會在新冠肺炎下之現況

疫情是神給我們生命的休止

符，趁這個時候，整理我們的

各種關係，重新面對內心的自

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

們能做甚麼？我們還有多少時

間可以做甚麼？

繪
圖
／
張
黑
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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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說：「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

夫，盡你的職分」、「原

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

期。魚被惡網圈住，鳥被

網羅捉住，禍患忽然臨到

的時候，世人陷在其中也

是如此」（提後四5；傳

九12）。末世近了，聖經

上的預言，沒有一個不成

就的。此時，新冠肺炎

COVID-19的疫情，讓全球

陷入恐慌，我們不知道未

來還會遭遇到多少無法預

知的困境，但我們必須好

好把握還能敬拜主的時

機，戰戰兢兢，作成得救

的工夫。

信
仰
的
挑
戰

（下）



信仰

新生命

10  文／李真得

神要我往哪裡去，我就往那裡去

平安的福音 

14  文／謝順道

人類的救主 耶穌

行道體悟

22  文／Afra  圖／Rainie

    因為主與我同行

青心吐義

24  文／buzbee 

要騎著馬兒上高原

74  文／まつ  圖／Manchiu

不要貪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刀出鞘

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無我之刀──豈是無情(下)

聖經放大鏡

58　文／恩沛

聖經中的「瞎眼」

蒙恩見證

62　文／西臺中教會 林雅蘭

罕見過敏疾病蒙主醫治

64　文／關東橋教會鍾奇麗 Gleaner整理

奇麗恩典證主恩

67　文／臺北教會李葉寶治口述 林銘輝整理

忍耐、順服，有主可依靠

福音小舖

72　文／羽亮  圖／Wu-Hu

神憐憫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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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藝文

人物印象派

57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最後一幕──司提反

發行所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社址  40673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

No.180,Sec.2,Songjhu Rd.,Taichung City,40673,Taiwan

電話  04-22436960

傳真 04-22436968

承印者 橄欖葉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第1781號

臺灣郵政中臺字第044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轉載本刊，請先取得同意！

發行人 PUBLISHER 趙明洋（分機1211）

社長 DIRECTOR 江克昌（分機1251）

總編輯 EDITOR-IN-CHIEF 蘇真賢（分機1255）

文字編輯 EDITOR 龔亭如、蘇真賢、張文怡

              （分機1254、1255、1257）

美術編輯 ARTEDITOR 施惠雅、林連珠（分機1258、1259）

真光通訊 張鳳凰（分機1312）

聯總簡訊 黃佳珊（分機1319）孙 

發送 陳婉如（分機1256）

索閱 蘇真賢（分機1255）

如需索閱，請來電通知或 e-mail：
JuliaS@tjc.org.tw，我們將為您寄上。

編審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文宣處編審科

本期編審委員  田輝煌、江克昌、吳  豪、林永基、邱義雄、張 杰、

張靈智、陳光照、陳明輝、陳勝全、區建國、潘誠人、

簡明瑞、謝溪海、蕭榮光、羅讚坤（按筆劃順序排

列）

本雜誌內文編排，文中數字與符號的使用，係本刊統一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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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閱讀 

http://joy.org.tw/holyspirit.asp

http://www.tjc.org.tw/Ebook/List?gpid=4&mi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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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請寄 holyspirit@tjc.org.tw



童言童語

70　文／烏龍教會 郭加恩小朋友

祈禱的手真美

以琳之泉

80　文、圖／吳盈光

我的領帶老師

詩情話意

83　文．圖／楊嘉慧

滿月禱文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4　文／張品宥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以利沙

心派生活

86　文／陳志豪  圖／春天

當您離開

日光之下

88　文／小光  圖／卡納斯

內心日新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你的答案是？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虹鴿

愛苗

消息

13  文／宣道處

喜信生命體驗營──ㄊㄚ比世界更大 

真光通訊

92　文／蔡佳君

2020年冬喜信生命體驗營活動報導 
──迦密山上的風雲

聯總簡訊 216期

94　文／Stefan Boerninck

主的愛在疫情蔓延時──歐陸開拓區聖工現況

96　文／楊恩超

紐西蘭聖工介紹

封底　文／利河伯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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