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與人生

封面裡　文／蔡恆忠

     流淚撒種

社論

4  文／車富銘

  疫情與異情     

真理

信仰生活

8  文／文季  圖／Rainie

  不可加添也不可減少

主題：信仰的挑戰（下）

23  文／黎為昇  圖／張黑熊

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31  文／羊樂多  圖／張黑熊

隱藏片時，等到忿怒過去

34  文／Boaz‧譯修／KZ  圖／張黑熊

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面對冠狀病毒的持續大流行

38  文／呂日星  圖／張黑熊

真平安的堅固根基──在生命中作王

42  文／林永基  圖／張黑熊

抓緊時間建立家庭小組牧養系統

46  文／pump Kao  圖／張黑熊

線上聚會的省思

我們相信神開路的結果，也要

相信神開路的時機，這就是

「等候的相信」，這樣的禱告

就是建立希望的禱告。神知道

甚麼時候給或不給我們看得見

的憑據，……。當所有眼見的

憑據都被收去的時候，我們若

能完全信靠祂，這更是何等美

好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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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要嚥下最後一口氣時，

您最想要做的事情完成了

嗎？在繁華的世界中，您

一生所追求的是什麼？如

何讓生命不空虛？又如何

讓您安然面對死亡？儘管

人最終的結局都一樣，但

生命的旅程卻不相同。有

人說，「愛」是來到世間

的理由，有人覺得追求

「永生」才有價值。面對

生命，您有什麼夢想？又

想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什麼

色彩？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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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新生命

12  文／邱承忠

聽見主的聲音

平安的福音 

16  文／謝順道

世界的希望 耶穌

刀出鞘

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統御之刀──約書亞的短鎗(上)

聖經放大鏡

54　文／恩沛

聖經中的「發怨言」

蒙恩見證

60　文／紐約布魯克林教會林麗見證 林慧瑛整理

你必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上)

64　文／沙巴西埔架教會 彭潔純

主是我窯匠

67　文／二重教會 曾曉苓

願神眷顧我們的家庭

青心吐義

70  文／日輪草  圖／Manchiu

在主裡同心──談同工相處

福音小舖

72　文／羽亮  圖／Wu-Hu

真理扎心人改變

歷史

教會歷史

75　文／王惠姬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十九)

藝文

人物印象派

59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米所波大米的愛情──利百加

以琳之泉

80　文、圖／吳盈光

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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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話意

83　文／Deigratia  圖／文宣營 鄭啟宏

慢慢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4　文／朱榮恩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尼布甲尼撒

心派生活

86　文／Winnie  

幼年班的口袋日記──早就知道的一課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圖／文宣營 吳思涵

朋友的價值

日光之下

90　文／小光  圖／文宣營 黃新靈

出席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甦箴虹

雙人舞姿

消息

15  文／利河伯基金會

小額捐款作善事

49  文／腓利門

好書推薦──聖經人文史地、牧羊人的兩堂必修課 

真光通訊

91　文／臺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紀榮威

三芝樂齡見證──手指彎曲，哈利路亞能伸直！

聯總簡訊 217期

94　文／香港聯絡處

動盪不安下穩定求成長的 
香港與澳門真教會

96　文／木下先義

日本聖工近況

封底　文／文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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