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 514

期

HOLY SPIRIT MONTHLY

http://www.tjc.org.tw/Home/Index?gpid=9

文宣處網站

313118ܛ᠍ޏԥ

繪圖／張黑熊

信仰與人生

封面裡 文／蔡恆忠

流淚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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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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車富銘

疫情與異情
下
期

信仰生活

主
題
預
告

8 文／文季 圖／Rainie

不可加添也不可減少
主題：信仰的挑戰（下）

生命的追求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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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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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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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邱承忠

真光通訊 張鳳凰（分機1312）
聯總簡訊 黃佳珊（分機1319）孙

聽見主的聲音

發送 陳婉如（分機1256）

平安的福音

索閱 蘇真賢（分機1255）

16 文／謝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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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希望 耶穌
刀出鞘

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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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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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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上)
64 文／沙巴西埔架教會 彭潔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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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文／二重教會 曾曉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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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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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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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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文／王惠姬

字數約1000-3000字，文體不拘。

藝文

謝謝您的舉手之勞，願神記念您的善工！

投稿請寄 holyspirit@tjc.org.tw

教會歷史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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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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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琳之泉

80 文、圖／吳盈光

荒年

聖靈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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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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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文／利河伯基金會

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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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國家奉獻匯款或支票請匯入：
Name of Bank and Address：
First Commercial Bank Taichung Branch
69 Chung Shan Road,Taichung,Taiwan
C/O：Pei Taichung Branch
SWIFT CODE：FCBKTWTP
Name of Account：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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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含離島奉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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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奉獻文字傳道基金專戶。

小額捐款作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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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傳道基金

49 文／腓利門

109年5月奉獻額: $1,396,050
累計結存:$8,146,828

96 文／木下先義

日本聖工近況
封底 文／文宣處

2020年文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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