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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處網站

繪圖／米路哈勇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照片／鄭沛涵

力上加力

死亡是世人最大的絕望，未知
是世人最大的焦慮。然而，當
我們知道明天掌握在全知、全
能、永在、慈愛的神手中，並
確定生命的歸宿與恆常的福樂
已在基督裡，那麼平安便常在
我心，主就是我們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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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現代化世界中
宗教信仰世俗化的應對之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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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永生看今生
讀經心得

10 文／平安果 圖／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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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江有謙 圖／安其

13 文／陳嘉聯主講 鴿子整理 圖／Amigo

腓利門書中的饒恕
主題：人生不再有缺憾
27 文‧照片／劉怡昀 圖／米路哈勇

主是我們的平安
33 文／馬家驎 圖／米路哈勇

為子孫留下什麼？
38 文／杏仁子 圖／米路哈勇

勞碌捕風中的失落——談珍惜
44 文／張信德 圖／米路哈勇

當期待落空
47 文／breeze 圖／米路哈勇

最愛不過～清、淨、靜

網路時代的來臨，為生活帶
來了許多的改變。智慧型
手機的普及，更把網路的功
能發揮到淋漓盡致。從老至
少，滑手機已經變成了全民
運動，就連小小孩也被吸引
得目不轉睛、不哭不鬧，彷
彿成了父母最佳的得力助
手。人人3C產品不離身的時
代，權衡輕重下的利弊取
捨，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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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二一)
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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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文、圖／吳盈光

小魚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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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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