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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ME-me

信仰與人生

封面裡 文／蔡恆忠

關鎖中見主恩
社論

4 文／林永基

我能為教會做什麼？
真理

若能出於愛神愛人動機所做的
工，不論是教會裡、家庭中，
還是社會上的工作，都是聖
工，因為都是存著服事神的心
來服事人。並且其價值不是比
較工作的大小難易，而是比較
愛心的大小深淺。

論道

8 文／田輝煌

福音書中的受難敘述（下）
靈修

12 文／王靈 圖／文宣營張祈真

蒙神悅納的禱告──自省的禱告 灵
讀經心得

16 文／まつ 圖／安其

兩個失喪的兒子比喻中的福音與訓誨（上）
祢若早在這裡
靈修小語

24 文／木思

耶穌的社會關懷
主題：事奉的精神
29 文／郭志忠 圖／ME-me

聖工的高低比較
34 文、圖／吳盈光

葡萄園工作守則
36 文／涵 圖／ME-me

得時不得時
39 文／田輝煌 圖／ME-me

事奉的精神
43 文／茁石 圖／ME-me

事奉精神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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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誰？

22 文／daughter 圖／文宣營陳以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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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基督、是彌賽亞。在
世人的眼中，祂是猶太人的
王，是一位先知、救世主，
是「行異能」者，卻也曾被
誤會是傳異端的人！為了將
世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祂
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卻不被
人們所了解；而門徒認為祂
是一位夫子、是永生神的兒
子，最終惟有藉著祂，才得
以到天父那裡。而你認識的
耶穌是誰？祂對你有什麼意
義？倘若生命中沒有耶穌，
又是怎樣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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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新生命

26 文／藍孝威

願與神親近

如需索閱，請來電通知或 e-mail：

行道體悟

JuliaS@tjc.org.tw，我們將為您寄上。

47 文／微小 圖／文宣營紀晴

編審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文宣處編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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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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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文／郭祝壽 圖／尚仁

神聖之刀──神的僕人(上)
聖經放大鏡

56 文／恩沛

聖經中的「寡婦」
發行所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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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文／三多教會吳惠娥口述 侯麗珠整理

電話 04-22436960

耶穌是我一切所有

傳真 04-22436968

64 文／新加坡亞當路教會 洪菁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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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君王（下）
福音小舖

68 文／羽亮 圖／Wu-Hu

人生有幾個六年？
線上閱讀

青心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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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文／微光 圖／Alic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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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文／王惠姬

真耶穌教會在湖南省的簇立（1919-1930）（二三）
藝文
人物印象派

67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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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何竟仆倒──掃羅

聖靈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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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琳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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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擄與歸回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2 文／蔡文心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彼得
心派生活

86 文／Chia chun 圖／ting

祂從未多此一舉
90 文／小豐 圖／文宣營黃晨茵

惻隱之心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圖／文宣營楊巧欣

只是一件小事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真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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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利河伯基金會

小額捐款作善事
專欄徵文～一杯涼水
71 文／宣道處

2020全國青少年福音人才訓練營
真光通訊

91 文／邱承忠

第56屆神學系開學典禮

世界傳道基金

49 文／文宣處

109年9月奉獻額: $591,401

累計結存:$5,503,565

聯總簡訊 221期

93 文／谷慕霖

影音與全球聖工
95 文／印尼總會

不足的，靠主加倍──印尼總會聖工近況
封底 文／宣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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