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留下水罐子

社論

4  文／翔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真理

論道

6  文／陳勝全  圖／張黑熊

備油點燈 

靈修

12  文／劉明賢  圖／Dora

保羅唱凱歌

讀經心得

19  文／宋力強  圖／紫筆

主是拯救我的神

我文青我讀經

22  文／張品宥  圖／Rainie

潔淨我們的殿（約二13-22） 

靈修小語

24  文／溫約翰  

主和門徒同工

主題：我要去團契 (上)

27  文／林頌懷  圖／安其

團契的生命力在哪裡？ 

32  文／林永基  圖／安其

展現屬靈生命力的團契

37  文／Day  圖／安其

教會如何介入關心團契？  

42  文／洪明道  圖／安其

如何解散你的團契 

45  文／洪明道  圖／安其

如何解救你的團契    

一個具有屬靈生命力的團契，

就當把握住團契真理的內

涵，……把平日在教會所學的

真理活用在事奉當中，藉著

培養互信、建立信仰、彼此相

愛、人人服事，帶動團契成員

展現屬靈的生命力，建設一個

榮耀的教會！

繪
圖
／
安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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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中成立許許多多的團

契，契員們追求道理，彼此

相互分享，希望能夠從中建

立信仰，找到屬靈同伴，也

能彼此相互關懷，學習事

奉。為了讓各年齡層的信徒

更加熟識，讓聖工推展更完

善，我們需要用心經營、積

極參與，齊心為主發光、興

旺主工，並讓所有的信徒都

能在各自的團契中享受屬靈

之樂！

我
要
去
團
契
（
下
）



信仰

信仰生活 

15  文／金魚  圖／Amigo

信仰的疑問

行道體悟

48　文／楊桃  照片／選愛

一雙鞋子

蒙恩見證

50　文／北臺中教會 張靈真

奇妙的大恩典

56　文／樹林教會 林頌堯

全家的生命見證(上)

青心吐義

60　文／Chelun  圖／Alice chen

看見微小

事奉心得

62　文／唐嘉宏

2020喜信生命體驗營「ㄊㄚ比世界更大」活動報導

66　文／麻豆教會少年班 王予諾

參加喜信生命體驗營心得

福音小舖

67　文／羽亮  圖／Wu-Hu

滿佈生命的挑戰

教育

少年十五二十時

70　文／Latte Cat  圖／劉以諾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分數

歷史

教會歷史

74　文／王惠姬

美國檀香山真耶穌教會史略（1930s－1940s）(一)

藝文

詩情話意

73　文／smallpolo

善變的世代 不變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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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印象派

79　文／甦箴虹  圖／陳雅君

愛情不打烊──書拉密女

一杯涼水

80　文／林銘輝  圖／小美

一杯涼水，美麗應許

心派生活

82　文／May  圖／Kim

永不再渴的水

90　文／林予加  圖／ting

從通姦除罪化談起

以琳之泉

85　文、圖／吳盈光

一件美事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6　文／珼珼

千千與萬萬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8　文／林子晴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奉獻伸冤的寡婦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真弘

練功

消息

69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福音小舖

真光通訊

93　文／紀榮威

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營隊恩典見證
（基隆梯）──「80秒的愛」品格教育夏令營

聯總簡訊 223期

96　文／馬來西亞總會

神所懷賜平安的意念──西馬聖工近況

封底　文／腓利門

2021腓利門小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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