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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裡 文／曾恩榮

留下水罐子
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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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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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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團契

19 文／宋力強 圖／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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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小語

24 文／溫約翰

主和門徒同工
主題：我要去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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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文／林頌懷 圖／安其

團契的生命力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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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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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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散你的團契
45 文／洪明道 圖／安其

如何解救你的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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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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