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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SU+0

信仰與人生

封面裡 文／蔡恆忠

與神摔跤
社論

4 文／林章偉

披上救恩之衣
真理

祂默然的愛我，我要不斷去體
會祂話語的安慰力量、去建立
日常的讀經和禱告的生活與主
親近，因祂的話可以救活傷心
痛悔願意尋求祂的人；祂默然
的愛我，何時軟弱，靠祂的話
語即何時剛強。

聽道筆記

5 文／陳秀雲主講 NU整理 圖／Amigo

末世的迷思
靈修

8 文／Day 圖／安其

蒙神喜悅的人
讀經心得

12 文／悅理 圖／Sara

我文青我讀經

16 文／永恩 圖／Rainie

耶穌潔淨聖殿──重建心靈的殿
靈修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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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的表現

預備行善

下
期

20 文／跟隨者

神的計畫漸漸地成就
主題：神安慰我心靈
23 文／Wendy 圖／SU+0

母親懺悔錄
26 文／田榮聖 圖／SU+0

靠神，沒有副作用
30 文／恩典 圖／SU+0

神的安慰
34 文／喵喵 圖／SU+0

祂默然愛我
38 文／木目心 圖／SU+0

神安慰我心靈
40 文／王憶芬 圖／SU+0

主耶穌引領我公公婆婆信主

聖經中有許多聖徒，在他們
生命中特別的時刻裡結出特
別甘美的果子，滋潤我們的
生命！今天，在神所放置我
們的環境裡，按著主所賜或
優或劣的時機裡，我們是否
願意忠心地不斷地為神結出
蒙主悅納的果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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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益友
72 文／雨稀 圖／Alice chen

離別的學習
行道體悟

48 文／藍風鈴 圖／銨銨

暴龍出沒，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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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放大鏡

54 文／恩沛

聖經中的號角
蒙恩見證

58 文／朴子教會 黃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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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我預備更美的路(二)
64 文／杉林教會 劉妤恩

我只是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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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小舖

68 文／茁石 圖／Wu-Hu

離去黑暗就光明
教育
耕心更新‧陪他成長

50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Peter Su 撰稿 圖／佳美

我該如何面對同性戀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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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謝謝您的舉手之勞，願神記念您的善工！

投稿請寄 holyspirit@tjc.org.tw

藝文
童言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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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文／埔里教會溫苡樂小朋友 圖／Shen Shiao

約瑟故事讀後心得

聖靈月刊
一杯涼水

80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羚羊撰稿 圖／小美

城堡下的雪花
迷宮森林遇見古聖徒

82 文／張保羅 圖／玻璃海

迷宮森林──遇見摩西
以琳之泉

84 文、圖／吳盈光

那些NG的禱告
心派生活

71 文／黃智俐 圖／wiwi

我也要去！
86 文／王靈 圖／珮榕

苦難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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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一直在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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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演進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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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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