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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張黑熊

聖靈

封面裡 文／黃吳秀姐妹口述 end整理

發怒卻夢見世界末日
社論

4 文／伊法連

你們可以放心
真理

我們看得萬分要緊的事工，主
看是為「小事」，那麼我們還
會盡忠嗎？我們完全看不起眼
的事工，主說，這雖也是「小
事」，但你有盡忠嗎？真正在
靈修上下工夫的人，不會在乎
今天講道，明天掃廁所；唯獨
心中尊神為大者，……是用生
命在宣揚神的作為。

靈修

6 文／smallpolo 圖／梅果

患難中的平安
讀經心得

9 文／まつ 圖／Dora

路得記——聖經中特別的一卷（上）
14 文／日輪草 圖／Rainie

身為基督的使者
靈修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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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改變了我

我文青我讀經

下
期

17 英文原著／馮約書亞 譯／劉怡昀、黃佳珊

福音裡的同工
主題：忠心的表現
21

文／郭志忠 圖／張黑熊

「忠心」聖經原文查考
28 文／杏仁子 圖／張黑熊

光明之子比不上今世之子？——談在小事上忠心
34 文／13 圖／張黑熊

劣王與忠臣
38 文／涵 圖／張黑熊

按時候結果子
42 文／曾恩榮 圖／張黑熊

逆境：忠心的試金石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
耶和華熬煉人心（箴十七
3）。當一個人的個性定型
後，要改變是何等困難！遇
到事情、碰到狀況，性格似
乎決定了結局。然而，倚靠
神的人，懂得以基督的心為
心，願意謙卑、順服神的引
領，走向更好的道路！一個
轉念，帶來不同的影響；一
個行動，開創不同的局面。
你生命的故事，是否曾經因
為神而有了更好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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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文／薇 圖／銨銨

聖靈參透萬事
聖經放大鏡

56 文／恩沛

聖經中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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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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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文／北臺中教會 林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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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文／三峽教會 林科里

主引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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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文／茁石 圖／Wu-Hu

轉載本刊，請先取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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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來無倚嗎？——教會同靈一家親
教育
耕心更新‧陪他成長

50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祈安撰稿 圖／劉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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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一件令人雀躍的事
事奉心得

77 文／張品宥 圖／Amigo

與神同工
歷史

謝謝您的舉手之勞，願神記念您的善工！

投稿請寄 holyspirit@tjc.org.tw

教會歷史

78 文／王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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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檀香山真耶穌教會史略（1930s－1940s）(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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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

◆其他國家奉獻匯款或支票請匯入：

一杯涼水

84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陳博仁撰稿 圖／小美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以琳之泉

86 文、圖／吳盈光

當同靈受苦時
心派生活

87 文／蔡孟蓉 圖／聖惠

原來祢始終與我同行
詩情話意

55 文／悠瓏火

心之所向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圖／張文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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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文／姚信義

柬埔寨宣教中心聖工近況
92 文／陳建光

主的帶領，超越所想──泰北民模、利凱、美塞
學生中心聖工近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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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古城歷險記──2021年喜信生命體驗營冬令營
活動紀錄與心得導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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