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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嗚叮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圖／取自維基百科

在基督裡的平安
社論

4 文／周惠嘉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真理

我非常憤怒地對自己說：「以
後我的日子沒有神，耶和華從
此不再是我的神。」那之後，
我不曾再踏進教會。……感謝
神，給了我重生的機會和天國
的渴望，也很高興我能擺脫那
被邪惡捆綁的生活。

靈修

10 文／王靈 圖／祈真

愛惜光陰
讀經心得

15 文／まつ 圖／Dora

路得記──聖經中特別的一卷（下）
彼得認識主
我文青我讀經

24 文／林子晴 圖／Rainie

與神和好
靈修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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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聖靈的重要

21 文／平安果 圖／安其

26 文／劭騏

疫情下的網路聖工
主題：去舊更新
31 文／劉怡昀 圖／嗚叮

穿上新人的保羅
35 文／謝宏駿 圖／嗚叮

撒該徹底的改變
38 文／yawai yumin 圖／嗚叮

被愛感化的丈夫
40 文／ㄚ隆

圖／嗚叮

迎向光明大道
44 文／鍾寅 圖／嗚叮

光照亮了歸路

聖靈是進天國的憑據，我們
也當祈求聖靈的能力。使
徒等候了上頭來的能力為主
作工，今日已領受聖靈的我
們，是否也有一樣的心志？
我們不去消滅聖靈的感動，
但天下諸靈也不可盡信；反
倒謹慎分辨、祈求聖靈的充
滿，為主打那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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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文／陳芊樺 圖／JC

當祂靜默時
聖經放大鏡

50 文／恩沛

聖經中的太監
一生牧養我的神

54 文／羅真聲

風聞耶穌
蒙恩見證

58 文／紐西蘭奧克蘭教會 林麗華

走過死蔭的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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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疼因按手禱告嗎？
青心吐義

76 文／HANNA CHANG 圖／Alice chen

成為和平的器皿
教育
少年十五二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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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文／Latte Cat 圖／劉以諾

給青少年的讀經筆記
事奉心得

72 文／唐嘉宏 圖／珮榕

10分鐘的獻上──跟教會青年們淺談領詩聖工
歷史
教會歷史

78 文／王惠姬

美國檀香山真耶穌教會史略（1930s－1940s）(五)
藝文
一杯涼水

74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廖家立撰稿 圖／小美

重回被愛的空間

聖靈月刊
以琳之泉

57 文、圖／吳盈光

給要開刀的你
心派生活

84 文／畀予 圖／Batu

約瑟的哭
86 文／侯麗珠 圖／賈比恩

詩歌帶來的力量
詩情話意

53 文／聖落恩 圖／傅俊儒

不要懼怕黑
85 文／茵芙

你的謙卑 救了你的孩子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圖／劉恩翔

凡信祂的，必不至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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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文／箴言詩篇聖樂宣道協會

真光通訊

90 文／紀榮威

社區樂齡見證：遇見耶穌
聯總簡訊 227期

92 文／新加坡聯絡處

新加坡聖工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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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之所嚮──當英倫古韻遇見當代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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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文／神學院

開展境界、擴張神國──神學系第57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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