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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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逆境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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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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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心得

18  文／侯信田  圖／哈莫尼安

摒除屬靈的惡訊息

24  文／宋力強  圖／佩璇

換個角度看人生

我文青我讀經

21  文／泰珊  圖／Rainie

潔淨聖殿——包裝下的敬虔  

靈修小語

26  文／念忻 

放膽講論神的道

主題：領受聖靈的重要
29  文／張允得  圖／天恩

聖靈、聖工與聖物 

32  文／羅真聲  圖／天恩

總要儆醒禱告 

37  文／Shulamite  圖／天恩

走出洞口，聽微小的聲音 

41  文／盈惠  圖／天恩

領受聖靈的重要性（一） 

當基督徒與主相遇，好像親眼

看過主、親手摸過主，必然成

為生命之道的見證人。今日與

主相遇的關鍵就是應許的聖

靈，因為領受聖靈的震撼體

驗，讓信徒如同看見了主。當

我們接受聖靈的引導，……人

生就是走在正途，終必在圓滿

中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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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屬神的地方，也是由

弟兄姐妹組成的屬靈團體。

人帶著肉體難免有軟弱，我

們若將眼光都聚焦於此，恐

怕會在信仰中產生疑惑，甚

至跌倒。因此要學習在團契

中以神的愛彼此相愛並實踐

聖經的道理，讓自己即使看

到破口，依然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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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行道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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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開路        

 聖經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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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營

一生牧養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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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耶穌

蒙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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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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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如我，竟蒙神揀選

福音小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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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沒有走過的路！

青心吐義

76　文／小樹　圖／Alice chen

當生活有了耶穌

教育

少年十五二十時

68　文／Latte Cat  圖／劉以諾

給青少年的讀經筆記

事奉心得

70　文／江君玉整理  

2021年兒童詩歌創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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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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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外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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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樂的緣由

84　文／純品　圖／聖惠

後邊有聲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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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信生命體驗營──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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