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與人生

封面裡　文／蔡恆忠

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

社論

4  文／姚家琪

萬事互相效力

真理

靈修

8  文／陳勝全  圖／安其

紅海過後的三堂課

讀經心得

14  文／羅耀卿  圖／梅果

這是正路

我文青我讀經

18  文／林珮珊  圖／Rainie

信仰復興——尼希米重建城牆與耶穌潔淨聖殿  

靈修小語

22  文／馮約書亞  中譯／YiYun Liu, Jean Huang

在變動的需求中調整宣道策略

特稿

25  文／盈惠  圖／天恩  

領受聖靈的重要性（二） 

主題： 大家一起來聚會（上）

32  文／楊志豪  圖／玻璃海

為何我不再來聚會？ 

36  文／馬家驎  圖／玻璃海

旁觀只是放棄，投入才能改變 

40  文／杏仁子  圖／玻璃海

好牧人誰能尋著呢？（上） 

45  文／黃思芳代筆 魏迦瑪列整理  

    天使三次探訪小約希 

雖然是站在講臺前，但當祂把

雙手舉起來時，卻是可以摸到

每一位信徒的頭。這時，結束

禱告的鐘聲響起，希希頓時從

異像中回到現實，異象也就這

樣消失了。當我聽完了她的見

證後，深深體會到來教會聚會

一定蒙神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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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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放大鏡

50　文／恩沛

聖經中的塵土

一生牧養我的神

54　文／羅真聲  圖／哈莫尼安

親眼看見神的作為(一)

蒙恩見證

60　文／新加坡 直落古樓教會 鄭思恩

天父最懂我的心

66　文／華盛頓特區祈禱所 李牧笛

主既顧念麻雀──新冠確診康復見證

福音小舖

70　文／茁石  圖／Wu-Hu

報到成功！

青心吐義

88　文／Lirio  圖／Alice chen  

我的心啊，你為何憂悶？

教育

教員加油站

74　文／草食萬來  圖／劉以諾

心中的小星星

歷史

教會歷史

80　文／王惠姬

美國檀香山真耶穌教會史略（1930s－1940s）(七)

藝文

以琳之泉

86　文、圖／吳盈光

發不出去的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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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派生活

65　文／畀予  圖／雲　

不離不棄，是我肢體

79　文／陳聖彥  圖／Sawmah

齊心捏出主所愛的形狀

童言童語

59　文／北臺中教會 陳曦小朋友  

在神 凡事都能

詩情話意

53　文／聖落恩  

天父的愛

69　文／魯亮

是妳，讓我明瞭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受苦原是與我有益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箴虹

夢想

消息

真光通訊

92　文／晨光

泰北美塞學生中心畢業感恩特別聚會

聯總簡訊 229期

94　文／香港聯絡處

香港聖工報導

95　文／林永基

日本聖工近況與未來展望

封底　文／腓利門

宗教教育月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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