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

封面裡　文／小水滴

神是輕慢不得的

社論

4  文／繟然

疫情下的省思

真理

靈修

8  文／Day  圖／安其

揮別曠野，進入迦南

聯總

14  文／車富銘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第十三屆聯總世界代表大會紀實 

靈修小語

18  文／黃世明  

新移民信仰的建立

特稿

20  文／盈惠  圖／天恩  

領受聖靈的重要性（三） 

主題： 大家一起來聚會（下）

28  文／杏仁子  圖／玻璃海

好牧人誰能尋著呢？（下） 

32  文／純品  圖／玻璃海

我們都是「大兒子」──先看神再看人

37  文／璞琢  圖／玻璃海

彼此相愛的心──人與人相處是一種學習

41  文／羽亮  圖／玻璃海  

誰阻擋人進教會？

46  文／Ｈ  圖／玻璃海

不要再回到過去

神不會做「沒有意義」的事

情，萬事出於神的允許和美

意。這波疫情，終於讓全球都

非常「有感」，神降災一向是

宣告審判、提醒、警戒，希望

世人可以悔改，未信者進入救

恩的教會，而屬祂的孩子，經

過這個末世瘟疫之災，靈命從

安逸中甦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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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從不放棄信心失落的人，

除非是人放棄、遠離祂；

雞叫的聲音，讓彼得徹底知

道自己是軟弱的，自以為的

堅強其實不堪一擊。神的聲

音，讓以利亞認識到自己的

無能；前一刻能力的展現，

並不是自己的能耐，下一刻

的軟弱，唯有倚靠神的扶持

與救助，才能復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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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聖經放大鏡

50　文／恩沛

聖經中的另類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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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恩見證

58　文／鹿港教會 姚信義 圖／姚信義、陳錦榮

我們正在經歷火災全記錄

62　文／倫敦森山教會 莫維靜

安息日與天上基業的關係

64　文／美國坦帕教會 游美雪

由神來的這一口氣

福音小舖

66　文／小林禮二  圖／Wu-Hu

帶領全家信主

事奉心得

80　文／魏迦瑪列

「疫」起印尼總會文宣寫作訓練

青心吐義

86　文／May  圖／Alice chen  

我是一名法利賽人

教育

耕心更新 陪他成長

70　文／小格子  圖／劉以諾

從約拿書學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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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發行所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社址  406506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 

No.180,Sec.2,Songjhu Rd.,Taichung City,40673,Taiwan

電話  04-22436960

傳真 04-22436968

承印者 橄欖葉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第1781號

臺灣郵政中臺字第044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轉載本刊，請先取得同意！

發行人 PUBLISHER 趙明洋（分機1211）

社長 DIRECTOR 江克昌（分機1251）

總編輯 EDITOR-IN-CHIEF 蘇真賢（分機1255）

文字編輯 EDITOR 林淑華、蘇真賢、張文怡 

              （分機1252、1255、1257）

美術編輯 ARTEDITOR 施惠雅、林連珠（分機1258、1259）

真光通訊 張鳳凰（分機1312）

聯總簡訊 黃佳珊（分機1319）孙 

發送 蘇真賢（分機1255）

索閱 蘇真賢（分機1255）

如需索閱，請來電通知或 e-mail：
JuliaS@tjc.org.tw，附上姓名、住址、電話，
與所需的期別；我們將為您寄上。

編審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文宣處編審科

本期編審委員 王明昌、田輝煌、江克昌、吳明真、吳  豪、林章偉、

邱義雄、陳光照、陳明輝、陳勝全、區建國、張靈智、

潘誠人、簡明瑞、謝溪海、蕭榮光(按筆劃順序排列）

本雜誌內文編排，文中數字與符號的使用，係本刊統一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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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閱讀 

https://joy.org.tw/holyspirit.php

http://www.tjc.org.tw/Ebook/List?gpid=4&mid=104

《聖靈》月刊投稿須知 因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財政處於年

底申報時，雜誌社稿費支出必須製發扣繳憑單，請您於來

稿時務必附上：

1.真名2.筆名（指定以筆名刊登者）3.所屬教會4.聯絡電

話、e-mail5.身分證字號6.戶籍地址（含里、鄰）或附上

身分證影本。7.並註明稿費奉獻或匯款（匯款請附郵局或

銀行帳戶與帳號）8.投稿後，請電話確認。

字數約1000-3000字，文體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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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涼水

68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趙明洋長老口述 幸運草整理 圖／小美

愛的熱線

以琳之泉

85　文、圖／吳盈光

基督徒的防疫責任

心派生活

72　文／林銘輝 圖／陳以憫　

神很愛我

88　文／小豐  圖／吳子謙

老伴

回首驀見

84　文、圖／陳豐美  

祢愛我嗎？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為什麼要查考南北王國的事蹟？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平安果

街巷

消息

真光通訊

92　文／吳以琳

2021年泰北美塞學生中心開學式

聯總簡訊 230期

94　文／英國總會

不可停止聚會──英國聖工近況

96　文／非洲法語區聖工小組

或這樣、或那樣──神的工作在非洲法語區

封底　文／文宣處

線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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