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圖／劉選愛

     經過流淚谷

社論

4  文／謝宏駿

神的意思或人的意思？

真理

讀經心得

7  文／聖彥  圖／張祈真

基督徒的堅毅剛直

靈修

10  文／まつ  圖／張黑熊

休憩於比梭溪畔 

我文青我讀經

16  文／Yun   圖／Rainie

耶穌潔淨聖殿：談信仰的俗化

靈修小語

19  文／周碩軍  

教會網站及媒體資源之利用與運用

特稿

22  文／盈惠  圖／天恩  

領受聖靈的重要性（四） 

主題： 不堪一擊的信仰
30  文／如鹿  圖／Yufly

相見不如不見？

34  文／洪明道  圖／Yufly

風聞有神，看不見神！

38  文／Day  圖／Yufly

認清自信背後的軟弱  

42  文／佳禾  圖／Yufly  

誰是真信主的人？

敬畏神的人面對看似沒有神保

護的狀態，他仍然能夠榮耀

神，能夠敬畏神，不偏左右！

能在看不見神時，就相信神，

是信仰中最真實的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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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

積極的準備。

你在等候神的回應嗎？還是

在實踐應許的過程中？你

已等待多久時間了？有開始

懷疑神是否記得？還是懷疑

自己的等待，真的會有答案

嗎？

等候過程中的作為，是決定

結果的質量，而這期間絕

對是苦，更是苦不堪言。不

要害怕會出現否定自己的聲

音，這聲音往往是督促著

你，非要再往前進步不可的

動力。

忍
耐
的
人
生

繪
圖
／
Yufly



信仰

行道體悟

47　文／平安果  圖／Sara

活在世界，不屬世界

聖經放大鏡

50　文／恩沛

聖經中的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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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蒙恩見證

58　文／北桃園教會 郭士德 

主耶穌親手領我（上）

62　文／松山教會 陳碧芬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65　文／碧候教會 楊小萍見證 邱承忠整理 

神是我的避難所

青心吐義

68　文／微光  圖／Alice chen  

如同燈照在暗處

福音小舖

70　文／凌晨  圖／Wu-Hu

九十九羊──尋回失迷的那隻

事奉心得

84　文／六合志工

佳美的腳蹤──六合教會春季靈恩會前二週之密集逐家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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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藝文

一杯涼水

72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安撰稿  圖／小美

原來是這種感覺

以琳之泉

88　文、圖／吳盈光

小不點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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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派生活

53　文／小豐  圖／SHI_O

忘了

74　文／Jiayan Tsai  圖／陳雅君　

最痛的哀愁

回首驀見

57　文、圖／陳豐美  

如果，愛

詩情話意 

77　文／Smallpolo  圖／盈恩

看哪！

87　文／畀予 

很多事情你很珍惜，但它就是會失去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圖／張文蓁

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甦箴虹

天國地圖

消息

45  文／文宣處

  線上閱讀

95  文／文宣處

  聖靈專欄徵文

真光通訊

92　文／東南區長青學苑志工

長青關懷事工──東南區長青學苑老人日托班

聯總簡訊 231期

94　文／美國總會

美國與墨西哥聖工近況

96　文／馮約書亞

緬甸教會近況更新

封底　文／腓利門

      2022年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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