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教會

封面裡　文、照片／Labi kumi 張素慧

   神所愛的家──北埔教會

社論

4  文／吳明真

作聖工一定會蒙神賜福嗎？

真理

論道

7  英文原著／Boaz‧譯／LT‧修／JL  圖／安其

聖靈的洗 

靈修

13  文／陳錫民  圖／哈莫尼安

所羅門與百合花

我文青我讀經

19  文／悠瓏火   圖／Rainie

以耶穌的心為心──焦急如火燒

靈修小語

22  文／侯弘哲  

收不完的莊稼，你看見了嗎？

特稿

24  文／Felisa Purnomo  圖／天恩  

領受聖靈的重要性（五） 

主題： 忍耐的人生
30  文／楊志豪  圖／尚仁

眼看實係為難──神真的不出手嗎？ 

33  文／純品  圖／尚仁

等候過程中的煎熬

38  文／謝宏駿  圖／尚仁

存心忍耐，向著標竿直跑   

42  文／Ｈ  圖／尚仁

更美的忍耐──在人生的旅途中 

46  文／Deigratia  圖／尚仁 

婚姻中的寬闊之地──談婚姻中的忍耐  

洗禮後，我們就是神國「人生

馬拉松」的選手，「忍耐」

著異於常人的「成功繁華路

線」，我們跑的是一條向上的

窄路，為的是站在審判寶座前

的那一刻，能夠無愧的說：

「我已經奮力跑完，求神憐

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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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追求，是每個人的盼

望。所以為了得到「喜樂」

的感覺，有人用盡了各種方

法。然而，世界上就是沒有

永恆的喜樂，也沒有不需面

對的痛苦。藥物、酒精可以

麻痺但不能給予心靈上的慰

藉；「刺激」的事物可以帶

來短暫的滿足但不能持久。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安慰

來自於神溫和的話語。祂必

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祂

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祂右

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十六

11）。

喜
樂

繪
圖
／
尚
仁



信仰

行道體悟

16　文／木目心  圖／銨銨

憐憫與恩待    

聖經放大鏡

50　文／恩沛

聖經中的「踏在腳下」

一生牧養我的神

56　文／羅真聲  圖／哈莫尼安

親手摸到神的權能（一）

蒙恩見證

60　文／北桃園教會 郭士德 

主耶穌親手領我（下）

66　文／新林祈禱所 龔紹明

苦難中的生命

青心吐義

54　文／buzbee  圖／Alice chen  

反過來想 其樂無窮

福音小舖

72　文／羽亮  圖／Wu-Hu

尋找的就必尋見

歷史

教會歷史

76　文／王惠姬

美國檀香山真耶穌教會史略（1930s－1940s）(十）

藝文

一杯涼水

74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小繩子撰稿  圖／小美

愛的擔代與顧惜

以琳之泉

83　文、圖／吳盈光

阿飛王子

心派生活

58　文／簡詩婷  圖／佳美

主啊！祢不愛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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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文／六扇門  圖／累得　

學習做個好撒瑪利亞人

70　文、圖／小豐  

老了

回首驀見

65　文、圖／陳豐美  

憂鬱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6　文／珼珼  圖／張文蓁

定睛仰望神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甦箴虹

莫待飄零終有悔

消息

37  文／文宣處

  線上閱讀

真光通訊

88　文／達銀花

主讓我慢慢的成長

聯總簡訊 232期

92　文／加拿大聯絡中心

在疫情中仰望主的慈憐

94　文／東宣部

在孟加拉國的開拓事工

封底　文／腓利門

新品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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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本刊上期九月p74，因作業疏忽，造成紙本印刷字句短少，

特此更正如下。

圖／吳雅君

眉批：我向神祈求，讓我不要因同情而違背真理，以免自己成為讓

對方靈性淪亡的夥伴。因為真正的愛，是能彼此一同走向天

家。

首段：那天，我參加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在多篇論文發表中，有兩

篇最為吸睛，一篇探討「師生戀」，另一篇則是探討「同志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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