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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裡 文／蔡恆忠

多得恩免的人
社論

4 文／陳勝全

主為我戴荊棘

真正的喜樂是一種從內在深層
中，所生發出的屬靈之樂，在
看似負面，甚至惡劣的環境
下，仍有因著信靠神而得的平
安、滿足、穩妥、心緒安寧！

真理
靈修

7 文／張信德 圖／安其

選民的證據──安息日
10 文／細水 圖／Dora

與做婆婆的姐妹共勉
下
期

我文青我讀經

17 文／雨語

圖／Rainie

一口井的自述
靈修小語

20 文／王明昌

抬擔架的人在哪裡？

主
題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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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多久沒有喜樂了？

信仰生活

特稿
22 文／劉明賢

來吧！得主所用趁現在
主題： 喜樂的泉源
28 文／馬家驎 圖／Dora

信仰，生命影響生命
32 文／楊志豪 圖／Dora

美好的人際關係
36 文／張信德 圖／Dora

生命的長寬高
40 文／陳博仁 圖／Dora

罪惡中的喜樂──從醫學角度來談
43 文／Peter 圖／Dora

苦難中的喜樂

基督徒對於喜樂有著不同的
「體驗」，也就存有不同
「層面」的說法。
在聖經中，保羅說「喜樂
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加五
22）；簡單地說，「喜樂」
就是基督徒能順從聖靈而表
現出來的結果。
因著聖靈的工作，在人身
上有著各種面向的成熟生命
之行為，可謂一體多面的效
果。因此，如從這個的角度
來看，喜樂可以視為基督徒
所需要培養的「品格」，或
擁有的「特質」；喜樂可以
是一種心態、價值，而非專
指情緒反應或心理狀態。

繪圖／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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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 EDITOR 林淑華、蘇真賢、張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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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青心吐義

美術編輯 ARTEDITOR 施惠雅、林連珠（分機1258、1259）

25 文／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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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神的旨意時
80 文／Hanna Chang 圖／Alice chen

願感動我的靈加倍感動你
行道體悟

47 文／breeze 圖／銨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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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基、
林淑華、邱義雄、陳光照、陳明輝、陳勝全、區建國、
張靈智、潘誠人、簡明瑞、蕭榮光、羅讚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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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底蛙，喃喃語
聖經放大鏡

50 文／恩沛

聖經中的「得救」
一生牧養我的神

54 文／羅真聲 圖／哈莫尼安

親手摸到神的權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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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恩見證

58 文／二重教會 曾曉芬

謝謝！主耶穌
62 文／溪湖教會 江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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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神許願一定要記得還願
福音小舖

70 文／茁石 圖／Wu-Hu

得聖靈明分辨
線上閱讀
https://joy.org.tw/holyspiri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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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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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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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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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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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郭順命（頂順）長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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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smallpolo 撰稿 圖／小美

溫暖的記憶延續至今

聖靈月刊
以琳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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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氣巿集
心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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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麵一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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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該爬樹
88 文／Y.L 圖／聖惠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回首驀見

57 文、圖／陳豐美

接受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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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因無知而滅亡

奉獻方式

雜誌每年印刷郵寄成本 $4,800,000，
歡迎自由奉獻至「文字傳道基金」。

◆其他國家奉獻匯款或支票請匯入：
Name of Bank and Address：
First Commercial Bank Bei Taichung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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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文／文宣處

真光通訊

91 文／黃重維神學生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神學院
神學系第57屆開學典禮
聯總簡訊 233期

94 文／印尼總會

世界傳道基金

專欄徵文──福音小舖

110年9月奉獻額: $572,900

累計結存:$14,655,473

神親自開拓的方式
95 文／宋力強

莫斯科教會2021年之聖工近況
封底 文／宣牧中心

2021飛行在空中的天使──多媒體志工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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