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

封面裡　文／木目心

        聖靈就是訓慰師

社論

4  文／甦醒

唯主是靠

真理

靈修

6  文／江有謙  圖／梅果

記念與表明

信仰生活

10  文／細水  圖／Dora

與做媳婦的姐妹共勉

我文青我讀經

17  文／Amoy  圖／Rainie

如何與神和好？

靈修小語

20  文／馬家驎   

與神相遇

主題：你多久沒有喜樂了？
24  文／洪明道  圖／Amigo

為什麼你不喜樂？   

28  文／謝宏駿  圖／Amigo

喜樂的祕訣──三不三要

32  文／Menshen  圖／Amigo

主的話語滿有喜樂

36  文／DL  圖／Amigo

懂得愛自己 湧出喜樂之泉   

40  文／杏仁子  圖／Amigo 

義人的盼望必得喜樂（箴十28）

主所說的話語，那些應許要

讓門徒得著主的喜樂之金

玉良言，都存在《聖經》裡

面。只要我們肯接納主的話

進入心裡，就能內化成為屬

靈的力量、喜樂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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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耶穌真的很簡單，要

能將起初的信心堅持到底，

卻是有一定的挑戰！日子順

遂時，我真的好愛主；窮乏

困頓時，我是否就不再來教

會？走天國路，從來都不是

最康莊的那一條大道，或有

很多讓我們可以離開主耶穌

的藉口，但主耶穌的慈愛，

卻是令我們無可推諉。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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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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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青心吐義

22  文／汎茵

樹與枝子

80　文／歸零  圖／Alice chen  

匆匆的一生

86　文／Hanna Chang  圖／Alice chen  

看不見才更要相信

行道體悟

46　文／小小東西  圖／佩璇 

報福音，傳喜信 

聖經放大鏡

50　文／恩沛

聖經中的亞瑪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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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蒙恩見證

57　文／鹿港教會 蔡明秀

主恩豐盈 主愛永隨

60　文／三多教會 廖玉鶯、王文祥夫婦見證 侯麗珠整理

    撇下一切所有跟隨耶穌

福音小舖

70　文／茁石  圖／Wu-Hu

我要與兒子一起受洗

歷史

教會歷史

74　文／陳妙草

懷念郭順命（頂順）長老（二）

藝文

一杯涼水

72　文／小噗  圖／小美

在主裡面的人

以琳之泉

78　文、圖／吳盈光

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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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派生活

66　文／Dory  圖／聖惠

記得祢的好

68　文／廖世玉  圖／累得　

我心中的潘阿妹姐妹

82　文／smallpolo  圖／陳雅君

期待自己──給中級班學員的一封信

回首驀見

59　文、圖／陳豐美  

心兵

詩情話意

85　文／畀予  

與耶穌相認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圖／張文蓁  

神所重用的人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真弘

   愛永遠曼延

消息

9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聖靈

31  文／文宣處

  線上閱讀

91  文／公益理事會

  愛心捐款 節稅有方

真光通訊

90　文／安養護事業推動小組  

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

聯總簡訊 232期

92　文／中南美洲聯絡中心

在這裡真好──中南美洲聯絡中心聖工近況

封底　文／腓利門

五倍券加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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