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擁抱每個新的早晨 

社論

4  文／王明昌

擴張帳幕、堅固橛子 

真理

論道

8   文／王耀真  圖／張黑熊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靈修

11  文／Boaz‧修／KZ（UK）  圖／Dora

 信心建立的時刻──危機、真理與禱告

讀經心得

16  文／Day  圖／安其

西羅亞樓倒塌的聯想 

27  文／陳芳田  圖／張黑熊

    由聖經的戰役思考面對疫情的態度

我文青我讀經

22  文／白紫  圖／Rainie

潔淨聖殿

靈修小語

30  文／張以斯拉（UK）  

新冠疫情──談從防疫到共存！

主題：生命的泉源
33  文／謝宏駿  圖／ME-me

    雖然如此，還是要相信    

37  文／楊志豪  圖／ME-me

 信仰的挑戰──面對情傷

41  文／羽亮  圖／ME-me

信心的穿透力

44  文／張允得  圖／ME-me

我是同性戀者，我能不能信耶穌？   

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不安的環境

中，未來有希望好轉嗎？世

界末日是不是快來了？雖然

環境如此惡劣，我堅決相信

神一定有美好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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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的地方看到亮光，即使

再微小，那也是美好的。在

魔鬼所轄制的世界，人類的

未來本來是一片黯淡，將來

等著的是跟魔鬼到同一個地

方。「正直人在黑暗中，有

光向他發現；祂有恩惠，有

憐憫，有公義」（詩一一二

4）。從此，正直人要為光

傳揚，讓世人都能臉蒙光

照，成為光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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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默想集

7　 文／謝順道 

 以撒在田間默想 

行道體悟

48  文／Eunice 圖／紫筆 

從1200元說起 

青心吐義

64　文／Chelun  圖／Alice chen 

    真正的認同

一生牧養我的神

50　文／羅真聲  圖／哈莫尼安

親手摸到神的權能（四）

蒙恩見證

53　文／內埔教會提供

一分45秒的恩典

56　文／基隆教會 吳錦雲 

    走過死蔭幽谷

59　文／三重教會 馮金妹 

    主賜真平安

福音小舖

62　文／凌晨  圖／Wu-Hu

愛拯救我

教育

優植橄欖栽子

66　文／僕子  圖／ting

操練敬虔從小做起

青春活仰力

71　文／Deigratia  圖／盈恩 

讀懂青少年──理解、肯定與陪伴

歷史

教會歷史

76　文／陳妙草

懷念郭順命（頂順）長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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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以琳之泉

82　文、圖／吳盈光

你洗腳了嗎？

心派生活

84　文／蔣月玲  圖／聖惠

用愛來貫穿我的人生

86　文／侯麗珠  圖／ting

路得的抉擇（得一1-四22）

89　文／王靈  圖／ting

生命的蛻變

回首驀見

75　文、圖／陳豐美  

論斷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虛心的人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攝影／真弘

  燈塔 

消息

15  文／文宣處

  線上閱讀

61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聖靈

88   文／文宣處

  專欄徵文──福音小舖  

聯總簡訊 235期

92　文／許哈巴谷

    不受阻擋的福音──印度教會現況

94　文／許明道

韓國總會近況更新

封底　文／公益理事會

愛心捐款  節稅有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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