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與人生

封面裡　文／蔡恆忠

圈外的羊

社論

4  文／薑桂

談混沌失真中信仰的省思 

真理

靈修

8  文／聖彥  圖／張祈真

   回到起初

讀經心得

11  文／金魚  圖／安其

相信主，再等主一下

16  文／英國里斯特 鄧育光  圖／Dora

瑪拿西和以法蓮──基督救恩的奧祕 

靈修小語

20  文／西馬 張以斯拉

要愛惜光陰

主題：聖殿中的常青樹
23  文／林永基  圖／Rainie

樂觀奮進的晚年生活  

28  文／yuying  圖／Rainie

退休之後

32  文／陳日頌  圖／Rainie

    獨居老人的精采生活

37  文／陳素娟  圖／Rainie

在黃昏中追逐陽光    

40  文／陳淑媛  圖／Rainie

年歲的冠冕 

勇敢的認老、面對外表逐漸的

老態是讓獨居老年人生活精采

的首要心態。信徒若直到年

老，仍堅定對神信靠的心，這

才是真正樂觀奮進的晚年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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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將諸般的恩賜分別賜給眾

人，是希望藉著肢體的互

補，以成就身體。然而，在

這過程當中，總會出現不可

預期的狀況，假先知的出

現、工人心態的扭曲，甚至

於連原本屬神的信徒們也都

被迷惑了！分辨與成長，讓

自己在屬靈的爭戰中，不會

被引誘墮落，也不會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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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默想集

7  文／謝順道 

全能的神

歡唱詠不停 

18　文／方顗茹

向主唱樂歌

青心吐義

43　文／buzbee

擔心，就像人生的小偷

67　文／Lirio  圖／Alice chen

    明白神的旨意

物理學 主裡學 

44　文／高春霖  圖／高霈晴 

從反作用力定律看做人道理

新版兒教課程簡介

47　文／簡瑞斌

與神連結、建立家庭祭壇的宗教教育 

一生牧養我的神

50　文／羅真聲  圖／哈莫尼安

親嚐主的十架苦杯（一）

蒙恩見證

54　文／白沙教會 柯姵丞

紅痘臉──原來是恩典的記號

59　文／新莊教會 郭瑞珍口述 石淑琪執事娘 整理

死裡復活，奇妙的救恩──朱東源弟兄生命見證

福音小舖

66　文／基督精兵  圖／Wu-Hu

靈戰

教育

耕心更新 陪他成長

69　文／Boaz、譯／Ted  圖／Enoch

宗教教育：創造並維持靈命成長的環境

優植橄欖栽子

74　文／僕子  圖／ting

3Ｃ育兒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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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活仰力

79　文／Deigratia  圖／盈恩 

說不出口的心事

歷史

教會歷史

82　文／陳宏模

內埔教會創設60週年溯源（1960-2020）（二）

藝文

以琳之泉

86　文、圖／吳盈光

來教會是為了誰？

心派生活

88　文／簡南琪  圖／累得

暴風雨中的避難所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90　文／珼珼    

溫柔的人

消息

聯總簡訊 237期

92　文／沙巴總會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沙巴近況更新

94　文／西馬總會

疫情下，重新出發──馬來西亞的聖工

廣告

15  文／文宣處

線上閱讀

96  文／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

國內清寒獎助學金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Helena、攝影／彭雲翔

平靜安穩的國

封底　文／箴言詩篇聖樂宣揚協會

 心之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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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  奉獻 世界傳道基金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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