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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最美好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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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別真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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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迷惑  

信仰

默想集

7  文／謝順道 

善用自由意志

神看重事奉之人的聖潔，過於

工作表現或恩賜的大小。事奉

神的人，必須明白自己只是個

僕人，自己的想法並不重要，

主人的意思才是至上。僕人一

定要學習放下自己的意見，去

明白並遵行神的旨意，才能達

成任務，蒙神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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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氣的產生，沒有人喜歡，也

是不好的行為。雖然喜怒哀樂

是與生俱來，但表現過度也是

讓人覺得不大舒服。凡事有所

節制，是基督徒該有的品德。

在該生氣時，適時的表達，是

懂得明辨是非的體現，只是

要能如經上所說，生氣不要犯

罪，也不可含怒到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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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58　文／彰化教會 黃瓊諄

從冥頑到得救

福音小舖

62　文／ㄚ默  圖／Wu-Hu

禱告中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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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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