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為時代動盪禱告

社論

4  文／周惠嘉

努力做成得救的工夫

真理

論道

8  英文原著／Boaz‧譯／LT‧修/CL  圖／Dora

因信稱義之真理規模

靈修小語

16  文／楊志豪

疫情下教會發展的方向

主題：怒氣能成就神的義嗎？

20  文／張允得  圖／安其

如何處理怒氣   

24  文／吳明真  圖／安其

非尼哈以神的忌邪為心

27  文／謝宏駿  圖／安其

摩西對金牛犢事件的忿怒 

30  文／馬家驎  圖／安其

耶穌一怒，聖殿潔淨

35  文／DL  圖／安其

大衛一怒，合神心意

信仰

默想集

7  文／謝順道 

利河伯

新生命

13  文／基隆教會 黃柏鈞

我可以差遣誰？誰肯為我去呢？

當信徒進入神的安息，產生謙卑

之情，將一切榮耀歸給神，不再

有面子的得失問題。可以接受善

意的批評，面對惡意的毀謗，也

能以平常心面對，自然不會隨

便發怒，因為他已經治服自己的

心，成為情緒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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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間彼此互為肢體，人

與人之間彼此的連結建立

在愛的基礎。因著神的愛，

我們也可以以相同的愛去愛

人。聖經中對於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有深入的刻畫。我們

都渴求一份真摯的友誼，但

這份友誼必須在神的愛裡，

才能永久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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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唱詠不停 

39　文／聖樂發展委員 北區、東北區聖樂小組

北區、東北區 聖樂研習紀實分享

新版兒教課程簡介

43　文／教牧處兒教組課程委員會

新版兒教課程設計

物理學 主裡學 

48　文／高春霖  圖／高霈晴 

錯過牛頓、錯過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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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蒙恩見證

53　文／柬埔寨 金邊教會  歐．帖藍（Ork Thearan）

耶穌基督呼召我進到得救的真教會

56　文／柬埔寨 金邊教會  馬．沙崙．拉撒每（Mach Sarun Raskmey）

聽真神的話，必得祝福

福音小舖

59　文／小默  圖／Wu-Hu

求告主名重返安樂

青心吐義

63　文／汎茵  圖／Alice Chen

不要小看他年輕

教育

優植橄欖栽子

64　文／僕子  圖／ting

陪伴孩子面對挫折

青春活仰力

69　文／Deigratia  圖／盈恩 

或向左，或向右

歷史

教會歷史

72　文／陳宏模

內埔教會創設60週年溯源（1960-2020）（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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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以琳之泉

78　文、圖／吳盈光

圖說新約

心派生活

80　文／侯麗珠  圖／佳美

神的家與我

83　文／畀予  圖／秀卉

成功不代表自己成長了

詩情話意

82　文／smallpolo

與神相遇

回首驀見

85　文、圖／小豐

獨處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6　文／珼珼    

憐恤人的人

消息

真光通訊

88　文／公益理事會

一杯涼水──2021年清寒助學金報導

聯總簡訊 239期

90　文／越南事工小組 鄭以賽亞執事

萬事互相效力──越南福音事工近況

92　文／新加坡聯絡處

雖有困頓，仍有主扶持成長

──新加坡聖工近況

94　文／新加坡緬甸事工小組

真耶穌教會緬甸事工近況

紙上攝影展

封底裡  文／吳孟瀠、攝影／hasingyi

微小珍寶

封底　文／神學院

    一粒麥子──神學系第58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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