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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區建國

得人如得魚

人總會老，所以不必怕老；人會
衰老，所以不必因衰老而難過。
人生的過程，總要靠主勇敢面

真理

對。年長者的靈修就是靜下心來

靈修

基督，向著永生的標竿前進。

奔走天國路，一心一意效法耶穌

10 文／聖彥 圖／Dora

父親的心願
信仰生活

14 文／小林禮二 圖／Rainie

建立溫馨的基督化家庭
主題：夕陽餘暉無限好
23 文／慰心 圖／聖惠

如何成為令人喜愛與尊敬的長者
27 文／賴英夫 圖／聖惠

漫談長青生活
33 文／無怨 圖／聖惠

下
期
主題預告

真耶穌教會
信徒的信仰危機

樂活在神的恩典中
37 文／羅聰緣 圖／聖惠

埔里基督仁愛之家簡介
40 文／Evan You 圖／聖惠

教會空間是否規劃作為長照據點？
信仰
默想集

8

文／謝順道

雅各與神摔跤
9

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新生命

18 文／基隆教會 陳佳音

我讀神學院的動機

當以色列百姓的信仰一
代傳承過一代，從敬畏
神的百姓也開始慢慢地
忘了神的信仰，直到痛
極了，才懂得呼求神。
四十年曠野路的磨練，
讓他們重新認識神！真
耶穌教會走過百年，已
經有第五代或第六代以
及其他新血的加入，我
們是否還記得真耶穌教
會的使命為何？

繪圖／聖惠

封面裡 文／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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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高春霖 圖／高霈晴

施惠雅、陳柔伶（分機1258、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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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索閱，請來電通知或 e-mail：
JuliaS@tjc.org.tw，附上姓名、住址、電話，
與所需的期別；我們將為您寄上。

由壓力的公式來學靠主
新版兒教課程簡介

46 文／教牧處兒教組課程委員會

共習活動
行道體悟

48 文／平安果 圖／銨銨
編審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文宣處編審科

本期編審委員 方顗茹、田輝煌、江克昌、吳明真、李恩冠、林章偉、
邱義雄、翁正晃、陳光照、陳明輝、張靈智、區建國、
劉怡昀、潘誠人、簡明瑞、簡瑞斌、謝溪海、蕭順從、
蕭榮光、羅讚坤（按筆劃順序排列）

都要過去與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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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恩見證

閱讀本刊，若心有所感，歡迎與我們一起禱告。
禱告方式：首句：奉主耶穌聖名禱告
之後反覆唸誦：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慈愛的主，必按您的信心成全您所求所望。願主賜您平安！

54 文／柬埔寨 金邊教會 春利．晨達（Chhonly Chenda）

主所愛的祂必管教
57 文／內壢教會 陳君亭

耶穌是我恩友（下）
事奉心得

62 文／梁珞妘
《聖靈》月刊投稿須知

2022年喜信生命體驗營──全能的小Dr.

因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財政處於年底申報時，雜誌社稿費
支出必須製發扣繳憑單，請您於來稿時務必附上：

福音小舖

1.真名  2.筆名（指定以筆名刊登者） 3.所屬教會

66 文／茁石 圖／Wu-Hu

4.聯絡電話、e-mail 5.身分證字號 6.戶籍地址（含里、
鄰）或附上身分證影本 7.並註明稿費奉獻或匯款（匯款請
附郵局或銀行帳戶與帳號） 8.投稿後，請電話確認。
字數約1000-3000字，文體不拘。
謝謝您的舉手之勞，願神記念您的善工！

投稿請寄

holyspirit@tjc.org.tw

本雜誌內文編排，文中數字與符號的使用，係本刊統一用
法。
本刊所有文章、照片與插圖均保留版權，欲轉載或翻印出版，
請先取得同意！

阿嬤祝福別人，也要得神祝福
青心吐義

69 文／Lirio 圖／Alice Chen

可以交往嗎？
教育
優植橄欖栽子

71 文／僕子 圖／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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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信仰、尊重婚姻
青春活仰力

76 文／Deigratia 圖／盈恩

專一心志，學為主用

聖靈月刊

奉獻方式

雜誌每年印刷郵寄成本 $4,800,000，
歡迎自由奉獻至「文字傳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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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話意

65 文／Rosdine

爸爸
以琳之泉

80 文、圖／吳盈光

穩定自己
心派生活

82 文／何腓利

神，恩待我家
85 文／smallpolo 圖／Alisa

與孩子相約在少特
回首驀見

87 文、圖／小豐

多年後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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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徵文──聖靈
真光通訊

90 文／劉君文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神學院神學系
──第54屆畢業典禮暨55屆差派禮
聯總簡訊 242期

93 文／宋力強

世界傳道基金

13 文／文宣處

111年6月奉獻額: $273,446

累計結存:$16,397,750

烽火下之真平安──莫斯科教會近況
95 文／非洲英語區宣道小組

依然持守忠心的僕人──非洲教會現況
紙上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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