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利地

封面裡　文／曾恩榮

     迦拿神蹟

社論

4   文／謝宏駿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真理

靈修

8  文／簡明瑞  圖／Dora

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靈修小語

16  文／許彼得

安靜與動盪之間 

主題：信徒的信仰危機（上）

19  文／馬家驎  圖／張黑熊

牧養教會團體的倫理 

23  文／張允得  圖／張黑熊

如何面對教會工人神學理念的分歧

27  文／圭魚  圖／張黑熊

信仰的重生與蒙福

32  文／羽亮  圖／張黑熊

再談「聖靈」的寶貝 

37  文／黎為昇主講　稅彩豔整理  圖／張黑熊 

   我去哪間教會有關係嗎？（上）     

信仰

默想集

7   文／謝順道 

你們的心要行割禮

新生命

12　文／北臺中教會  王鴻祥 
  恩典之路

在公開討論真理的事上，我們應

有的修養是互相敬重，共同研

究；而不可彼此歧視，更不該互

相排斥。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擴

大我們的靈知領域，提高我們的

靈智，造就我們的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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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信仰危機（下） 

當以色列百姓的信仰一

代傳承過一代，從敬畏

神的百姓開始慢慢地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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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預告



物理學 主裡學 

41　文／高春霖  圖／高霈晴

電學之父──法拉第

新版兒教課程簡介

43　文／教牧處兒教組課程委員會

Ｅ化課程簡介

歡唱詠不停

46　文／聖樂發展委員 北區、西區聖樂小組 

北區、西區聖樂研習紀實

青心吐義 

49　文／汎茵  圖／安其

中級班最難忘的一句話

70　文／Black  圖／Alice Chen

想像中的另一半

一生牧養我的神

50　文／羅真聲  圖／哈莫尼安

親身體會神的大愛（一）

蒙恩見證

53　文／大雅教會 劉韋伶口述  陳芳田整理

神用異象讓母親信服──母親信主的經過

57　文／朴子教會 王郁雯

三妹受洗了

事奉心得

61　文／王欣芸

2022兒童詩歌創作工作坊報導

64　文／唐嘉宏

2022南區喜信生命體驗營──我的未來不是夢

福音小舖

67　文／凌晨  圖／Wu-Hu

脫離生命的緣鎖

教育

優植橄欖栽子

72　文／僕子  圖／ting

從聖經人物談夫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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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活仰力

77　文／Deigratia  圖／盈恩 

談青少年讀書時間規劃

藝文

以琳之泉

81　文、圖／吳盈光

拳擊教我的事

心派生活

83　文／smallpolo  圖／卓恩  

全勤獎

85　文／畀予  圖／Sukay·A Kang

講臺上的誘惑

回首驀見

87　文、圖／小豐

眼淚

廣播專欄 心靈的遊牧民族

88　文／珼珼    

耶穌，罪人的朋友，我的朋友

有祢的日常

封底裡　文、圖／卓恩

   祂慈愛的呼喚

消息

真光通訊

90　文／台灣葡萄園社會關懷協會 紀榮威

北區「社區樂齡」發展（上） 
──向高處行

聯總簡訊 243期

93　文／南非聖工小組

重新渴慕神家──在疫情期間的南非教會

95　文／張以斯拉

往神殿去的喜樂──英國聖工近况

封底 文／腓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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