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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裡 文／蔡恆忠

甚願你素來聽從
社論

繪圖／Enoch

4

文／林玲修

花田
真理
靈修

基督徒可以向死而生，而這個
「生」不是單指世上的生存，乃
是永生，有永遠的生命等候著我

8

文／姚信義 圖／Joy

們，我們可以用生命吞滅死亡，

從聖經看「罪」的代價

不管你正在面對什麼，基督與你

讀經心得

一起面對，因為基督與我們一起
活著。

11 文／洪以諾 圖／Eden

怒氣填胸與義氣填胸
聽道筆記

14 文／簡明瑞主講 良田整理 圖／安其

如何安慰病患

下
期
主題預告

靈修小語

17 文／陳乃信

公義的冠冕
主題：向死而生，與主同活（上）
21 文／吳明真 圖／Enoch

從聖經看死亡
24 文／稱恩 圖／Enoch

向死而生，與主同活！
28 文／玉娟 圖／Enoch

安息前的準備
32 文／小默 圖／Enoch

當面臨生命的安息
信仰
默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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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順道

雅各扶著杖頭敬拜神

向死而生，
與主同活（下）
一粒麥子，如果不死，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主耶穌為我們獻出
生命，為要叫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基督徒背起自己的十字
架，效法主耶穌的榜
樣，為主道的傳揚，
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
惜！看似失去生命，然
而卻是向死而生，反而
有永遠的生命等候著我
們！人生最大的意義不
就是那永遠聖潔的榮耀
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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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心吐義

13 文／汎茵

靠主堅強的女子
70 文／微光 圖／Alice Chen

用堅固的信心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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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文／Starlit 圖／聖惠

先求神的國
物理學 主裡學

38 文／高春霖 圖／高霈晴

神就是光
歡唱詠不停

序排列）

41 文／聖樂發展委員 中區、南區聖樂小組

以音樂獻上感恩、合唱指揮研習紀實
新版兒教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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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文／教牧處兒教組課程委員會

詩頌課程概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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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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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54 文／東昇教會 黃懷恩

若不是耶和華
58 文／大林教會 蔡素月

主恩滿溢
60 文／奧克蘭教會 汪月清、劉祥蘭夫婦見證 劉良俊整理

心導管手術蒙恩見證
事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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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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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選擇、得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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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就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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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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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
以琳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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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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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安息

真光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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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神學院
──神學系第58屆開學典禮
聯總簡訊 2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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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接棒、繼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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