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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五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

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诗篇八六 11

主日敬拜：早上 9.00 am - 10.30am
~ 8.45am会前诗歌与祷告 ~

主日学分班：每主日 11.15am - 12.30pm
教会祷告会：每周四 8.15pm - 9.00pm
教会诗班练习：周六 5.00pm - 6.30pm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 7.15pm - 8.30 pm

家庭读书会：每周五 9.45pm - 11pm

地址：2-2-42, One Square, Tingkat Mahsuri 1,
Bayan Baru, 11950 Bayan Lepas, Penang.

Email address: penanglifechapel@gmail.com
网址：www.penanglifechapel.org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

mailto:penanglifechapel@gmail.com
http://www.penanglifechap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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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月份事奉表

日期 3 10 17 24 31

讲员 林约瑟 严家洋 黄振禾 林约瑟 李学文

讲题 等候

的祷告
撒上 1-2

神非人，

必不致说谎
民 22-24

自由题 重申诫命
民 8

神丰盛

的慈爱
诗一 0三

司琴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传递饼杯 齐心敬拜 齐心敬拜 齐心敬拜 齐心敬拜 齐心敬拜

传递奉献袋 居家预备 居家预备 居家预备 居家预备 居家预备

报告 林约瑟 严家洋 黄振禾 林约瑟 李学文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Knowing My Bible

负责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先祖雅各

创 25-37

约瑟

与他的兄弟
创 37-50

约瑟

与他的兄弟
创 37-50

出埃及记

导论

出埃及记

导论

领唱/司琴 Zoom Zoom Zoom Zoom Zoom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2 9 16 23 30

带领讨论 朱玮骏 苏圣源 朱玮骏 王福娟 暂停

题目 提前

六 17-21

祷告：

神的同在

提后

一 1-7

人如何

改变 3

祷告会（周四，9.00pm-9.45pm）

日期 7 14 21 28
带领分享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经文 诗 119:17-24 诗 119:25-32 诗 119:33-40 诗 119:41-48

备注：成人主日学与少年班暂停至教会恢复正常聚会才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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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事项

1. 2020 年教会主题：藉我赐恩福。这个主题表达我们今年所要注重的

焦点。我们要透过关怀、布道、培训、辅导，让我们成为肢体彼此间

和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的祝福。

2.成人主日学以及少年班暂停，至教会恢复正常聚会后复课。鼓励居

家期间，稳定按书卷灵修，静思主话，记录简短阅读笔记，心得。

3.儿童主日学主题：认识我的圣经，透过圣经故事的时间轴，认识行

奇妙救赎大事的神，帮助孩童阅读圣经。在教会恢复正常聚会前，继

续主日时段 zoom 40 分钟学习。

4.教会遵从征服行动管制令指南，暂时没有群体聚会，主日敬拜以及

祷告会将继续使用 Facebook Live进行至政府允许群体聚会为止。这期

间，鼓励肢体也可透过网路，有计划性地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点滴、

代祷需要等事宜，建立主内情谊。

（三）祷告事项

1. 感谢神，祂有恩惠、有公义，且怜悯为怀。（诗一一六 5）

2.行动管制期间，教会透过网路带领肢体居家敬拜，求神保守教会的

合一，齐心敬拜主，心灵得主话语的坚固。（诗廿七 14）

3.祈求神建立家庭，家庭一起读经、祷告、敬拜，信靠主的话，建立

信徒之家。（书廿四 15）

4.不忘记上帝是我们的庇护，无论在家工作、学习，居家岁月，满有

神的恩典，继续仰望，为神而活。（诗九十 1-2）

5.为尚未成年，在家年幼，青少年子女们祷告，为主学习，听从在上

的权柄，认识神的旨意。（弗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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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全教会读经生活祷告，阅读、亲近、依靠、仰赖，依靠圣灵，抓

住神的应许，认识神，并按神心意生活。（诗篇一一九 105）

7.求神保守我们不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依靠主背起十字架，

舍己跟随基督到底，求神帮助。（路九 23）

8.求神的话语约束我们的心，保守我们，谨慎主跟前，提防并拒绝外

来与圣经教导相抵触的言论。（彼前一 13）

9.为全球新冠肺炎事宜祷告：

 神的眷顾，国家得平安，疫情得控制，病患得医治

 神的护理，政局安稳，警民合作，听从行动管制的指示

 神的供应，前线医护人员的摆上，心灵得安慰，生命得保全

 神的恩慈，政治单位，慈惠机构，施于怜悯，照顾弱势群体

 神的公义，借机违法，破坏社会安宁者，得制裁

 神的慈爱，肢体之间学习“施与受”，彼此服侍

 神的管理，治理生命，生活不失序，基督里的知足喜乐

 神的和平，十字架的福音，罪的瓦解，生命的重建

10. 为教会加入 NECF 福音团契的申请代祷，神带领开路。

*************************************************************

祂仍是以马内利 王福娟

居家生活期间，行动管制条例规定，不能出门，无论是街边的告示

牌，还是网路脸书，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提醒，叮咛群众“duduk diam-
diam di rumah”。所有对外的联系，都通过网际网络，以及电讯媒介

来进行。偶尔从居家工作的窗口望出去，街道真的冷清清的，本来人

群窜动的菜市场，在早晨购物时段以后，就是一片的静寂。

祂仍是以马内利，没有改变。教会在脸书 Facebook Live即将进入第 7
个主日，结合了肢体之间的恩赐，预备这个平台，让我们每个主日，

能够在各自的家中，随同视频上带领的弟兄掰饼聚会敬拜神，凝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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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言，在祂的话语中，心灵得安慰，得属灵粮食的喂养，全家在家敬

拜。除了主日，适逢四月份的受难以及复活节，一连好几个晚上，我

们也从圣经的话语，思想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周，发生在主耶稣身上

的事，以及他的受难、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再次从圣经的话

语，看神救赎的爱与恩典。救主耶稣基督就如经文所应许的，他与我

们同在，一步一脚印，没有松开他大有能力的手，托住保守我们，因

此，让我们学习，信靠他，回应他，紧紧跟随他。全球面对新冠肺炎

袭击的当儿，因救主的永在，一方面我们不恐慌，另一方面我们也履

行国民的职责，遵守法令，居家生活。不要忘记，除了主日，每礼拜

四，晚上 9pm，我们要一起阅读诗篇 119 篇，从神的律法的全备，来

过我们今生的年日，直到我们与主面对面。

主既同在眷顾，且让我们依靠他，规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与主独

处，静思主话，把一天交托主的手中，感恩他赐予恩典，面对每一

天。我们也祷告，感恩赞美，也为肢体、为我们关心的人事物，并可

以透过电讯媒介关怀。灾情期间，主爱永不隔绝，透过许可的方式，

联系肢体，家人，邻舍，享受关怀，所带来亲近的联谊与爱的联系。

这需要学习与操练，而且不要迟疑，因所有真实的、美善的、有美名

的的，都是从上头而来的，在神给予的机会以及能力范围内，福音可

以透过我们的关怀，被表达出来。我体会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用言

语，用食物，用主话，用诗歌，用照片，来表达从上头来的恩惠与善

行。居家生活，更深深体会“施与受”，是神放在我们中间，好叫我

们效法他的样式，见证他福音的美善，使人与人之间，透过福音，可

以建立友谊的桥梁。因此，在享用你送过来的美食，在阅读你简讯过

来的言语、诗歌、照片，心中感受这是上帝差派来的天使，丰富我的

居家岁月。

为你们的家庭以及个人的生活来仰望。期盼神使用居家生活，建立我

们的家庭与个人。家庭能够规划处时间，家长带领全家敬拜、读经祷

告，建立神赐予家庭的属灵价值。全家大小居家生活，若有冲突，就

学习在冲突里，取出我们眼中的梁木，检查自己的责任，按神的方

式，和好和睦，依靠基督，冲突的正面应用，就是在主里面，认识与

处理冲突，学习饶恕与相爱。个人也守望主跟前，亲近神，感恩神的

眷顾，稳定的灵修、祷告，敬拜生活，需要支取恩典，协调家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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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宜，殷勤、尽责、忠实、诚恳，节制管理生活，分配所赚取

的，知足主跟前，像基督的仆人，活在主的面光中。

身体是神居住的殿，除了属灵的需要，居家生活也不要忘记照顾身

体，踢腿甩手，强身健体，被主来使用。若时间许可，也可以发展合

宜的兴趣，陶冶性情，也可以与家人、友人分享。

这是天父的世界，其中的宝藏都在基督里，他既是以马内利，永远与

我们同在的神，居家岁月，让我们专心仰望祂。

*************************************************************

儿童主日学，学习主话。老师的殷勤，学生的顺服。但愿神建立他们

年幼的心灵，好叫他们领受主恩言，一生到老不偏离。神记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