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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七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

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

诗篇一一九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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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事奉表

日期 5 12 19 26

主题：救赎历史中的大卫

讲员 林约瑟 严家洋 黄振禾 李学文

讲题 疫情中的学习 神膏立大卫

撒上十六

神在以色列受威

吓中兴起大卫

撒上十七

神使大卫

降卑（一）
撒上十八-十九

传递饼杯 李学文 黄振禾 严家洋 苏敏荣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传递奉献袋 圣源 /子洋 诒杰 /以乐 圣源 /子洋 诒杰 /以乐

报告 林约瑟 严家洋 黄振禾 李学文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Knowing My Bible
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的诞生

负责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律法：神对以

色列民的心意

律法：神对以

色列民的心意

会幕 复习

领唱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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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1 18 25
带领讨论 朱玮骏 苏圣源 朱玮骏 王福娟

题目 提后二 1-13 困境中的祷告 提后二 14-19 人如何改变 5
领唱 /司琴 Zoom Zoom Zoom Zoom

祷告会（周四，9.00pm-9.45pm）

日期 2 9 16 23 30
带领讨论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经文 诗一一九

89-96

诗一一九

97-104

诗一一九

105-112

诗一一九

113-120

诗一一九

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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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管制复苏阶段，主日按所规定许可人数，编排聚会名单，并

预备安全的场地措施，肢体间须彼此配合、忍耐，齐心建造。成人

主日学与少年班目前暂停聚会。

3.七月份聚会：

a. 祷告会，每星期四晚上 9pm， Facebook Live
b. 主日敬拜，每主日早上 9am开始，8.45am会前诗歌与祷告

c. 青少年圣经团契，每星期六晚上 7.15pm，Google Meet
d. 儿童主日学，每主日早上 10.30am，Zoom.

4.教会遵从政府行动管制复苏阶段指南，暂时按政府许可的条规限

制性开放聚会。这期间，鼓励肢体也可透过网路以及电讯媒体，肢

体之间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点滴、代祷需要等事宜，彼此守望。

5.教会祷告每周四，晚上 9 pm，透过 Facebook Live联结，约瑟长

老继续分享诗篇 119篇的信息，学习主话，生命在主里成长。

（三）祷告事项

1.神超越现有的处境，因祂的应许是我们的盼望。（诗一一九 49）

2.行动管制复苏阶段，教会持续传讲主话，求神保守我们渴慕主恩

言，赐于悟性，一心遵守。（诗一一九 34）

3.为长老、传道、执事们祷告，神话语的雕塑，喜乐与殷勤的心

灵，生命与生命相磨合，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诗一一九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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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全教会肢体祷告，身心灵蒙神保守，心里的愁苦得消化，选择

神忠信的道路，稳固步行其中。（诗一一九 27-28）

5.为新冠肺炎事宜祷告，不忘记上帝是我们的庇护，他的话是我们

心中的力量，引导我们按主的心意生活。（诗一一九 40）
 感谢神的同在，护理，安慰

 社会的安稳，经济的复苏，履行安全措施，听从指示

 国民认真工作，分配所赚取的，知足生活

 复课的学生，遵从学校设定的章程，服从纪律

 福音的契机，回应需要与服侍，分享福音

6.神是设立家庭的主，求神眷顾家庭，建立信徒之家，家长召集家

中大小，齐来敬拜神，领受神公义的典章，从这一代，到下一代，

代代跟随神（诗一一九 160）

7.神顾念我们的软弱，向他祈求，面对我们所害怕的羞辱与压力，

依靠持守神的法度，心里得安慰宽广。（诗一一九 31-32）

8.为父母亲祷告，经营家庭生活，养育子女，唯独神的话与恩典，

成为婚姻家庭，以及养育子女的道路与宝座。（诗一一九 15-16）

9.为居家学习以及回返学校的孩子们代求，喜爱学习，不偏离主

话，所思所想，神保守，得神的喜悦。（诗一一九 9-10）

10.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常常为自己错误的内心与行为，懊悔并回转

主跟前，生命得更新，在神的律例里喜乐。（诗一一九 59-60）

11.为在外坡、外国工作的肢体们的平安代祷，稳定跟随敬拜神，喜

悦神的法度，委身神的道路，超越眼前的一切。（诗一一九 73）

12.为还未信主的家人，以及福音朋友祷告，需要神得恩典与怜悯，

凝听需要，回应与服侍，传讲基督的福音。（诗一一九 41）

13.为因行动管制前后，影响工作与收入的肢体代求，求神开恩预

备，依靠神的话远离试探，得智慧分配需要。（诗一一九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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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顾人的神 王福娟

感谢神，祂是行奇妙大事，护理托住万有的神，2020 July 5主日，

教会即将恢复实体的敬拜聚会，并符合政府在行动管制复苏阶段对

宗教团体聚会要求条款，在教会的场地，安排有社交距离的座位，

肢体也分成两组交替，在不同的主日，一部分到教会集体敬拜，另

一部分继续脸书 Live敬拜。

从 3 月 18 日至今，因行动管制法令的要求，教会暂停聚会，前后大

约百来天，肯定我们都思念在教会集体的敬拜，肢体间的团契与交

流，生活分享，愿神继续为我们开路。这段时间，完全出于神的信

实与护理，我们在所有生活与工作的不便中，依靠祂，仰赖祂，作

出调整与改变，来经营家庭生活，养育儿女，居家工作，人际互

动，慈惠关怀，举头敬拜跟随神，同时也在所有横向的人、事、物

的治理里，领受从祂而来的恩典与信心，彼此服侍，在家中、在职

场、在所需要的场合，神将我们的心归向基督，深深扎在赐永恒生

命活水的泉源，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任何的艰难，都把我们推向

从基督而来永恒的助力。这是上帝的护理，祂必看顾到底，并应许

赐下永恒荣耀的冠冕。因此，你我学习在基督里再等候片时，并以

从祂而来的平安、喜乐，满有盼望，持续仰赖，继续脱去旧人，穿

上新人，是个预备好自己的新妇，等候羔羊迎娶的宴席。

神实在丰盛，满有恩典怜悯。祂每天赐下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学习

依靠祂，领受从祂而来的一切，去经营我们的生活。因此，不论晴

天或雨天，健康或疾病，丰富或缺乏，团员或孤独，这都在祂大能

的手中运行，并永蒙保守。因此，我们可以如保罗这般回应神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 13）因处境中的

力量，从基督而来。

照片会说话，让你我回忆时，会心一笑，在我们生命里的“有

时”，因基督的同在与丰富，深深知道是基督在托住，保守，永不

姑息的大爱，因祂眷顾，从过去至今直到永远，细微周全的眷顾，

愿荣耀全然归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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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

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

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

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

然与我无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

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

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

爱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书十三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