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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六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

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歌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 哈巴谷书三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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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pm - 12.30pm
教会祷告会：每周四 9.00pm - 10.00pm
青少年圣经团契：每周六 7.15pm - 8.30 pm
教会诗班练习：每周六 5.00pm - 6.30pm

弟兄查经小组：周一 9.00pm - 10.30pm
妇人读书会：周六 10.00am - 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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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事奉表

日期 6 13 20 27

证道主题：神的道与信徒生命

讲员 林约瑟 黄振禾 陈文才 李学文

讲题 主来的

日子近了
雅五 7-20

神公义

的审判
罗二 1-29

作神恩典

的见证人
路一 57-66

新造的人
林后五 17

敬拜带领 苏敏荣 李学文 严家洋 黄振禾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陈家丽 纪淑敏

饼杯 /奉献 - - - -
报告 林约瑟 黄振禾 严家洋 李学文

儿童主日学 /少年班：新约纵览 ~书信

主日学 许诒杰 许诒杰 李彦廷 李彦廷

少年班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罗马书 1 罗马书 2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祷告会（周四，9.00pm - 9.45pm）

主题：诗篇 /律法 /献祭

日期 3 10 17 24
分享 黄振禾 李学文 黄振禾 李学文

题目 诗篇 11 律法简介 诗篇 12 献祭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教会与时事动态 /辅导与劝诫 /歌罗西书查经 /教会历史

日期 5 12 19 26
分享 林约瑟 王福娟 朱玮骏 加乐 /以乐

怀信 /实信

题目 以巴冲突 耶稣与井边

打水的妇人

歌罗西书查经

西一 24-29
安波罗修

亚他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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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事项

1.教会继续在神的话语装备肢体，在布道、门训以及敬虔生活上进

深追求，成为主的器皿，被主来使用。

2.少年班与儿童主日学：新约纵览。从圣经救赎历史的进展架构，

学习每一卷新约书卷的重点内容，结合圣经新旧约前后一致救赎的

信息。

3.弟兄线上查经小组【陪你入门】：帮助弟兄们透过阅读圣经，查

考经文，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的目的为何，人类问题的来源，以

及解决问题之道，明白基要真理，福音的真谛。在阅读中彼此交

流，探索，生命得救赎与建立。六月份查经内容为中保基督：他的

位格与工作。

4.辅导室活动：妇人读书会的目标，在于以阅读团契的模式，鼓励

姐妹以及妇女朋友，透过阅读属灵书籍，认识生命价值的所在，带

来福音生命的改变。六月份-九月份我们阅读《石版上的圣言》。

5.六月份聚会：

a. 主日敬拜，主日早上 9.00am，Facebook Live
b. 主日学 /少年班，早上 11.30am - 12.30pm，Zoom
c.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00pm，Facebook Live
d.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Zoom
e. 妇人读书会，星期六 10.00am - 11.30am，Zoom
f. 弟兄查经小组，星期一 9.00pm - 10.30pm，Zoom

6.圣经与祷告是属灵生命力的两个主要源头。每星期四晚上

9.00pm-10.00pm为教会祷告会， Facebook Live连接，由学文长老

和振禾长老固定简短分享圣经的话语，透过主的话勉励彼此，并为

教会，以及肢体们祷告。

7.疫情新进展，六月 1-14 日全国进入全面行动管制。居家生活，阅

读圣经，默想主话，与神亲密同行。除此之外，鼓励肢体们透过网

路以及电讯媒体，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点滴，彼此守望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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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神是我的力量，我要因神欢欣、喜乐。（哈三 18-19）

2.教会的牧养与治理，劝诫与挽回，得主话语的光照，将我们的重

担卸给主，在基督里得轻省与安息。（太十一 28-30）

3.教会的敬虔追求：

 像小孩，接待耶稣，天国子民的心灵（太十八 2-5）
 如鹿切慕溪水，神的儿女切慕神（诗四二 1）
 专一爱耶稣，遵行耶稣的话生活（约十四 15）
 爱教会，为教会祷告，肢体彼此扶持相爱（林前十二 26）
 只从神的旨意，不从人的情欲，爱惜光阴（彼前四 2）

4.教会讲台，神话语的出口，信靠神活泼，大有能力的话语，刺透

光照人心，带来生命长远的改变。（来四 12）

5.教会祷告会，凝听主话，用神话语祷告，细数对神完美的崇敬与

赞美，对罪的悔改，为自己与他人祈求，与神同行。（诗廿五 1）

6.教会主日学，诗班，少年班，团契的老师们以及同学们，疫情里

线上课程额外的预备与学习，神信实永不改变。（诗一一九 4）

7.教会的慈惠关顾，效法基督的恩慈，信靠神的供应，洞察回应需

要，施比受更为有福。（徒廿 35）

8.教会年长的肢体，在年迈的年岁，思念主的作为与恩典，仰望神

的旨意，成为信心的凭据与依靠。（诗十六 31）

9.教会的家庭，特别为家中信主的父亲（家长），依靠神的恩典能

力，带领家庭敬拜，建立家庭祭坛，敬拜服侍神。（申廿六 16）

10.教会的弟兄们，虔诚习道，喜爱基督的事，心灵火热，为主担

当使命。（提前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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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会的姐妹们，渴慕主话，沉静学道，有耶稣基督的温和，属灵

的智慧与言语，生命尊荣神。（提前二 9-11）

12.教会的青少年，学习圣经，谨守警醒，在主的教训上端正，行事

为人有主的心意与榜样。无论求学或工作，合神心意。（多二 6）

13.教会的孩童，听从父母的教诲，认识神，信靠福音，得着基督，

成为一生成长的好处。（箴四 10-11）

14.教会跟进的慕道友，未信的家属，福音查经，求神挪去一切的拦

阻，改变人心，悔改归向基督。（提后二 25）

15.教会里照顾家中长辈亲人的肢体们，互动与生活，神保守眷顾，

基督的救赎与怜悯。（诗一一六 5）

16.教会身体软弱的肢体，经历神的眷顾，信心牢固。（诗四一 3）

17.辅导室妇人读书会，阅读【石版上的圣言】，藉着阅读与分享，

心灵被浇灌，生命经历福音大能的改变。（罗一 16）

18.弟兄查经小组：【陪你入门】，阅读查考圣经，认识基要信仰，

真理中的团契，生命更新，同蒙建造。（诗一 2-3）

19.为在国外的肢体以及家属们代祷，家人之间常联系，主同在的平

安，稳定敬拜跟随主。（多三 15）

20.为新冠肺炎事宜祷告，神护理、眷顾、同在，在变动的处境里，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平稳生活（来十二 2）：

a. 生活、工作变动新常态，为神工作赚取与治理

b. 网路教学与学习，老师的教导，父母的督促，孩子线上学习

c. 社会的安稳，履行安全措施，国民认真工作，知足生活

d. 前线服务的医护人员的安危、精神、体力

e. 病患的隔离与康复，疫苗的注射

f. 网路工作与学习，保守我们的心，不掉入网路世界的网罗

g. 小心疫情影响生活、情绪、健康、人际

h. 福音的契机，回应需要与服侍，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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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石版上的圣言
作者：莱肯 Philip Graham Ryken (1966 - )
译者：陈萍

出版：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
——————————————————

本仁约翰（John Bunyan, 1628-1688）说：

“不认识律法本质者就不能认识罪的本质，

不认识罪的本质者就不能认识救赎的本

质。”换句话说，人若忽略上帝的律法，就

永远无法看见自己需要福音，需要耶稣基督

的救赎大工。

【十诫】的序言，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

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廿 1-2）这一段文字，介绍了

立约的双方，由耶和华主动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对当时候

离开埃及，聚集在西奈山下的以色列民宣告他的誓约。出埃及记十

九章记载，耶和华上帝无比威严与荣耀，在火中降临西奈山，山的

烟气上腾，伴有雷轰、闪电，百姓因自己罪，更不可与全然圣洁、

全能可畏的神面对面，免得被击杀。以色列民当时候的光景如何？

他们是在埃及作奴仆，服侍法老王，历经 430年之久，他们的苦

情，神看见，神听见，神要拯救。西敏小要理问答对这一段序言，

这样解释：“十诫的序言教导我们：正因为耶和华是主、是我们的

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有义务遵守他一切的诫命。”

（小要理问答，第 44问）

耶和华是上帝，上帝特别用了与亚伯拉罕立约是的名字“耶和

华”，他是创造主，立约的主，出于他永生的主权与慈爱，他与属

他的子民，立盟约。在此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特别用第二人称

单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表明神要与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建立

个人亲密的关系，同时，这也是一种救赎性的关系。上帝是将以色

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因此，上帝不仅是他们的主，更是他

们的拯救者。因此，以色列民属于神，是神的子民，神对他们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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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主权，拯救并将他们分别出来，给他们十诫，教导他们作神

子民百姓的生活方式。

十诫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上帝的律法，同样是对我们来教

导，好叫今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因生命与主联结，主大有能力

的话，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外显的生命，成为主的光，照

耀这因罪而千疮百孔的黑暗世界。神的约，透过基督的道成肉身，

舍身流血钉死十字架，使信靠中保基督，从下而上，建立与神圣约

临在的关系。因基督的救赎，如今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得享神儿

女的身份，与神和好。因此，当我们阅读十诫序言，“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上帝也是在和你，和我，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同样一位

上帝，将我们从罪恶居所埃及地领出来，救我们脱离撒旦的奴役，

以及死亡的权势，透过耶稣基督被钉的十字架，复活升天的救赎大

工。上帝成了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他的律法，透过整本圣经的

教导，摆在我们面前，教导我们如何为神而活，是神拣选的族类，

有神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的生命，

就充满从神而来的信息，走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成为基督的见

证人，见证个人生命从基督而来的救赎作为与福音大能的改变。

每一章的内容，作者莱肯选择一个圣经故事，来讲解每一诫所遭受

的破坏与后果，并以基督为中心，依靠基督全然的救赎大工，每天

依靠神，支取恩典与信心，学习十诫，在日常生活中转向福音，为

上帝的荣耀而活。作者盼望能够透过此书，帮助基督徒更清楚了解

上帝在律法中的要求，同时也在福音里给予恩典。律法与福音的平

衡，帮助我们在神施恩的管道里，可以喜爱并活出神的律法。

辅导室妇人读书会将在六月份至九月份，每一个礼拜六，上午

10am-11.30am，与基督徒姐妹们或喜爱阅读的妇女朋友们，阅读这

本书。你会发现，十诫可以关乎我们每日生活所需的柴米盐油糖酱

醋，十诫也对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来说话，十诫更是我们生命的导

航，在我们人生所处的每个阶段，引导我们走向神，信靠降服，由

神引导我们走向他永恒的国度。

欢迎你，一起阅读！报名请电话联系：王福娟（016-414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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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林约瑟

经文：哈三 1-19
2021 May 23主日证道信息

我们已经看过了哈巴谷先知的预言，当时是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

了。南国犹大仍然没有悔改，也渐渐的走向如北国的命运。

哈巴谷看见他自己国家的败坏，到处有奸恶、罪孽、争端、斗争、

毁灭、没有公理、有权有势的人欺负弱小的义人。哈巴谷向神投

诉，为何神好像坐着不理呢？神回答他，神要在他们的时代行一件

超过他们所能相信的事，就是神要用人的罪恶来审判罪恶；用人的

不义来审判人的不义；以死亡带来拯救。神要兴起巴比伦人作为他

管教犹大的器皿。

先知听了神的回复后更加的困扰，向神申诉，为何眼目圣洁不看邪

僻的神，能够容许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他说他要站在望楼上，

好像守望的人等待神向他报讯，并预备好再一次的对神给他的答复

申辩。

这一次，神严肃的吩咐哈巴谷，将神所要给他的默示明确清楚地写

在板上，然后神告诉他，神所说的，快要应验，虽然迟延，仍要等

候。神在宣布巴比伦人的罪和等待他们的审判中，给了哈巴谷和以

色列人极其宝贵的应许和安慰：

 【义人要因信而生】：神要眷顾拯救属祂的子民，因着他

们的信心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虽然目前列邦不

认识耶和华，但有一天万国万民要认识耶和华的荣耀；

 【耶和华在祂的圣殿中】：不像列国的偶像，耶和华是与

他们立约的神，与他们同在，供应，赦罪、保护和治理他

的百姓。

今天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听到神的话之后，他的回应又

是如何呢？

哈巴谷把他的回应写成诗歌，包含了他三重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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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巴谷的祈求：愿神的旨意成全！

哈巴谷的心改变了。从抱怨、争辩、不服的心，他现在说：

“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惧怕。”（vs 2）。他现在知道了耶和

华将要行的大事。他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将

神自己的旨意“显明出来”（vs. 3）。

 他祈求【复兴】：再一次看见神的作为，带来信仰和

生命的重建。

 他祈求【你】的作为：不再是他所要的。

 他祈求神的【作为】复兴：虽然这是上帝审判管教的

作为！他祈求神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

换句话说，哈巴谷的祷告，其实就是“愿神你的旨意成全！”

经过一番的挣扎，哈巴谷终于在神的面前降伏。即或面对可怕

的前景，哈巴谷先知却渴慕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再一次彰显

在他的子民中间！

弟兄姐妹，这也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在我们一生的道路

中，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不同的道路，给我们他所设定的磨

练。有时候不是我们所喜欢、所愿意看见的，但神的智慧，就

是要藉着这一些磨练，让我们的生命坚强依靠他，让我们经历

他，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可以成长。我们是否愿意降服，对

神说：“你既然要我走这一条道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愿你

的旨意成全，愿你奇妙的作为彰显，愿你带来复兴。”

2. 哈巴谷的称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哈巴谷的回应诗歌，大部分都是向神的称颂。弟兄姐妹，对神

的赞美、称颂、感谢，是何等重要也需要。因为，称颂将我们

的焦点转向神。哈巴谷在他的称颂中，提到神的几方面：

a. 神的荣耀（vs. 3-4）
从提幔（以东境内）到巴兰山（以东与西乃

之间），即以色列人在广野漂流时期，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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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多次彰显荣耀，其中在西乃山和圣

殿中的荣光，最为明显。

b. 神的能力（vs. 4）
从他们在埃及、过红海、在广野中的供应、

到迦南地的争战中得见。

c. 神的统管（vs. 5-6）
从眼看不见的瘟疫和热症，到大地、高山、

大水、深渊（vs. 10）都在神的统管下。

d. 神的得胜（vs. 8-11）
耶和华坐在得胜的车上奔驰，无人能拦住。

e. 神的拯救（vs. 12-13）
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也拯救祂的受膏者

（基督）；却打败了恶人之家的头（ESV,
KJV: crushed/ wounded the head of the house of
the wicked）

f. 神的审判（vs. 14-15）
神用敌人自己的戈矛（枪），刺透敌人战士

的头。

弟兄姐妹，以色列的耶和华，也就是我们的天父。他自始至终

没有改变。哈巴谷先知最终能够在神的面前降服他的旨意，乃

是出自于他对这位耶和华神的认识。照样，当我们遇到我们个

人，或是整个国家，或者面对教会的冷淡光景，或生活让我们

失望的时刻，让我们思想我们所信靠、所投靠的这位神，是一

位何等的上帝。

3. 哈巴谷的信心：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哈巴谷先知最后的这一段话，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这是真正

的信仰。这个信心，不再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这个信心，不

再建立于个人的得失，这个信心，使哈巴谷的重担成为祝福，

忧虑成为敬拜，烦躁成为安息，埋怨成为安慰，叹息成为歌

颂，因为他从对神的埋怨转向对神的关注！（Moves from
burden to blessing; worry to worship; restless to rest; complai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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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ation; sighing to singing; from problem with God to Person of
God!）

哈巴谷先知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

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

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环境没有改善，前面有大难来临，但哈巴谷找到了喜乐和满足

的泉源：耶和华和祂的拯救！（相对 1: 1，‘你不拯救’）。

因此，主耶和华也是他的力量，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

在高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巴谷先知非常诚实的将他的挣扎和对神的埋

怨，写了下来成为见证，给我们看见他信仰真实的挣扎与成长。同

时，他让我们思想我们同样信靠的这一位爱我们，与我们立约的耶

和华神。是的，哈巴谷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但就像旧约所有的人

物，他们如何的有信心，也不能够与我们的主耶稣相比。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看，哈巴谷所面对的挣扎，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资格如此表

达。他是唯一无罪的，却被邪恶的人顶撞迫害；被钉在十字架上

时，上帝掩面不看。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上帝对罪的审判，耶稣因

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十字架的苦楚，因所受的苦难学了

顺从（来 5: 8）。他呼召我们，效法祂，背十架跟随祂，以神为满

足，以神的救恩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