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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七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

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诗篇一一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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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事奉表

日期 4 11 18 25

证道主题：基督的救赎，信徒生活

讲员 林约瑟 陈文才 朱玮骏 黄振禾

讲题 主来的

日子近了
雅五 13-20

见证神

救赎的恩典
路一 67-80

基督徒的成圣 帖撒罗尼迦的

信望爱
帖前一 1-10

敬拜带领 苏敏荣 黄振禾 严家洋 李学文

司琴 刘美恩 纪淑敏 陈家丽 陈家丽

饼杯 /奉献 - - - -
报告 林约瑟 黄振禾 严家洋 黄振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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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书 1 加拉太书 2 以弗所书 1 以弗所书 2

祷告会（周四，9.00pm - 9.45pm）

主题：诗篇 /神的作为与安慰

日期 1 8 15 22 29
分享 黄振禾 李学文 黄振禾 李学文 黄振禾

题目 诗篇分享 神的眷顾 诗篇分享 劳苦重担 诗篇分享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 - 8.45pm）

主题：教会历史 / 歌罗西书查经 /辅导与劝诫 /事工分享 /福音聚会

日期 3 10 17 24 31
带领讨论 苏圣源 朱玮骏 王福娟 - 林约瑟

题目 英国宗教改革 歌罗西书

查经：

西二 1-10

抱怨：

贪欲的心
民十一 4-34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

福音聚会：

基督里

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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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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七月份聚会：

a. 主日敬拜，主日早上 9.00am，Facebook Live
b. 主日学 /少年班，主日早上 11.30am - 12.30pm，Zoom
c.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00pm，Facebook Live
d. 诗班，诗班老师线上各别安排小组练习时段

e.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Zoom
f. 妇人读书会，星期六 10.00am - 11.30am，Zoom
g. 弟兄查经小组，星期一 9.00pm - 10.30pm，Zoom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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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月底第五个礼拜为福音聚会，Facebook Live以及 Zoom

日期：2021 July 31
时间：8.00pm - 9.15pm
讲员：林约瑟

讲题：基督里的新生命

性质：福音信息（适合未信亲戚朋友，以及基督徒）

5.疫情新进展，全国全面行动管制再次延展。居家管理生活，家人

之间更多互动，将神的话行在家中，从中学习。不忘记阅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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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疫情里，为教会的父亲们预备简短影片联结：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enangLifeChapel/posts/39119598
2284231/ （目前只供属教会脸书群组成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enangLifeChapel/posts/39119598228423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PenangLifeChapel/posts/39119598228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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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主来的日子近了，忍耐、坚固、等候。（雅五 8）

2.本月底的福音聚会，邀请慕道亲戚友人，生命得福音的更新重

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徒二 47）

3.教会的牧养与治理，劝诫与挽回，得主话语的光照，按主心意而

行，显扬基督的怜悯、恩慈与荣耀，见证福音的纯正。（犹 3）

4.教会的敬虔追求：

 相信神，且信他大有能力并恩赐那寻求他的人（来十一 6）
 坚定学习主话，恳切祷告，与主同行（诗五七 7）
 离弃罪，蒙神怜恤，爱神所爱（箴廿八 13）
 除掉石心，赐下肉心，为神而活（结十一 19）
 爱教会，为教会祷告，肢体彼此扶持相爱（林前十二 26）
 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讨神喜悦（诗篇十九 14）

5.教会讲台，传讲圣经，见证神，火热的心灵，作主的出口，敏锐

的心灵，领受主话，认识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林前二 9-12）

6.教会祷告会，凝听主话，顺从主的旨意祷告，敬拜赞美神，为罪

哀伤，为需要祈求与代求。（约壹五 1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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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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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主爱的丰富。（徒廿 35）

9.教会年长的肢体，在年迈的年岁，思念主的作为与恩典，仰望等

候神的旨意，与神同行的平安宁静。（诗九二 14-15）

10.教会的家庭，满心欢喜思想神赐予家庭的福乐，依靠恩典，家庭

齐来敬拜事奉神，建立信徒之家。（诗三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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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会的弟兄们，心灵兴旺，虔诚习道，专一爱基督。（约叁 2）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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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教会的青少年，学习圣经，谨守警醒，有智慧、有聪明、有谋

略、有能力、有知识，敬畏神。（赛十一 2-3）

14.教会的孩童，听从父母的教诲，认识神，得着基督，把主的话藏

在心里，得一生成长的好处。（诗一一九 11）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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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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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教会身体软弱的肢体，神厚恩恩待，顾念扶持。（诗一三八 8）

18.辅导室妇人读书会，阅读【石版上的圣言】，藉着阅读与分享，

学习十诫，认识上帝的心意。（罗十二 2）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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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福音，生命更新，同蒙建造。（箴一 7）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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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真理，敬拜跟随主。（约贰 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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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安稳，履行安全措施，国民认真工作，知足生活

c.前线服务的医护人员的安危、精神、体力

d.病患的隔离与康复，疫苗的注射

e.网路工作与学习，保守我们的心，不掉入网路世界的网罗

f.小心疫情影响生活、情绪、健康、人际

g.福音的契机，回应需要与服侍，分享福音



6

主来的日子近了 林约瑟

经文：雅五 7-12
2021 June 27主日证道信息

从耶穌在世的時候，他就多次的告诉門徒和我們，他復活升天之

後，有一天還要再回來。约翰福音十四 3 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

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

里。”在最后的逾越节晚餐，耶稣对他们说：“我不再吃这筵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路廿二 16）耶稣升天时候，两个天使对

着定睛望天的门徒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

来。”（徒一 11）

圣经说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他指的是，耶稣同样那一个复活、荣

耀的身体，将从天降临，是肉眼所看得见的。

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晓得，‘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太廿四 36）。但耶稣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给了我们外在世界的

情况，和人内心世界的情行，作为主再来的预兆。耶稣说，有好些

冒他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

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名，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

荒、地震。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你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

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恨恶；许多假先知起来，不

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

下。”（太廿四 4-14）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

时人要专顾自己、谈爱钱财、自夸、狂傲、判读、违背父母、忘恩

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

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

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后三 1-5）。

因此，主再来的日子越靠近，基督徒面对世界外在的困难和危险，

和世界给基督徒的试探和引诱，会越发增多。但，同时，神继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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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教会同在，使教会继续在地上作为神的福音使者，做耶稣基督

的见证，使他的国度在地上彰显，直到成全的日子。

今天我要用雅各书五 7-12 的经文，来思想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圣

经教导基督徒如何生活。

两个世界的视野

清教徒牧者教导信徒，要以两个世界的视野在世上生活。Two-
worldly Outlook.我们在世上生活，却常思念天上的事；在肉眼看得

见的世界生活，却知道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在短短的 7-9节圣

经，雅各三次提到主的再来：‘直到主来’（vs.7）；‘主来的日

子近了’（vs. 9）；‘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vs. 9）。因此我们

在世上生活，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作为

我们的安慰、喜乐和动力的缘由。

1. 我们要忍耐 Be patient（vs.7）

耐心等候的意思。我们不知道何时。耶稣岂不是对老约翰说：

“我必快来么？”对我们的感受好像是迟延好久，但是神的时

候来到时，是毫无迟延的。就如神回答哈巴谷先知的时候一

样，‘这默示有一定的时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

临到，不再迟延。’（哈二 3）。同一节说到“迟延”和“不

再迟延”，原因是：有一个神所指定的时间。

雅各说，等候主的再来需要忍耐，好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

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清楚表示，基督徒的忍

耐有这几方面：

一、这忍耐是有知识的。

好像农夫对自然界诸多的知识：气候、地质、农作物、施

肥、害虫等。我们对主再来的等候，是对我们所等候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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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儿子，救主，他的爱）、他的应许（同在，看顾，

聆听祷告，为我们的益处）、我们的地位（他儿女，不再定

罪）、和所盼望的内容（永生，成圣的完全，得基业荣耀）

和根基（耶稣的救赎），是有知识的。

二、这忍耐是有行动的责任的。

好像农夫等候秋雨春雨，是知道撒种和收割的时间，而按照

时机行事的。基督徒的忍耐，并非被动、咬紧牙根、无所事

事的等候主的再来。这样的等候，也是没有知识的结果。相

反的，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耐心按神的旨意生活，

是一种有生命的盼望。

三、这忍耐是坚固的。

好像农夫，知道他的忍耐必然有结果，就是在等候地理宝贵

的出产，因此他的心在劳苦中是坚定的。虽然有困难、有劳

力、有泪水，但他知道，‘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

一二六 5）。

2. 我们不彼此埋怨 Don’t grumble against each other（vs. 9）

在等候主的时候失去耐心，尤其在苦难中的时候，一个明显的

结果就是彼此埋怨。我们会以为埋怨是小事，但雅各说：“免

得受审判。”

其实，彼此抱怨的影响和后果是可怕的。我看过一个印象深刻

的足球赛，就是两个队友比赛进行当中，互相争执而大打出

手，甚至撕裂球衣。结果，裁判给红卡将两个人驱出场。比赛

结果可想而知。基督徒彼此抱怨，比这个更加可怜、羞耻。

家庭成员，夫妻之间，孩子之间，彼此抱怨，这个家庭就不会

荣耀神，也不会快乐。



9

倘若有弟兄得罪了我们，圣经给我们原则，如何彼此饶恕、和

好，或将对方挽回。

彼此抱怨，显出我们的心不能包容弟兄的软弱，自以为强，不

肯饶恕，缺乏对弟兄的爱。

抱怨别人，我们是把自己看为是审判者。神说：“你搞错了，

我才是审判万人的主。”（vs. 9）。

彼此抱怨最终是显出了我们自己心中对神的不信。不信我们的

经历，即或不如我们所愿的，是从神而来，有神的爱、护理和

目的。

雅各再提几个例子：

首先是‘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多少先知，传神的话而受到

人的弃绝、辱骂，好像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先知。他们的信

息，虽然没有人聆听，但因为是神差遣他们的，是神给他们信

息，虽然所传的没有人相信，他们仍然宣讲。

还有约伯。在百般他不可理喻的苦难中，虽然有软弱的时候，

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但始终没有离弃耶和华，忍耐到底，直

到神向他显明神自己的怜悯、慈悲，并加倍的赐福给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虽然不是先知，所遭遇的也没有约伯

那样的严峻，但是我们都会在人生里头经历过某一些的苦难。

我们很难想象，圣经竟然在约伯的经历上说：“主是满心怜

悯，大有慈悲。”在我们的苦难中，神说，他是满心怜悯和大

有慈悲的！可见，上帝所看重的，所向我们施恩的最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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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祂自己显明给我们这些如尘土般的罪人，把约伯从‘风闻

有你’，成为‘亲眼看见你’的属灵光景。

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拿掉一些阻碍我们经历他的事情，或是让

我们离开已经舒服或麻木的光景，我们才能经历这位主：祂的

良善、慈爱、怜悯。

3. 我们要真诚 Be truthful（vs.12）

雅各在这里提到耶稣在马太福音五 33-37 所记载的教导，不可

起誓。耶稣和雅各这里所引用的教导，不是指与神“立约”或

“立志”的行为，也不是指完全拒绝在必要的法律要求上的宣

誓。所指的乃是：

一、将在神以外的东西作为更高的权威，要去证明自己的言语

行为，这是一种偶像敬拜的行为。因为神最崇高，万有都是祂

所造的。

二、即或是奉神的名，随意起誓的人，从上文来看，是表达了

一个人在苦难中失去了忍耐和坚定的心，或是如法利赛人假冒

为善的心，就想藉着起誓来加重他说话的分量。

三、随意起誓，是妄称耶和华名字的行为。一个虚伪的信心，

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形下，利用神的名的权威来作为自己的保

证，是神所憎恶的。传道书五 2 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

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

言语要寡少。”

雅各说：“最要紧的”。因为以上这三种行为显出内心的虚假

信心，是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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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审察自己，避免这个虚妄的行为呢？要真诚。我们说

话，‘是’是‘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无所不知，祂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口头上的话，祂

没有一句是不知道的。

弟兄姐妹，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彼此勉励，一起成长，彼此包

容，彼此相爱。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苦难中要忍耐；不彼此

埋怨；对神对人要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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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

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

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

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

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

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

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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