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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八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众传扬

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

作为。 诗篇 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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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事奉表

日期 1 8 15 22 29

主题：圣经教义、救赎、末日与信徒生活

讲员 林约瑟 林约瑟 陈文才 黄振禾 李学文

讲题 建造会幕

的奉献

出廿五 1-7

出三五 1-7

大卫的奉献

与祷告

历上廿九

你要的是怎

样的救主

路二 1-7

等候主来：

保罗在帖撒

罗尼的工作

等候主来：

保罗在帖撒罗

尼迦的表现

司琴 刘美恩 刘美恩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报告 林约瑟 林约瑟 严家洋 黄振禾 李学文

儿童主日学 /少年班：新约纵览 ~保罗书信

主日学 许诒杰 许诒杰 李彦廷 李彦廷 林约瑟

少年班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腓立比书 腓利比书 歌罗西书 歌罗西书 联合聚会

祷告会（星期四，9.00pm - 9.45pm）

主题：清教徒有关默想的教导

日期 5 12 19 26
分享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清教徒与默想 1 清教徒与默想 2 清教徒与默想 3 清教徒与默想 4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教会历史 /歌罗西书查经 /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7 14 21 28
带领讨论 许诒杰 朱玮骏 王福娟 苏圣源

题目 苏格兰

宗教改革

歌罗西书查经

西二 9-19
约拿单

与大卫的友谊

圣若望

耶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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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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八月份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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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oom
d. 诗班，诗班老师线上各别安排练习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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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四晚上祷告会，

透过 Facebook Live / Zoom 连接，约瑟长老固定简短分享【清教徒有关

默想的教导】这个主题，在线上一起阅读圣经，思想圣经的话语，依

靠顺服圣灵，生命操练，得生活应用与实践的好处。透过这段时间，

以主的话彼此勉励，并为教会，以及肢体们祷告。

4.【恩信肢体班】：上帝的心意，是要每个信徒，有个属灵的家，属

于一个地上有形教会的肢体，发挥在主里彼此相需的功能。（林前十

二 12-20）从八月份开始，一连四个主日（Aug 8, 15, 22, 29），晚上时

间 8.00pm-9.15pm，特别为已固定在恩信聚会，并经过祷告，预备成

为肢体的来宾，讲解成为恩信肢体的条件、须知和当委身的事项。请

向林约瑟长老报名（+6016-4557242），报名截止：2021 Aug 4。

5.疫情继续恶化，全国全面行动管制再次延展。个人留意身体状况，

也遵守卫生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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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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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主来的日子近了，靠主得安慰，苦难是必然的。（帖前三 2-3）

2.为多次参加福音聚会的慕道友与未信家属交托，祈求神的福音，引

导人回转，离弃罪，敬畏神。（帖前一 9）

3.教会的牧养与治理，劝诫与挽回，依靠神纯全的真道，带领人生命

效法主，蒙圣灵所赐生命真实改变的喜乐。（帖前一 6）

4.教会的敬虔追求：

 福音的大能与信心，为主而活，荣耀神（帖前二 12）
 追求主话，神真实的道运行在心中（帖前二 13）
 渴慕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讨神喜悦（帖前四 3）
 肢体间相爱，彼此服侍，基督里的盼望与喜乐（帖前二 19）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帖前五 16-18）
 思念上面的事，基督必再来，成全的应许（帖前四 16-18）

5.教会讲台，神真道的出口，传讲圣经，靠着神放开胆量，见证传扬

神纯正的福音，人心归正，生命改变。（帖前二 1-2）

6.教会祷告会，凝听默想主话，回应神的道，让神的道运行在我们的

生命里，彼此同心祈求与代求。（帖前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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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的服侍，忍耐

的盼望。（帖前一 3）

8.思想回顾，在我们生命里，因基督大爱的激励与命令，劝诫，牧养

我们的人，为着他们的辛劳，生命摆上为主使用，献上感恩，用爱心

格外尊重他们的劳苦。（帖前五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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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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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主爱的善美。（帖前一 2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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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满有指望。（帖前四 17-18）

11.教会的家庭，满心欢喜思想神赐予家庭的福乐，依靠恩典，追求良

善和睦，建立信徒之家。（帖前五 13）

12.教会的弟兄们，心灵兴旺，虔诚习道，专一爱基督，在神的教训里

彼此相爱建立。（帖前四 9）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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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做工，荣耀主名。（帖前四 11）

14.教会的青少年，学习圣经，彼此相顾、劝慰、建立，谨守警醒，认

识神，行在圣灵中。（帖前四 7-8）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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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神的道运行在心中，基督成为真实的信靠。（帖前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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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督里得安慰坚固，主恩同在。（帖前五 28）

17.教会身体软弱的肢体，思念神救赎的恩约，在软弱中抓紧神必恩待

顾念，直到那日。（帖前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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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主的话，在主里得勉励，为主而活。（帖前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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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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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为在国外的肢体以及家属们代祷，家人之间保持联系，主同在的平

安与恩惠。（帖前一 1）

21.为逐日严重得新冠肺炎事宜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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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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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线上聚会期间，可以把每月的奉献金额存起来，留待实体敬拜后再投

入奉献袋，或直接汇入教会在大众银行（PUBLIC BANK BERHAD）
户口。

银行 PUBLIC BANK BERHAD
银行户口 3221876400
收款名字 PENANG LIFE CHAPEL

*************************************************************
这是神要带领我去的地方 王福娟

彼得后书一 3-4：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
都性情有份。

这段经文告诉我，关乎我过成圣生活的两大关键要素“生命与虔敬”

神已经赐给我（完成式的动词），来自基督救赎的新生命，以及透过

他的话教导我过敬虔生命。我过往的罪债，基督已经偿还了，并且赐



7

下圣灵，永远住在我们心里，叫（命令）我可以脱离败坏我内心的情

欲，就可以靠着圣灵的作为，活出与神相似的生命。神要带领我的目

标，透过他的应许，如今我是可以得胜情欲，并且穿戴神自己，有神

的性情来看待，并面对成圣生命里实际的人事物。

彼得后书一 5-7 接下来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
信心，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

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
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
心。”基督徒的生命更新，带来对回应神的事，有了崭新的心态，经

文说是“殷勤”，意思就是说分外的专注，主动且致力于追求，神喜

悦的生命，这包括“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虔敬、爱弟兄

与爱众人”的心。改变的目标以及方向来自于神，穿上的是神“性

情”，从上头来的能力，使我可以脱离我败坏的“自信、恶行、无

知、奢侈、不耐烦，恨人”等属于相对，且是犯罪的私欲。

彼得后书一 8-9 给我重要的提醒，这两处的经文说：“你们若充充足
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
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
罪已经得了洁净。”基督徒重生后，会有从神而来的渴慕，就如鹿渴

慕溪水，神的儿女渴慕神，因渴慕神，愿意为神而活，从心里到外显

行为有崭新的改变。这更是一种信心的考验，若没有竭力为神而活的

信心，其实这个人，好比灵盲，属灵的盲目，没有理解属灵的真理，

对圣经的教导不清楚，忘记了自己的罪已蒙赦免，罪债已被基督宝血

涂抹洗净。

因此，成圣与改变的作为是从神而来的，从神的话，透过圣灵的作

为，心思与整个生命转向神，认识神，更认识自己，新生命的盼望建

基于神，从神的应许，永恒的成全，来决定现今的生活，为神来改

变。在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神已作成拯救的工作，你我都是来到十字

架面前，罪才得赦免，这是我们所确信的。如今新生命的开始，每一

天，天天也必然需要主耶稣救赎恩典的同在，支取福音的大能，天天

为主而活，直到那一日。基督徒生命的蓝图，有重要的三件事：



8

1. 基督已赦免我的罪债

2. 基督未来的应许必定成就

3. 因此，在基督里，抓紧福音的应许，离弃罪，敬畏神，活在

神的面光中。不是质疑自己的救恩，活在过往的罪债里；不

然就是另一个极端，坐以待毙，坐着等死，等回天家就好的

观念。

历世历代凡是跟随主的人，他们的成圣旅途就是如云彩般福音的见证

人，都是效法基督，看基督如何胜过羞辱，完全没有犯罪，成就十字

架救赎的大工，因他看见救赎的荣耀与喜乐。如今在天上，在父神的

右边，为我们代求。（来十二 1-3）因此，我要学习定睛基督此时此

刻，披戴基督的忍耐，专心专一专注，以基督为标杆，在他里面得改

变！

改变是一生的过程，渐进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今生难免不断有争

战，加拉太书说肉体的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的情欲相争。有

时候在这种争战中，败坏的本性可能占上风，但依靠圣灵不但加添力

量，我们有得胜的盼望。辅导里头，我们常说，问对的问题，会引导

我们找到正确的答案。因此，我们当问：福音究竟在我目前的生活带

来什么影响？福音如何帮助看待我的事奉生活？福音如何提及让我紧

张的人际关系？福音如何为我目前与未来的目标定位，给予它意义，

并激励我爱神、爱人、爱邻舍呢？这当然是一个重要且需要去检讨、

省思的问题，好叫我得帮助，在恩典中长进，敬畏神得以成圣。

这是神要带领我去的地方。约翰福音十 10b 说：“我来了，是要叫羊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已作成十字架的救赎，在基督里，

他应许整个成圣得荣的日子得的更丰盛，并且在永恒，一切都要成

全，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在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

痛。（启廿一 4）这就是神要作成的改变，带领我去的地方。因此，

此时此刻，领受他的话，按他的话解读自己的处境与问题，回应他，

真实敬拜跟随他。今生的得圣是预尝天上完全得滋味，因那将会是一

个主与我，我与主，与众圣徒，一同坐席，超然且荣耀直到永永远远

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