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五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林后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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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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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

【恩信生命堂】的异象与使命如下：
敬拜 Worship：
于个人家庭 in family
于教会全体 in church
成长 Grow：
于上帝的恩典 in Grace
于上帝的认识 in Knowledge
服侍 Serve：
于基督里的肢体 those in Christ
于属乎神的世界 those in the World
基于这个异象，我们要建立的牧养核心为：


个人的读经默想，和家庭的敬拜生活
（Personal meditation and family worship）



个人与团契里的祷告生活
（Private and corporate prayers）



建立圣经神学和教义的认识
（Biblical theology and doctrines）



圣经为根基的团契 / 彼此劝诫
（Biblical fellowship and counseling）



建立能为主得门徒的肢体
（Members competent in Discipleship）

**备注：以上并非涵盖了所有的牧养范围，但表达了恩信在建立初期所强
调和关注的牧养核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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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月份事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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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2

19

26

证道主题：耶稣的生平
讲员
讲题

林约瑟
神与我们同在

传递饼杯
司琴
传递奉献袋
报告
负责老师
题目

黄永奇
刘美恩
佳清 / 董淮
林约瑟
王福娟
肢体的关顾

林约瑟
我已看见
你的救恩

黄振禾
我是羊的门
约十 9

曾焕恩
黄永奇
陈家丽
刘美恩
佳清 / 董淮 佳清 / 董淮
林约瑟
林约瑟
成人主日学：教会生活
林约瑟
祷告与代求

王福娟
探访的邀约

林慈信
基督超越
天使与先知
曾焕恩
陈家丽
佳清 / 董淮
林约瑟
林慈信
旧约与宣教

少年班：The Whole Story of the Bible in 16 verses
负责老师
题目

纪淑敏
大卫的国度
撒下七 12-13

纪淑敏
受苦的仆人
赛五三 6

纪淑敏
救赎的应许
结三七 3-5

纪淑敏
新天新地
赛六五 17

儿童主日学：神是谁
负责老师
题目
领唱 / 司琴

黄振禾
有主权的神

黄振禾
圣洁的神

黄振禾
公义的神

圣源/涵韵

圣源/涵韵

圣源/涵韵

黄振禾
美善的神
神是爱
圣源/涵韵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建立你的神学】（Third Millennium 中文课程）
日期
带领讨论
题目

4
林约瑟
什么是神学

11
林约瑟
基督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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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林约瑟
依靠启示

25
林约瑟
神学的权威

（二）教会事项
1. 2019 年教会主题：爱主更深。讲台的信息以及教导所着重
的范围是：认识基督与他的教会。
2. 我们委身于肢体之间同蒙救赎的见证，建立一个有爱、有真
理、有真诚敬拜的教会，归荣耀于神。
3. 教会青少年圣经团契的宗旨在于建立青少年基督徒的生命，
透过圣经教导、神学培训、教会事奉与团契，生命被雕塑，成
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
4. 教会诗班的宗旨在于透过诗班的事奉，敬拜神，牧养心灵，
传扬真道。
5. 欢迎所有到访的来宾参加主日敬拜以及其他聚会。我们要求
个人与恩信教会一同寻求是否成为固定肢体。
6. 每周四 8.15pm-9.00pm 为教会祷告会。我们先从教会开始，
来日再逐渐分区，在不同的家庭进行。
7. 正道圣经辅导营【圣经与人生的难题】将于 6 月 4-6 日在教
会举行，对象是在籍大学生以及青年基督徒，这是教会所支持
对外服侍的事工。
8. 教会网站已正式启动。网址为 www.penanglifechapel.org。
提供肢体教会的消息，对外正式介绍恩信生命堂。期盼逐步更
新进步教会网站的内容，提供彼此学习的属灵资料，建立信徒
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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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 感谢信实的神与教会同在，供应保守，守约施慈爱。
2. 为长老、传道、执事培训代祷。透过阅读《寻找忠心的长老
与执事》并查考圣经，按神的心意牧养教会。
3. 为教会年长的肢体祷告。求神保守眷顾，在渐进年迈的年
岁，思念神的恩典与作为，因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
改变的神，常常祷告，成为他们信心的凭据与依靠。
4. 为教会的每个家庭单位祷告。特别为家中信主的父亲（家
长）祷告，求神赐下恩典能力，给予父亲（家长）谦卑愿意的
心，依靠神带领家庭的敬拜，建立家庭的祭坛。
5. 为教会青少年祷告，学习圣经，领受神话语的教导，面对世
界的挑战，无论是求学或工作，求神指引他们的脚步，确信福
音，常常谨守儆醒在基督跟前。
6. 为教会的姐妹们祷告，求神建立生命，沉静学道，渴慕圣
经，追求真道，有耶稣基督的温和，属灵的智慧与言语，预备
自己，被主来使用。
7. 为教会的孩童们来祷告，学习听从父母亲的教诲，好叫他们
认识神，信靠福音，因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命的救赎，保护他们
一生在神的手中，经历神同在的成长。
8. 为慕道友来祷告，求神挪去一切的拦阻，圣灵感动人心，引
领人悔改认罪，归向福音，得着永生。
9. 为个人读经祷告灵修生活祷告，专心读经默想神的话，得属
灵的智慧，在生活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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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教会各年龄层的主日学来仰望，分享与凝听都得着神子
民的好处，认识圣经，心灵被教导、督促、归正、学义，活出
神的美善，归荣耀于神。
11. 为全教会肢体来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全，求神保守我们不
至于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将我们的罪带到基督面前，
认罪悔改，再次把自己交给主，生命被重建，成为合乎主使用
的器皿。

（四）恩信生命堂事工组织 2019-2020
长老：林约瑟
传道：王福娟
执事：李学文 苏敏荣 黄振禾 严家洋
教导与培训的服侍：林约瑟 李学文
辅导/关怀：王福娟 苏敏荣
事务与行政的服侍：苏敏荣 李学文 谢安齐 严家洋
财务/账目/查账：严家洋 曾敏慧 李学文
厨房/膳食：黄振禾 张瑞清
整洁：陈萍萍
音响：杨思敏 周佳清
圣餐：谢安齐 董志勤
插花：谢安齐 陈月萍
布道与宣教的服侍：黄振禾 林约瑟
圣乐与敬拜的服侍：陈家丽 刘美恩
教育与儿童的服侍：纪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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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ot what I once used to be!

~J. C. Ryle, 1816-1900, "Are you regenerate?"

"Follow peace with all men, and holiness, without
which no man shall see the Lord." (Hebrews 12:14)
The regenerate man is a holy man. He endeavors . . .
to live according to God's will,
to do the things that please God,
to avoid the things that God hates.
His aim and desire is to love God with heart and soul, and
mind and strength--and to love his neighbor as himself.
His wish is to be continually looking to Christ as his Example
as well as his Savior; and to show himself Christ's friend, by
obeying whatever He commands.
No doubt he is not perfect. None will tell you that sooner
than himself. He groans under the burden of indwelling
corruption cleaving to him. He finds an evil principle within
him constantly warring against grace, and trying to draw
him away from God. Yet, in spite of all short-comings,
the average bent and bias o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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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ways is holy;
his doings holy;
his tastes holy
and his habits holy.
In spite of all his swerving and turning aside, like a ship
going against a contrary wind, the general course of his
life is in one direction--toward God and for God. He will
generally be able to say, with old John Newton, "I am not
what I ought to be. I am not what I want to be. I am not
what I hope to be in another world. But still, I am not what
I once used to be!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Let none conclude that they have no grac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imperfections in their obedience. Your grace may
be very weak and imperfect, and yet you may be truly born
again, and be a genuine son of God and heir of heaven."
(Hopkins,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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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是以前的我！

陈涵韵 译

~ 莱尔 J.C.Ryle，1816-1900，“你重生了吗 ？”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
见主。”（希伯来书 12:14）
重生的人是圣洁的。他尽力：
按照上帝的意愿生活，
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
避免上帝所憎恨的事情。
他的目的和愿望是全心全意并尽心尽力地爱上帝，——并爱邻
舍如同自己。
他的愿望是不断地以基督为榜样，并承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
主；通过服从基督的命令，显明自己是祂的朋友。
毫无疑问的，他并不完美。他自己会是第一个如此承认的人。
他在内心的败坏下呻吟。
他的心里一直有邪恶的律和恩典作对，使他远离神。
然而，尽管有种种缺憾，他决心并倾向于：
圣洁的行为；
圣洁的举动；
圣洁的嗜好；
和圣洁的习惯。
尽管他像一条船一样不断地摇摆不定，逆风而行，他生命的大
体方向是朝向神，并为神而活。他可以像老约翰·牛顿一样，
说：“我没有成为我应当成为的人。我没有成为我要成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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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没有成为我在另一个世界希望成为的人。但是，我已不
是昔日的我。藉着神的恩典，我成了我，今天的我。”
“谁也不该因为他们对神的顺服带着许多缺点而断定他们没有
神恩典。你靠恩典生活虽然有软弱和 不完美，却可以是真正
地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和天堂后嗣的人。”
（霍普金斯，1670）
*********************************************************************

受难节敬拜聚会：【莫忘加略山十架】
2019 年 4 月 19-20 日，晚上 8am -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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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的抚育

王福娟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
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
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
的道理被毁谤。”
提多书二 3-5
这段的圣经经文，提及教会对姐妹们的装备，是透过姐妹们彼
此抚养的模式，帮助彼此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由妇人教导妇
人，且是年长的妇人关顾年轻的妇人，关心、教导以及培育她
们，建立她们的生命。这种生命对生命的门训，见证福音的确
实，具体的彰显所信的真理毫无瑕疵，且纯净真实。
对于教会年长的妇人，做为主内的肢体，保罗以纯正的教义教
导她们，在言语与行为上追求圣洁，行动举止要恭敬，在言语
上节制，不说谗言，要小心嗜酒的问题，免得被酒瘾奴役。唯
有信仰言行一致的年长妇人，她们所流露出来的属灵生命，就
能以所相信的真理，教导少年妇人。
属灵年长的姐妹可以在哪一方面抚育年轻的姐妹们呢？经文告
诉我们是用善道养育年轻妇人的灵性。从所学习的真道，帮助
她们在家中顺服丈夫带领的权柄，扮演妻子以及母亲的角色，
除了料理家中的事宜，更流露出爱丈夫、爱儿女的生命，有贞
洁的操守，生活上谨守节制，对待他人有恩惠，经营合神心意
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圣经里的门训，本于神自己的真道，成为属灵抚育的根基与途
径。神要年长的肢体，领受上头来的权柄，在教会救赎群体的
关系里，发挥对年幼肢体的关顾。主内的关顾是在于基督舍己
舍命的大爱。唯有靠着基督救人的福音，定睛基督，彼此谦卑
顺服的心，就能帮助我们，确实的活出主内关顾的爱。这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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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来自于圣经，例如：祷告、读经、祝福、劝勉、告诫、
责备、赞美等教导，彰显基督的庄严、智慧、圣洁与能力，建
立教会，彰显神的国度。
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普世都欢庆母亲节。愿神自己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学习。如果你是母亲或是属灵母亲，感谢神，愿神
坚固你的心志，为着你所孕育的子女或属灵子女来守望。如果
你是子女的，也学习向神感恩回顾，神透过身生之母，赐予你
生命，也把你放在教会大家庭里，有许多属灵母亲们也关顾你
的成长。让我们在基督里，学习为爱你和你所爱的母亲们，求
神保守我们彼此一生的年日，在真道上有长进，越来越像救主
耶稣基督。
谨祝所有妈妈们，神赐福妳手中所作的工，在基督耶稣里，母
亲节快乐。
******************************************************

复活节主日敬拜，诗班献诗【欢欣】
2019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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