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信 2019
一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诗篇一三五 3

主日崇拜：早上 9.00 am - 10.30am
主日学合班：11.15am - 11.45am
主日学分班：11.45am - 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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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Email address: penanglifechap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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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信生命堂】的命名意义：
我们坚持，基督的教会是由普世历代的信徒所组成。我们不把
教会名称当成一个招牌或名号，而成为偶像。
然而，我们的名称，可以让在当中聚会的肢体以及他人，对我
们的教会有一个认识和称呼的功能，也基本表达了我们的信
念。
“恩信”这个名称由三个名词组成：恩典（grace）、信心
（faith）、生命（life）。
我们是因神的恩典而归信基督，得着他所赐的丰盛和永恒的
生命。（弗二 8，约十 10）
【异象和使命】：
一个地方教会的异像和使命，一定是出自于圣经。圣经对教会
的教导，是我们信仰和实践的最高准则。
信徒在世上，蒙神的恩典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在世就是要“荣
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问）
圣经对基督徒的生活，有以下最基本的教导和吩咐：
 成圣
 敬拜
 事奉
 信靠顺服
 长大成人
 效法基督
 敬虔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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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会全体的功能，以对象来看，教会的功能是：




对上帝有敬拜
对肢体有团契
对世界有见证

藉着三大范围的事工，发挥其功能：
言语的事工
治理的事工
慈惠的事工

教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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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信生命堂】的异象和使命：
我们把圣经的教导，归纳为【恩信生命堂】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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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一月份事奉表
一月份证道主题：从腓立比书看教会生活
日期
讲员
讲题

司琴
传递奉献袋
报告
对象
题目
领唱 /司琴

6
13
林约瑟
林约瑟
神、腓立比 活着就是
教会、保罗 基督

20
林约瑟
如同基督
的意念

27
李学文
基督里的
同工

腓一 1-11

腓二 1-11

腓二 19-30

腓一 12-30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严家洋
严家洋
严家洋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主日学：认识恩信教会
全体
全体
全体
使命与委身 教义与实践 健康教会
标志
淑敏/美恩
淑敏/家丽
淑敏/美恩

陈家丽
严家洋
林约瑟
全体
我们的
旅程
淑敏/家丽

备注：
1. 预备场地的肢体，得安排、预备以及整理圣餐桌，清洗圣餐杯。
2. 圣餐由弟兄主领，传递于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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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预备，本堂于 2019 年一月份开始，租用目前的场
地，作为固定聚会的地点。会堂预备期间的策划、联络、装
修、执行等工作，弟兄姐妹之间学习彼此搭配服侍，共得跟随
主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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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谢神，预备弟兄姐妹在金钱、精神、时间、体力的奉献，
见证神的丰富与供应。
（三）祷告事项
1. 长老、传道、执事的培训与事工的规划，服侍神，服侍教会
的心志。
2. 全体教会渴慕神的话，建立平稳的灵修祷告生活，天天与主
亲近，在神的话语里得安慰、修复与更新。
3. 教会的事工，将逐步展开。求神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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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ly I am with you all the days!

~Alexander Smellie, "On the Secret Place" 1907
"Surely I am with you all the days,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Matthew 28:20)
The path in front of me may be full of flowers — or full of
thorns.
Or, as is more probable, flower and thorn may
be mingled together.
The sky may be light — or dark.
The weather may be glorious summer — or bleakest winter.
But I go safely and happily, if the Lord Jesus,
who can and will supply my every need, is with me all the
days.
Some of the days will be days of discipline — of the pruning
knife and the cleansing fire. But when He is with me,
the discipline is a blessing, and not a curse.
It teaches me . . .
to grasp His strong right hand with a tighter hold,
to pray more earnestly,
to find heights and depths of meaning in
the promises of God,
to feel for others who are in tribulation.
Mind and heart and character are bettered by the endurance
of affliction.
Many of the days, too, will be days of monotony. They must
be spent in little things — household labors, common
concerns, unnoticed toil. I may long for a more striking and
romantic experience. But when He is with me, I know that He
makes my life like His own — the blessed life He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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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carpenters' tools, and village streets, and peasant
people. The drudgery is a love-message — it is Jesus Christ
in disguise!
Every day will be a day of temptation. In the home, in the
business, in company, in loneliness — I shall encounter the
devil's subtle snares. But let my Lord be with me, and
temptation will but reveal the closeness and blessedness of
the tie. It will be an instrument which He uses to impart more
maturity to my graces — more courage, more patience, more
trust.
Perhaps one of the days will be the day of death. But if He
does not leave or forsake me, then death will be an
ingredient in the training that fits me for the glorious
inheritance! As John Bunyan pictures it — I must cross the
'River of Death' to reach the 'Celestial City'. Jesus did it
Himself, and the disciple is not above the Master.
His Everlasting Arms will sustain me in the flood; and, on the
other side, I shall enter the 'Beautiful Gate' and see His face!
ALL the days He is with me — to the end, and through the
end, and beyond the end forever and ever! Whether I live,
therefore, or whether I die —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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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要常与你同在！
~Alexander Smellie, "On the Secret Place" 1907
“我 就 常 与 你 们 同 在 ，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 ”
太廿八 20
我前面的道路，也许充满了鲜花，也可能充满荆棘。
或者，更加可能的是，花朵和荆棘会混杂在一起共存。
天空可能是光明的，或者是黑暗的。
气候可能如夏季的光辉，也可能如灰暗的冬天。
但如果那位能够，并且愿意供应我一切所需用的主耶
稣，祂与我同在，我就能平安和愉快地前行。
有些日子将是管教的日子，来自修剪的刀子和洁净的烈
火。但是，当祂与我同在时，管教是祝福，而不是诅
咒。它教导我......
更加紧握祂强大的手，
更加认真地祷告，
在上帝的应许中找到更有高度和深度的意义，
去感受那些也在苦难中的人。

心思、心灵和品格，因在苦难中的坚韧而成长。
许多日子也会是单调的日子。他们必须花在琐碎的小事
上，如家务的劳动，共同所关切的事项，不被人留意的
辛劳。我可能渴望一个更引人注目和浪漫的经历。但
是，当祂与我同在时，我知道祂使我的生活像祂自己的
一样--他在充满木匠工具的环境，乡村的街道和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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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过着蒙福的生活。繁琐的劳苦中，有一个爱的信
息--它掩饰着的是耶稣基督！
每一天都将是一个试探的日子。在家中，在事业中，在
公司里，在独处中--我将会遇到魔鬼所埋伏的陷阱。
但让我的主与我同在；诱惑只会更揭示我与我的主那亲
密与蒙福的关系。试探将是祂用来使我在祂恩典上更加
成熟的工具--更多的勇气，更多的耐心，更多的信
靠。
也许其中一个来临的日子将是死亡的一天。但，若祂不
离开或抛弃我，那么死亡将成为训练的其中一部分，预
备我承受荣耀的产业！正如约翰本仁（John Bunyan ）
所描绘的那样 - 我必须经过“死亡之河”才能到达
“天上之城邑”。耶稣自己经过了，而门徒不能胜于老
师。祂永恒的膀臂，将在死亡洪流中支撑我;过了对
岸，我将进入“美门”，瞻仰祂的面容！（译者注：引
自《天路历程》）
基督每一天常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并且一直持
续到永远！因此，无论我是生，是死--我属他，他属
我！

林约瑟 译
April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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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类：信徒灵命成长
书名：《压伤的芦苇》
The Bruised Reed
作者：理查 . 薛伯斯
Richard Sibbes
译者：郭熙安
出版：美国麦种传道会，2017 年
*****************************************************
理查 . 薛伯斯《压伤的芦苇》是清教徒作品的经典著作。作
者探讨以赛亚书四二 1-3 的经文，高举基督的属性，帮助在颓
丧处境中的罪人，特别是落在窘境里的信徒，思想基督的美
好、甘甜和荣耀，在神的旨意里，定睛基督，在基督里得安
慰、鼓励、盼望与帮助。
作者的讲解，分成主要的三大部分：
a. 基督不折断压伤的芦苇
在窘境里百般忧愁，我们可以面向基督，不在自己的窘境里作
茧自缚，以犯罪的方式来加剧我们的处境，主要在于基督的应
许。以赛亚书四二 3 说：“压伤的芦苇，祂 不 折 断 。 ” 基 督
的应许，呼唤我们，在哀伤沮丧中回转凝听祂恩慈的呼
唤。我们之所以会被压伤，主要是因为悖逆神的罪。基
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唯有藉着祂的救赎，把我们带到
神面前，悔改认罪，与神和好。因此，被压伤的人，要
来到神面前得恩典，怜悯，在祂救赎的大爱里得医治，
仰望那为我们背负十字架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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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督不吹灭将残的灯火
人会吹灭将残的灯火，基督不会吹灭，甚至顾惜最微小的新火
四福音书里得救赎的小人物，例如：患血漏的妇人，麻疯病
人、税利、瞎眼的人、撒该、拉撒路、寡妇、门徒等等。因
此，圣经人物的经历，让我们看见神见证自己的信实与应许。
帮助我们在软弱中得盼望。
c. 基督必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窘困的处境，会使我们软弱，质疑神。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升
天，胜过罪恶、死亡以及魔鬼的权势。祂 在 这 一 切 事 上 ，
成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效法的榜样，在成圣的过程中，
依靠他，生命不断更新变化。基督必施行公理，叫公理
得胜，使祂对我们的心意成全在我们身上，作成祂的
工。
《压伤的芦苇》是一本帮助信徒灵命得成长建造的书
籍。这世上有苦难，唯有在救赎主手中，叫我们得以依
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得胜仇敌所带来的恐惧与
威胁，在恩典与信心里，住在基督里。

*******************************************
备注：有意购买《压伤的芦苇 》这本书，可联络『正道资
源』严家洋弟兄 016-44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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