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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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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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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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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圣长大成人
 敬拜事奉，敬虔度日
 信靠顺服，效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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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发挥其功能：
言语的事工
治理的事工
慈惠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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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着圣经的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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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事奉表
二月份证道主题：从腓立比书看教会生活
17
李学文
靠着那加
给我力量
的
腓四 8-23

24
黄振禾
自由题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传递奉献袋 苏敏荣
苏敏荣
苏敏荣
报告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成人主日学：福音里的饶恕
负责老师
除夕前夕
王福娟
王福娟
题目
暂停一次 饶恕的真意
耶稣对饶
恕的教导

陈家丽
苏敏荣
林约瑟

日期
讲员
讲题

3
林约瑟
认识主基
督耶稣为
至宝
腓三 1-16

10
林约瑟
能叫万有归
服自己的神
腓三 17-四 7

王福娟
饶恕带来改
变

路十七 3-10

负责老师
题目
负责老师
题目
领唱 / 司琴

少年班：The Whole Story of the Bible in 16 verses
除夕前夕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暂停一次
创一 31
创一 27-28
创三 6-7
儿童主日学：神是谁
除夕前夕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暂停一次 创造万有的
三位一体
全然超越的
神
神
涵韵 / 以乐
涵韵 / 以乐 涵韵 / 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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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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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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新年感恩会于 201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
正开始，讲员：林约瑟长老，讲题：更爱我主。敬拜聚会后，
请留步茶叙交通，在爱中彼此联谊，互数主恩。

（三）祷告事项
1. 长老、传道、执事的培训与事工的规划，神磨练心志，顺服
神的心意，服侍神，服侍教会。
2. 神赐恩赐，预备弟兄姐妹同心协力，奉献金钱、才干、时
间、精神与体力，齐心建造，神的力量是我们的喜乐。
3. 教会为弟兄姐妹预备 2019 年读经进度记录表，帮助全体阅
读圣经，建立平稳的灵修祷告生活。请彼此代祷，渴慕神，阅
读圣经，与神同行。
4. 教会成人主日学、少年班以及儿童主日学在每主日敬拜后，
按所编排的时间表，同步进行。求神的话，带领我们的灵命成
长，越来越像基督。
5. 教会的网站：初步的讨论与规划，求神赐智慧与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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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is only precious to believers
~James Smith, "Christ Precious!" 1861

"Unto you therefore who believe — He is precious!" 1 Peter 2:7
Every believer VALUES Christ. Let others think of Him as they
may — all who are taught of God, think highly of Him. They can
never honor Him as they wish, or enjoy Him to their full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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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believer feels their NEED of him.
No weary traveler ever felt his need of rest,
no hungry laborer ever felt his need of food,
no drowning mariner ever felt his need of a life-boat
— as the believer has felt his need of Christ!
They need to be saved — and only Christ can save them.
They need to be happy — and only Jesus can make them
happy.
They need His blood to cleanse them from sin, and procure
their pardon.
They need His righteousness to clothe their souls, and justify
them before God.
They need His Spirit to sanctify their nature, and make them fit
for Heaven.
They need His intercession to secure them from evil, and
procure for them good things.
They need His fullness of grace to supply all their needs, from
earth to Heaven.
Every believer discovers the exact SUITABILITY of Christ to
them.
He is just what they need — He has all that they need!
They are foolish — and He has wisdom.
They are unrighteous — and He has righteousness.
They are unholy — and He has holiness.
They are weak — and He has strength.
They are in bondage — and He has redemption.
They are lost — and He has salvation.
In a word, they are led to see that God has stored up everything
in Jesus — and that possessing Him, they have all things!
Every Christian believes on Him to the saving of the soul. They
trust Him to procure their pardon, peace with God, and
everlasting life.
Their heart goes out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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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repose confidence in Him,
they commit their souls to Him,
they build on Him — as God's foundation;
they hide in Him — as the sinner's refuge; and
they trust themselves with Him — as the almighty Savior.
"Unto you therefore who believe — He is precious!"
But Jesus is only precious to believers. Others do not feel
their need of Him, do not see His adaptation to them, and do
not depend on Him for pardon, peace with God, and everlasting
life.
Beloved, do you have this saving faith — which renders Christ
so precious?
If so, admire the sovereign and distinguishing grace of God,
which has conferred so great a blessing upon you — for not all
are given saving faith.
If s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faith — which renders Christ
so precious.
It is the eye — which sees the beauty of Christ.
It is the foot — which travels to Christ.
It is the hand — which lays hold of Christ.
It is the mouth — which tastes the sweetness of Christ.
It is the inward principle — which clings and cleaves to Christ.
Avoid therefore whatever weakens faith, or interrupts its
exercise; and prize whatever strengthens it, and makes it
vigo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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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只对信徒显得尊贵
~James Smith, "Christ Precious!" 1861

林约瑟

译

‘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彼前 2: 7
每个信徒都看基督为至宝。任凭别人-所有对他有学问和好评
语的， 如何看待他。他们决不会如所愿的真心尊崇他，或完
全满足的以他为乐、享受他。
每个信徒感受对基督的需要。
没有疲惫的旅客感受需要歇息，
没有饥饿的劳动者感受需要食物，
也没有溺水的水手感受需要救生艇，
好像信徒感受到他需要基督一样！
他们需要得救 - 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他们。
他们需要喜悦 - 只有耶稣能让他们欢喜。
他们需要祂的血来洗净他们的罪，买得他们的赦罪。
他们需要祂的公义作为他们灵魂的衣服，在上帝面前得称为
义。
他们需要祂的灵来使他们从自己的本性中成圣，使他们合适天
家。
他们需要祂的代求，使他们免于邪恶，使他们获得美好的事
物。
他们需要祂丰富的恩典来供应他们的所有需要，从属地到属天
的。
每个信徒都会发现基督对他们独特的切实性。
他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 他拥有一切他们所需要的！
他们是愚昧的 – 而他有智慧。
他们不义 – 而他有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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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不圣洁的 – 而他有圣洁。
他们很软弱 – 而他有能力。
他们处于束缚之中 – 而他有救赎。
他们迷失了 – 而他拥有救恩。
总之，他们被引导看到上帝已经把所有丰盛都储存在耶稣里了
- 拥有祂，就拥有了一切！
每个基督徒为了自己灵魂的得救而信靠他。
他们相信祂会买赎他们的赦免、与上帝的和好、和永恒的生
命。
他们的心归向他，
他们将信任寄托给他，
他们将灵魂交托祂，
他们建立于祂 - 为神所赐的根基；
他们藏身于祂 - 作为罪人的避难所；和
他们将自己投靠他- 作为全能的救主。
‘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但耶稣只是对信徒显得珍贵。其他人不认为他们需要他，不认
为他合适他们，也不要依赖他得到赦免、与上帝和好、和永恒
的生命。
亲爱的，你是否拥有这种得救的信心 - 这使基督对您如此宝
贵的信心？
如果是，你当敬佩上帝的主权和独特的恩典，给了你极大的福
气 ， 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得救的信心。
如果是，要了解这信心的重要性 – 它使基督显得如此珍贵。
它是使我们可以看到基督荣美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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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使我们奔向基督的脚。
它是使我们掌握着基督的手。
它是使我们尝到基督之甜美的口。
它是使我们紧贴与联系着基督的内在的原则 。
因此，应当避免任何削弱信心，或能干扰其运作的，而注重、
珍惜任何能强化我们的信心，使其蓬勃发展的事物！

******************************************************
福音里的饶恕

王福娟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
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马太福音六 14-15
耶稣教导主祷文，把祷告的根基建立于对神全然信靠的
关系上。紧接下来就是以上的经文，显然就是实际学习主祷文
的应用 -- 在福音里学习饶恕，因基督十字架全然的赦免，成
为我们的信靠，一生之久，在生活里依靠神，活出饶恕的生
命。
耶稣基督的这一句话，对今日标榜权势地位的世界带来
了震撼力。这是基于今日人性里所相信的，几乎是一个毫无标
准的标准，要我们饶恕一个得罪我们的人，简直是比登天还
难。但是，若没有福音而来的力量，不饶恕其实更是把自己陷
于痛苦的深渊。每一次的不愿饶恕，就等于是再次的自揭伤
疤，在伤口上敷盐，痛入心坎，让伤口再次的腐烂，残酷地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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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自己的心灵。不但自身得不到好处，而且也失去了真正领会
上帝饶恕的恩典。
饶恕的心意乃是出于神，是他先饶恕我们的过犯，不再
计较我们的过错。主耶稣悬挂在十字架时，遍体鳞伤之际，望
着那一群他的百姓，那一群陷害他，一心一意置他于死地的百
姓，尚且以仅存的一口气，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
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基督十字架的舍命，
是他主动顺服，来完成天父救赎的计划。
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盼望，帮助我们定睛十字架，
依靠福音的力量，维护了按神形象被造的我们，顺服神的心
意，依靠神施恩的管道，让我们有方法及能力行出饶恕。福音
里的饶恕，带来真实的平安，使我们的软弱，在基督里被刚强
起来。福音而来的饶恕，彰显基督的恩惠慈爱，勇敢与无限超
然的伟大。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袮不计算我所犯的过犯，谢谢袮饶恕
我，拯救我。教导我以袮的心为心，披戴基督，学习饶恕。诚
心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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