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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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事奉表
三月份证道主题：
日期
讲员
讲题

3
林约瑟
神所喜悦
的祭物

10
林约瑟
腓立比书
- 总结

腓四 15-21

17
李学文
学习与
成长

24
黄振禾
我是世
界的光

31
严家洋
自由题

约八 12

司琴
传递奉献袋
报告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李学文
成人主日学：圣经读经与默想
负责老师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王福娟
题目
圣经是一 读经的想 学习读经 分享与
本什么书 法和态度 中的默想 讨论
少年班：The Whole Story of the Bible in 16 verses
负责老师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题目
创一 27- 创三 6-7
创三 15
创十二
28
2-3
儿童主日学：神是谁
负责老师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题目
神是个灵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
的神
的神
能的神
领唱/司琴
淑敏
淑敏
淑敏
淑敏
以乐
以乐
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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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圣餐由弟兄主领，传递于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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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恩
黄振禾
李学文

休课

黄振禾
创四九
10
陈家丽
全然智
慧的神
淑敏
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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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二月份赠送书籍：儿童要理问答小册子，还未领取者可
向福娟传道索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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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访的肢体，个人与恩信一同寻求是否成为固定肢体。
5. 青年与少年圣经神学培训：建立你的神学（Third Millennium
中文课程），将于四月份周末开始，时间确认后，请到来学习。
（三）祷告事项
1. 长老、传道、执事的培训与教会事工的规划，神磨练心志，顺
服神的心意，服侍神，服侍教会。
2. 为到来参加聚会的慕道友祷告，期盼福音改变人心，悔改归
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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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彼此代祷，学习圣经，灵命稳健成长，生命越来越像耶
稣基督。
4. 为青年与少年基督徒祷告，渴慕神，学习圣经，认识神，认
识自己，信仰与生活实践结合。
5.

教会的网站：设计初阶，内容逐步规划、整理，求神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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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ould you really choose?

(Thomas Doolittle, "Love to Christ Necessary to Escape the Curse at
His Coming!" 1693)
What the object of the love of the heart is — is object of the choice
of the will. And such as is the choice of your wills — such are you.
If you choose the world before Christ — I dare boldly to call you a
worldly man!
If you choose pleasures before Christ — I dare confidently to declare
you a voluptuous man!
But if Christ is chosen before all other things — I may term you to be
a truly holy man.
Suppose then the world, and all the riches thereof, and all the
honors and the pleasures of it, were set on the one hand — and
Christ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would you really choose?
It is an easy thing to say that you would choose Christ, and not the
world. But my question is: Which you would really choose?
Can you say, and appeal to God who knows your heart: "Lord, You
who know all things — You know that I choose Christ before riches,
Christ before pleasures, liberty, life, or anything that is dear unto me
in this world. You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have Christ without the
world — than the world without Christ. You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have the Lord Jesus with disgrace, with poverty, and with the
cross — than all the treasure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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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ust be a man's choice — or he cannot be said to have sincere
love to Jesus Christ.
If Jesus is not loved above all — He is not sincerely loved at all!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 or he will be devote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ou cannot serve both God and Money." Matthew 6:24

什么是你真要选择的？
-对基督的爱而必须逃离祂再来时的咒诅

苏圣源 译

你心里头所爱的东西，突显于你所做出的选择，而你所做出的选
择，反映出你的本性。
倘若你选择世界过于基督，我可以大胆地说你是一个属世的人！
倘若你选择享受过于基督，我可以把握地宣告你是一个属肉体的
人！
但，若是你选择基督，胜过于一切，我可以定义你是一个真实圣
洁的人。
倘若世界和其中所有一切的富足、尊荣，以及愉悦的事都在你一
边的手掌上，基督则在另一边，什么是你真要选择的呢？
“选择基督、不要世界”显然是个轻而易举的选择。但我所提出
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真要选择的呢？
你是否可以坦然，并向那位看透你心思的神如此说：“主啊，你
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会选择基督，胜过一切荣华富贵、福乐
享受、独立自主、生命气息和一切在世上的福气。你知道我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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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一切，唯要得着基督，胜过于得到一切，却失去基督。无论
是处于卑贱、贫穷和背负十架的重担，我仍然要耶稣，胜过一切
属世的财宝！”
这必然是这个人坚定的选择；倘若不是，就不能说他是一心一意
爱主耶稣基督。

倘若不爱耶稣，胜过于一切，就不是真心真意地爱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
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马太福音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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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恕的真义

王福娟

最近在教会成人主日学分享圣经辅导其一的重要主题：饶恕。从
福音里的饶恕，学习圣经对饶恕的教导，在基督徒的成圣生命
里，如何靠着福音，在得罪人以及被人得罪的难处里，实践饶
恕，在基督里寻重新和好的教导。
福音里的饶恕彰显上帝的性情，指向唯有从上头来的恩典，能够
确保我们的罪在十字架的大爱里得赦免，修复、更新、重建。一
个不肯饶恕的人，其实就是继续活在不饶恕的痛苦中，直到他认
罪，悔改饶恕，神就赦免他不饶恕记恨的罪，得着真正的自由，
生命经历饶恕的喜乐与平安。因此，马太福音六 12 如此说：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祈求赦免，不仅仅
是承认罪人本性中的软弱，同时更是依靠并支取上帝充足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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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唯独依靠他，生命重新转向神，顺服他的旨意，藉着饶恕的
恩典，反映上帝的属性。
当我们不肯饶恕时，心中占据就是我们被得罪的苦果，长期错误
经营，罪的污秽就盘踞在我们的心中，衍生出苦毒、愤怒、自怜
以及埋怨的心思，影响我们的内心与外显行为。不饶恕的罪孕育
犯罪的温床，带来罪中的不安，使人作茧自缚，无法自拔！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如何操练饶恕这个功课呢？这全然需要依靠
神，因上帝话语的大有功效，更要攻克己身，定睛十字架，认识
领受圣经话语的教导，并在生命里头来实践，因此，饶恕是心中
有意识的决定与委身，天天操练，有意识的，主动的，让饶恕的
真理一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预备饶恕并给予饶恕。
感谢神，赐下施恩的管道，帮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信靠，神的话语活泼且大有能力，成为你我的凭据，
操练并实践饶恕，生命结出累累的果实，因顺服神，重新得力，
享受从主而来的安息，奔跑天路。
********************************************************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
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歌罗西书三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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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 （When Christian Sins）

林约瑟

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成长，一生与罪恶争战。
神应许有圣灵保慰师的帮助，和圣徒以后完全成圣的日子。
但是，在过程中，基督徒都经历软弱犯罪的时候。
因此，悔改是每一天的功夫。
在基督里不再定罪
凡在基督里称义成为神儿女的，已经不再于神公义的审判下定罪。
这不会作为基督徒犯罪的借口。
因为真正重生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蒙神赐给他新的心，有神的律管理
他的良心。
基督徒不会享受过悖逆天父的生活方式。
圣灵会感动、责备、光照他的良心。
认罪与悔改
神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
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一 9）
这个应许中，‘信实’和‘公义’让我们了解到神的赦免是怎么一回
事。
神既然是公义的，应当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为什么是‘必要赦免
我们的罪呢？’
原因是神也是信实的神。他忠于他透过基督与他选民所立的约。
在基督的代罚替死下，神已经将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所以，当神的儿女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必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
们的一切不义。
继续悖逆的苦楚
有时，基督徒因自己犯罪的私欲所带来的一丝快乐，而继续生活的悖
逆中。
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埋没已重生的良心，逃避智慧的呼唤。
犹如奥古斯丁曾经如此祷告，‘求你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迟
一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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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过着矛盾、没有平安和喜乐的日子，等待着天父慈爱但严
厉的管教。
基督徒若软弱犯罪而不悔改，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痛苦。
约拿必须要被丢在海里被神管教，风浪才会平息。
彼此劝诫和挽回
我们常常以为，我在礼拜堂以外的生活，是我自己的私生活。
圣经不是这样认为。
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一个肢体软弱，全身都受影响。
因此，圣经吩咐教会要‘彼此劝诫’，‘彼此认罪’，‘彼此相
劝’，‘互相代求’。
这是神赐给我们与罪恶争战的属灵支援。
大卫若没有拿单的面责，就没有诗篇 51 篇的伟大忏悔诗。
一个软弱跌倒的肢体肯认罪悔改，使教会活在真实中，带来全体的复
兴。
你们要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
神的道德律在恩典中没有被废除，因为道德律是基于神圣洁的属性。
基督徒行律法，是重生以后，对神的爱与圣洁的回应，在恩典之约中
作守约的子民。
天父是圣洁的，他的儿女自然追求圣洁。
真正的圣洁，不是为保持外在的形象和尊严而掩饰自己的软弱。
真正的圣洁，包含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悔改，并靠着基督朝向神的
圣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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