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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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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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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信生命堂】的异象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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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事奉表

六月份证道主题：认识主基督

日期 2 9 16 23 30

讲员 林约瑟 陈子强 李学文 林约瑟 严家洋

讲题 施洗约翰

与基督

基督的童

年与成长

基督的受洗

与受试探

基督

的门徒

基督为活

水与敬拜

的更新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传递饼杯 杨思敏 杨思敏 杨思敏 杨思敏 杨思敏

传递奉献袋 子扬/圣源 子扬/圣源 子扬/圣源 子扬/圣源 子扬/圣源

报告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成人主日学：读经默想的辅助资料

负责老师 林约瑟 林约瑟 王福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腓利门书 约翰二书 神仆人给我

的勉励

约翰三书 犹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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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复习 受苦的

仆人（1）

受苦的

仆人（2）

复活的

应许

新天

新地

儿童主日学：神是谁

负责老师 陈涵韵 陈涵韵 陈涵韵 陈涵韵 陈涵韵

题目 永不改变

的神

复习 神的启示 圣经 神的话

领唱/司琴 涵贝/美恩 涵贝/美恩 涵贝/美恩 圣源/美恩 圣源/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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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15 22 29

带领讨论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基督教

神学

依靠启示 依靠启示 神学

的权威

神学

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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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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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家庭读书会的宗旨，是透过阅读属灵书籍，查考圣经，

结合圣经教导以及生活实践，建立生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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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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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正道圣经辅导营【圣经与人生的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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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由槟城基督教华文教会联合会发起的【槟城兴起清晨祷告】

于 6月 1日，早上 7am - 8am在本堂进行，欢迎前来齐心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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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 感谢信实的神的同在，供应保守，守约施慈爱。

2.为长老、传道、执事培训代祷。开始阅读《寻找忠心的长老与

执事》，透过查考圣经，按神的心意牧养教会。

3.为教会讲台信息祷告，委身圣经无误，按圣经教导传讲真道，

结合圣经教义与生命实践。

4.为教会总肢体凝听主道祷告，专心渴慕，殷勤追求，生命经历

神话语的改变。

5.为教会各年龄层的主日学来仰望，认识圣经，心灵被喂养，活

出神的美善，归荣耀于神。

6.为教会的弟兄们祷告，虔诚习道，委身基督，在基督里心灵得

刚强，为主担当使命。

7.为教会的姐妹们祷告，沉静学道，学习圣经，追求真道，有耶

稣基督的温和，属灵的智慧与言语，生命得建立。

8.为教会年长的肢体祷告。求神保守眷顾，在年迈的年岁里，思

念仰望神，成为信心与依靠的凭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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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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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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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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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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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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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为教会所支持的圣经辅导营祷告，彼此同工，建立以神为

本，合乎圣经的辅导，对内对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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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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的基督 林约瑟

复活后的基督耶稣在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对

两位还认不出他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

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

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麽？於是从摩西和众先知

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路廿四 25-27）

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阅读与默想旧约的一个钥匙。旧

约圣经是本于他，关乎他，和指向他的。这不只是纯粹

从个别单一的事物如何预表基督来看旧约，而是更广的

从圣经（救恩）历史的演进，来看基督如何在神的诸

约、应许、律法、救赎、神国度的建立中，站着核心的

地位。

圣经有一个单一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个

单一的故事。比如，[约]；[国度]；与[救赎]。然而，

它们不是没有关联的个别课题。反之，它们彼此是不能

分割的相融合一起在救恩历史中展现出来。而接连它们

的，就是荣耀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神是用立约的方

式，透过基督耶稣的救赎，建立他永恒的国度，使他做

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

不单只是先知书、律法书，就是诗篇智慧书，也是充满

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而诗篇中许多赞美、感恩

和哀叹的诗篇，都表达了基督的尊贵和其作为。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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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奇妙、智慧和慈爱的护理中，神使大卫这受膏的君

王受尽人生波折，在他真实痛苦的哀叹中，竟然表达了

基督在十架上的痛苦，和说出了主耶稣在十架上所要引

用的话语：“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诗廿二 1）

从旧约看见基督，至少可以给我们几方面的益处。首

先，它会带来我们属灵生命的复兴。我们要学习从整个

树林的生态系统去认识一棵树。我们若从整本圣经的单

一故事去看每一个部分，就更加会诧异神奇妙荣耀的作

为和恩典，而激励我们产生对神敬拜的心。第二，认识

[旧约中的基督]，帮助我们更认识成为肉身的基督在福

音书中的作为、教导和其神迹等。比如，我们会明白

了，为什么那在耶利歌城外讨饭的瞎子巴底买，会对耶

稣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阿，可怜我吧！”他没有

说：“约瑟、玛利亚的儿子”，而是‘大卫的子孙耶

稣’。耶稣因此回答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第

三，学习从旧约看基督，会丰富我们在神话语的事奉

上：讲道、教导、辅导、以及带领查经等服侍。原因

是，我们的教导会因此更以基督为中心，更加能够让人

看见神整个救赎大功，给人提供圣经的合一和整全性。

或许我们当想想，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贫乏，会不会是因

为我们的信仰认知只有[新约]而没有[旧约]呢？我们感

觉不到[旧约] 对我们生活的切实性与教导性，是否是因

为我们先假设了，[摩西]和[众先知]是犹太人的事情，

而诗篇智慧书，是专指向我个人的需要而写的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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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约]的冷淡，又会不会是由于我们没有办法在先

知、律法和诗篇中看见基督呢？

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在和耶稣坐席时，认出基督

后，他们彼此对说：“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论的时候，我

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么？”。如果当时那两个门徒可以

从[旧约]看见基督而心里火热起来，拥有整全新旧约正

典的我们，岂不该更加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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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诗班练习，星期六，5.00pm - 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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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王福娟

诗篇四二篇的一开始诗人使用大自然的景观来形容心中

对神的渴慕，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

慕溪水。”诗人对神的渴慕，如同一头干渴的鹿，渴慕

水源的滋养，才得以存活下去。换句话来说，鹿若没有

水源，就会干渴而死亡；诗人若远离神，生命也会因此

枯干死亡。

仔细阅读诗篇四二，整首诗呈现出诗人似乎流亡异乡，

离开当时候敬拜的中心耶路撒冷，在仇敌的欺压辱骂

中，面临生命的危险，甚至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心灵忧

闷，哀痛，烦操，甚至质疑神，觉得自己已被神离弃。

这是一个流亡异乡，在陌生的环境里，心灵孤单困苦的

人的真实写照。

远离耶路撒冷诗人，如今心中最思念的却是过去在圣殿

敬拜，与神的子民一起守节，欢呼称赞神的日子。因

此，处于困难的处境中，渴想永生神，期待朝见永生

神，成了诗人心中的渴慕。生命面临危险，诗人深知自

己的处境，不要在自己的忧闷，哀痛，烦操中沉沦灭

亡，就应当仰望等候神，因认识神永不离弃属他的人而

称赞神。诗人认定神是他的帮助，神的慈爱从没有因为

处境的艰难，而离开他。回忆往事，过去神信实同在的

作为，并没有因处境的艰难而改变，诗人得以在白天思

念神的慈爱，夜晚向神歌颂，把自己困难带到神面前，

向神倾心吐意。

诗篇四二篇，给我学习。当我的生活失控，外在处境有

所改变，并且逐渐恶劣时，上帝是不是在我心中居首

位？什么是我的渴慕？谁是我敬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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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前书二 2-3 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象才生

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

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段经文结合诗篇四

二篇，给我答案与应用：第一，思想我的得救。神已经

把我从过往罪恶的泥沼里救拔出来，赐予我新生命，无

论我信主以后的处境如何，各样神对属他儿女的应许都

会成就在我的身上。第二，思想神的话，神的属性与作

为。神的同在、恩典、安慰恰恰反映出神深刻了解认识

我的各样经历，掌管我的处境。从上帝的属性来认识神

的旨意，我的处境或许有转机，或许每况愈下，但至

终，神所要成就的，全然超越我所预想的，他全然不变

的旨意大过我变幻多端的处境。

在生活失控时，外在处境改变时，我们都会对处境作出

回应，特别是我们的处境从顺境，转变成逆境，经历的

黑暗或困难是那么的实在具体时，随之而来的情绪是那

么的令人感到忧闷、哀痛、烦躁时，要即时回转归向

神，敬拜神，经历他的同在，继续寻求他，才不会作茧

自缚，在自己艰难的处境里，心生质疑，甚至犯罪，沉

沦在自己的苦况里。

相对于诗人，今天的我是在教会的环境里，耶稣基督已

经成就救赎，全然得胜苦难、罪恶、死亡的毒钩，唯有

生命与基督结合，依靠他才能面对生命艰难所产生的负

面情绪。这负面情绪其实是一个警钟，叫我不靠自己，

而要依靠神，要把我带到十字架面前，祈求恩典怜悯，

做随时得力量的帮助，按神的方法治理失控的处境，回

转面向神。

感谢神，透过诗篇四二篇教导我，我当如鹿渴慕溪水一

般渴慕神，心灵被主来浇灌安慰。再次检视自己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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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靠着恩典再次得建立。我不配得这样的恩典，神

却在基督耶稣里赏赐给我，赐下信心坚固我，赐下福音

的大能改变我。神确实是爱我，为我舍命的神。他的舍

命，使我得蒙救赎，脱离罪恶死亡的咒诅，成为神的儿

女，靠着恩典与信心，学习圣经的话语，认识神，认识

自己，生命在基督里得盼望。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

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诗四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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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诗班营暨讲座会，教会诗班员：陈家丽、刘美恩、苏圣源、王彦

恺、周佳清前往参加，与大会讲员李忠民牧师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