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八月份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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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事奉表
日期

4

11

18

25

李学文
医治瘫子
和呼招马太

严家洋
成为人的邻舍

证道主题：认识主基督
讲员
讲题

林约瑟
人生两个抉择

陈文才
从不见到风闻

太七 15-29

得一 6-12

路十 25-37

太九 1-13

传递饼杯
司琴
传递奉献袋
报告

曾焕恩
刘美恩
登展 / 子扬
李学文

杨思敏
陈家丽
登展 / 子扬
李学文

曾焕恩
刘美恩
登展 / 子扬
李学文

杨思敏
陈家丽
登展 / 子扬
李学文

成人主日学：教会为肢体
负责老师
题目

林约瑟
教会为肢体 3

林约瑟
教会为肢体 4

康俊仪/张丽萍
寮国宣教分享

苏敏荣
耶稣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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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淑敏
死里复活

纪淑敏
称义成圣

纪淑敏
得荣耀

罗一 3-4

罗三 21-26

启廿一 1-4

纪淑敏
复习

儿童主日学：救恩的领受
负责老师
题目
领唱 / 司琴

陈涵韵
有效的恩召
涵贝 / 美恩

陈涵韵
重生
涵贝 / 美恩

陈涵韵
称义
涵贝 / 美恩

陈涵韵
成为后嗣
涵贝 / 美恩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领唱
带领讨论
题目

3
黄以乐
王福娟
心的问题

10
-

17
黄以乐
王福娟

心的改变
3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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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成人主日学自七月份开始，教导【教会为肢体】，从圣
经的教导，帮助肢体认识教会的功能，肢体的责任，委身一个
地方教会，在圣经的话语得喂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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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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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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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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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里得神话
语的教导，一起成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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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教会计划在不同地区，于周间开始小组与家庭的查经聚会，
研读圣经，认识神，透过主内查经团契建立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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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 感谢信实的神的同在，因他的护理和恩典带来一切的恩
赐，教会蒙神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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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尊荣神，跟随基督，按神的心
意牧养教会。
3. 为教会讲台信息祷告，传讲真道，结合真理教导与生活实
践，帮助信徒，带来生命福音改变的见证，归荣耀于神。
4. 为教会众肢体灵命成长祷告，渴慕真道，殷勤追求，敬拜事
奉神，彼此劝勉造就，得基督里的丰盛。
5. 为教会各年龄层的主日学来仰望，学习圣经，生活应用，依
靠神的恩典，生命持久性地改变。
6. 为教会的弟兄们祷告，虔诚习道，委身基督，心灵被挑旺，
灵里活泼，为主担当使命。
7. 为教会的姐妹们祷告，沉静学道，追求圣经，有耶稣基督的
温和，属灵的智慧与言语，生命敬畏神。
8. 为教会年长的肢体们祷告。求神保守眷顾，在年迈白发的年
岁里，思念仰望十架，与神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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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柔和的
心，带领全家敬拜神，带来家庭的复兴，归基督宝座。
10. 为教会青少年祷告，学习圣经，领受神话语的教导，无论
是求学或工作，求神指引他们的脚步，确信福音，十字架为生
命盼望的缘由，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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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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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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偏离主的道路。
12. 为慕道友来祷告，求神挪去一切的拦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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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意被更新，靠主得胜世界而来的挑战与诱惑。
14. 为圣经辅导的服侍祷告，辅导与被辅导者，共同经历福音
的改变，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按神的方式处理生命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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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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 July 21，主日学儿童献诗：彩虹船，救恩船
（彩虹船，救恩船，住在里面有平安。
诺亚一家听主话，洪水降下不害怕。）2X
感谢天父预备船，救我脱离洪水难，
赞美耶稣赐平安陪我作伴。
彩虹船，救恩船，住在里面有平安。
我要学习听主话，遇到困难不害怕。
***********************************************************

Your friend is not a problem
~Paul Tripp
Have you ever been let down by a friend?
I know the answer was a resounding yes. The evidence is all
around, probably even thi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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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ill be many times in life where you are the victim.
This is a hard theological pill to swallow: As the victim, you are
still responsible for your response to being sinned against.
Don’t misunderstand. The Bible is a very realistic book. It details
hundreds of stories of men and women of faith who were victims.
From the murder of Abel to the multiple attempts on the of David
(even by his son), to the betrayal of Christ, the Bible identifies with
and comforts those victimized by friends, family,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The same Bible, however, is full of exhortations calling us to
exercise patience, forbearance and compassion, to revoke revenge
and anger, to forgive others and love our enemies.
This is the only way we can turn back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sin
in a relationship. Micah 6:8 gives us direction regarding our
reactions to sin: “He has told you, O man, what is good; and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of you but to do justice, and to love kindness,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Why would this instruction
be necessary if it did not presuppose that we would be hurt?
Because we all tend to sin in our response, and in so doing, add
trouble to our trouble!
Some of the typical ways we do this are by:
- Confessing your sins to myself with bitterness. “I can’t believe
she did that to me!”
- Confessing your sins to another person in gossip. “Let me tell you
what she did to me!”
- Confessing your sins to God, seeking vengeance. “God, when are
you going to do something to the person who hurt me?”
- Confessing your sins to yourself in anger. “How dare you do such
a thing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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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t comes to the sins others commit against us, we tend to
communicate about them in destructive ways. Even when the sins
of another have damaged our hearts and lives, we are called to
guard our hearts so that we are not sucked into sin’s
destructiveness.
The calls to patience, humility, forgiveness and gentleness are not
calls to passivity. God is calling you to respond, but as he
prescribes it. Holding grudges, becoming bitter, praying for
vengeance, and spreading gossip are not methods that God honors.
When you hold the perpetrator “accountable,” but not in a spirit of
humility, patience, and compassion, you end up perverting the very
justice you seek.
Our need for Christ is just as big when we are sinned against as it is
when we sin ourselves. And he will provide abundantly when we
ask for his help.
Reflection Questions
1. Why can it be so hard to accept that as the victim, you are still
responsible for your response to being sinned against?
2. What evidence have you seen of other people sinning in
response to sins against them? How did this add trouble to their
trouble, and why would you want to avoid their reaction?
3. Has someone hurt you recently? Are you, or were you, tempted
to respond with bitterness, gossip, vengeance, or anger? Be specific
in your review.
4. What is, or w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etter and biblical way to
respond? Why is that choice more rewarding?
5. What other gospel truths about identity and justice do you need
to preach to yourself when you are the vi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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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不是你的问题 -- 保罗·区普

陈涵韵 译

你是否曾因为朋友而失望？
我知道答案必然是肯定的。证据随处可见，更可能也在这个星
期发生。
很多时候，在生活里，你是受害者。这是一个让你挺难吞下的
神学良药：身为一个受害者，你还是得为自己在别人对你犯罪
后的回应而负责任。
你别误会，圣经可是很现实的一本书。它记录了几百个信靠神
的男男女女成为受害者的故事。从亚伯被杀，到大卫被追杀
（就连他的儿子也追杀他），一直到基督被背叛，圣经都认同
并安慰那些受到朋友、家人、邻居和陌生人伤害的人。
同样的，圣经也充满劝诫人要有耐心，忍耐和怜悯心，撇去报
复和愤怒的心，原谅他人并爱我们的仇敌。这是可以逆转罪在
人际关系上的杀伤力的唯一方法。弥迦书六8指示我们如何回
应罪：“世人哪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是甚麽
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如果圣经没有预知我们会受伤，为何我们需要这些指示？因为
我们都倾向以罪来回应罪。这样做，只有在我们的问题上加添
更多问题！
我们典型的方式会这样：


对我（辅导员）认罪；以充满苦毒的心。“我不敢相信她
竟然这样对我!”
10



对别人认罪；以说闲话的方式。“我告诉你她对我做了什
么吧！”



向神认罪；想要神为你报仇。“神啊，你什么时候才要惩
罚那个伤害我的人？”



向自己认罪，以充满愤怒的心。“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当别人对我们犯罪时，我们会以毁灭性的方式来述说他们的
罪。即使别人的罪已经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和生命，我们必须保
守我们的心，才不会被卷入罪所带来的毁灭。
叫我们有耐心、谦虚、宽恕和温柔的呼唤不是被动的呼唤。神
在呼唤我们作出回应，但是，是以祂亲自所指示的方式去反
应。怀恨在心，愤愤不平，祈祷复仇和散布流言蜚语不是神所
喜悦的方法。当你问责犯罪者，但不是出于谦卑、耐心和同情
而问责时，你最终会歪曲你所寻求的正义。
我们在被别人得罪的时候需要基督，正如我们自己犯罪时后需
要祂一样。而当我们寻求他帮助时，祂必定使我们充足。
问题默想：
1. 身为受害者，为什么我们很难接受必须对别人向我们犯罪
时的回应负责任？
2. 你是否曾经看见别人回应罪时却自己犯罪？ 这怎么给他们
添麻烦？为什么你要避免像他们一样的回应？
3. 最近，有人伤害过你吗？你是否想过用痛苦、流言蜚语、报
复或愤怒来回应？请具体的写出来。
4. 应该如何更好的使用圣经的话来回应呢？为何这样会更好？
5. 当你是受害者时，你还需要向自己宣扬什么关于身份和正义
的福音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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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你心

王福娟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言四 23
圣经在箴言书好多处经文对“心”做出教导，因为“心”是一
个人的中枢神经，掌管一个人对周遭处境的思想、情感以及回
应。箴言四 23 吩咐我们，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于所有的
一切，因为我们心中的光景，告诉我们谁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宝
座，牵引我们的情感与态度，并直接带来我们对处境的回应，
对我们的一生，带来关键性的影响。
圣经新译本对这段经文的翻译是“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
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可见，保守我们的心，是
让基督这活水泉源，在我们的心里居宝座，从他支取力量与智
慧，寻求祂的面，降服于圣灵的掌管，才能保守我们的心，不
偏离永生上帝的道路。
从个人的应用，这段经文帮助自己从外显行为检查我的
“心”，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免不了对不同的处境，以及人际
的互动做出回应，我的心不是一个真空的地带。感谢神，在基
督里救赎我，除去我的石心，赐下肉心，并差遣圣灵保惠师住
在我的心中，作成光照、督促、挽回、成就等作为，引导我悔
改，降服，经历从基督而来的更新，用祂的话保守我在祂里
面。掌管我心的，原来掌管我的行为。凡掌管我心的，必在我
的生活和行为上操作其无法避免的影响力。求神光照帮助我，
要认清自己灵性上的缺乏，挽回我的心，经历祂的更新，除去
惧怕，重新带到祂的跟前。
这是一条具备挑战，与充满张力的战役，没办法靠着我们的败
坏去成就，唯独依靠基督，并在祂的恩典与信心里，谦卑殷勤
跟随主的脚踪，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可以进步，并且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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