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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九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

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福音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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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九月份事奉表

日期 1 8 15 22 29

证道主题：认识主基督

讲员 林约瑟 林约瑟 黄振禾 林约瑟 李学文

讲题 人生两个

抉择
太七 15-29

回归福音

的核心
罗三 21-26

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约十一 17-26

耶稣基督

的见证
约五 31-47

庄稼的主
太九 35-38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传递饼杯 黄永奇 董志勤 黄永奇 董志勤 黄永奇

传递奉献袋 佳清/圣源 佳清/圣源 佳清/圣源 佳清/圣源 佳清/圣源

报告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成人主日学：教会为肢体

负责老师 林约瑟 林约瑟 董志勤 王福娟 王福娟

题目 教会

为肢体 5

教会

为肢体 6

耶稣与我 用神的方法

解决问题 1

用神的方法

解决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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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里复活
罗一 3-4

因信称义 1

罗三 21-26

因信称义 2

罗三 21-26
得荣耀

启廿一 1-4

得荣耀
启廿一 1-4

儿童主日学：神是谁

负责老师 黄振禾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黄振禾

题目 成圣 得荣耀 认罪得生命 复习 与主同行

领唱/司琴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7 14 21 28
带领讨论 李学文 黄振禾 李学文 朱玮骏

题目 如何戒瘾 基督与家庭 如何克服恐惧 提摩太前书

二 1-14
领唱 苏圣源 黄以乐 苏圣源 黄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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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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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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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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栽培以及主内团契。

7. Greenlane 家庭小组查经将于 9 月 4 日（星期三），晚上：

8.30pm-9.30pm，地点：苏敏荣弟兄府上，查考《真理与生

命》，每个月的第一、第三周的礼拜三。欢迎住在 Greenlane一
带的肢体，前来参加。

8.两天一夜教会家庭营将于 9 月 8-9 日前往瓜拉牛拉（Kuala
Gula），团契交通，建立主内情谊。

9.教会受洗聚会定在 10 月 6 日，为已经信主尚未受洗者施洗，

见证基督的救赎，生命与主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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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感谢神眷顾教会，托住且保守生命在祂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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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会众肢体凝听主道祷告，专心渴慕，殷勤追求，生命信靠

顺服主。

5.为教会各年龄层的主日学来仰望，认识圣经，认识神，顺服神

的权柄，活在神的面光中。

6.为教会的弟兄们祷告，虔诚习道，喜爱基督的事，心灵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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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荣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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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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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属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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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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

活泼，跟随神的平安喜乐。

14.为圣经辅导的服侍祷告，依靠圣灵，靠着福音的真理，得胜

罪恶，在基督里生命得更新、修复、重建。

15.为受洗前辅导课程祷告，求神引导，赐下信心，确认信主受

洗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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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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是谁？
资料取自《亘古常新》，19-24 页

清教徒原本指的是在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想要洁净

英国国教的崇拜与教导的一群人；但没过过久，这个名词就渐渐

用来代表一种运动，和一个大致上相同的信仰团体。清教徒并不

是严格一致的教义团体，其成员包括圣公会的威廉 .普金斯

（William Perkins）和查理 .西比斯（Richard Sibbes）、分离主义

者威廉 .巴瑞弗（William Bradford）、独立教会汤姆斯 .古德温

（Thomas Goodwin）、约翰 .卡德（John Cotton）和约翰 .欧文

（John Owen）、长老会的汤姆斯 .华森（Thomas Watson），以

及浸信会的本仁约翰（John Bunyan）。因此，[清教徒]后来比

较是用来形容一群在生活各方面，都坚定委身圣经权威的人，并

且是一群单单为了荣耀神而活的人。其中一些像汤姆斯 .波斯顿

（Thomas Boston）和约拿单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的

人，他们生活在 1689 年英国通过宗教宽容法案（the Acts of
Toleration）之后的时代，那时清教徒不信奉国教的问题已在法

案中得到了解决。

从历史来看，清教徒运动经历了高低起伏，他们有一段时

期曾是英国最主要的宗教发言人，而后来却遭到了迫害。信奉天

主教的玛丽女王曾在她任期内迫害新教徒，而当她的统治结束以

后，许多人就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1533-1603 年）返回了英

国。但许多人认为伊丽莎白的统一法案（Acts of Uniformity，
1559 年）在改革教会方面只做了“半套”，所以汤姆斯 .卡莱特

（Thomas Cartwright）等人开始呼吁更深入与真正的改革。1593
年，英国颁布反对清教徒的法案，导致这些清教徒必须离开讲

坛；但他们都尽可能继续地传道与教导。1603 年，加尔文派的

詹姆斯一世登基王位，但情势并未好转，因为詹姆斯没有把国王

的政治政权跟即有的教会结构分开（英王乃被视为英国国教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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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领袖）。更多的传道人被强制停职，有许多人因此逃到荷兰。

英王詹姆斯在位期间并未减轻迫害的压力。

接着即位的是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一世，他的顾问威廉 .劳
德（William Laud）在 1628 年开始行使宗教的控制手段。随着国

会在 1629 年的解散，劳德主教更是肆无忌惮地对清教徒展开最

严厉的迫害。结果导致另一批清教徒领袖走到荷兰和新英格兰

（以约翰 .温索 [John Winthrop]为首的一群人迁至美国麻州）。

陆陆续续还有许多人移居新英格兰（如：约翰 .卡德，汤姆斯 .
胡克 [Thomas Hooker]和汤姆斯 .雪帕 [Thomas Sheppard]），由

这些人展开的这一波历史潮流，在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兹的事工上

达到了最高潮。

英国国王的逼迫举动最后引发内战，并由清教徒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ill）所领导的国会（被查理一世解散的国会）得

到胜利。内战期间（1642-1648 年），重新组织的国会聚集超过

百位的清教徒领袖，在西敏斯大教堂草拟一份沿用至今的 [西敏

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克伦威尔以护国主的

身份实施统治直到 1658 年，这期间的宗教自由让所有基督教团

体得以兴盛成长，包括他个人所认同的清教徒在内。然而，查理

二世的君主政体在 1660 年复辟，这位英王起初答应容许信仰自

由，后来却推动统一信奉英国国教的运动。本仁约翰就在这段迫

害时期受到监禁。1662 年的统一法案要求清教徒传道人放弃自

己宗派的圣职，并重新接受主教所按立的职任。凡是拒绝的人

（有数千人之多），都被迫离开自己的教会。接着在 1664 年颁

布的 [秘密聚会法案]（Conventicle Act），开始禁止不属国教的

牧师在户外或家里讲道，而在 1665 年颁布的 [五英哩法案]
（Five Mile Act），更禁止被逐出的传道人踏入他们原先的教

会、城市或小镇的方圆五英哩内。许多清教徒的传道活动在这段

时间静寂无声，但他们却殷勤写作，透过文字继续发声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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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有些共通点，他们对圣经和神的荣耀有基本的委

身，而且也都经历过迫害和经常性的驱逐。格利森（Gleason）
和卡比克（Kapic）特别整理出清教徒共通的七项核心信念：

一、明白清教徒主义是一种属灵运动。

二、注重与神团契交通的经历。

三、他们都同意依靠圣经，视圣经为喂养灵命的最主要

来源，以及革新生活的指南。

四、他们大都是奥古斯丁的跟随者，强调人的罪性与神

的恩典。

五、非常重视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六、对英国国教在教会里提倡的天主教圣礼仪式，

他们都深不以为然。

七、清教徒可说是一种属灵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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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诗班练习，星期六 5pm-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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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圣经与救赎》

培训丛书第一集

编辑委员会编辑

台北改革宗翻译社，1992 年。

《圣经与救赎》的出版旨在于装备主工

人，使主耶稣的福音能在华人教会广

传，帮助教会得坚固，信徒的生活能全

面基督化，父神得着荣耀。这是已故神

忠实的仆人赵天恩牧师在书中的序言。

赵牧师以以弗所书一 16-19，三 16-18 作为勉励，带出整个救赎

神学的宏观，指望每个基督徒唯独在圣经话语的基础上委身，成

为一生的追求与呼召。

基督徒信主后，我们的读经或查经的学习一般上都以书卷为开

始，逐章逐卷的阅读，或透过查经，以及教会聚会敬拜，按教会

编排的讲题，或讲员的预备，凝听主道。一般上会对一些圣经的

主题有所认识，同时也逐渐对阅读过的圣经章卷有印象，似乎每

卷书卷都各自有主题思想与表达方式，但若要将圣经的章卷贯彻

终始，前后一致的理解，则会觉得说得无法完全，陷入困境。其

实，新旧约圣经前呼后应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救赎的计划，

使书卷与书卷之间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救赎神学的基本信念乃是神的启示。神救赎性的启示是历史性

的，也是统一性的。换句话说，神的启示有其历史，有其先後。

这个历史有其渐进性，同时也是统一的，前後一致，绝不矛盾。

整个启示的历史与救赎历史是相联系的。简单的来说，救赎神学

所呈现的就是神在整个历史中间，向人显明祂所做的事和所讲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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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透过与祂的子民立约来展开整个救赎的启示。因此，上帝

救赎的方法就是『约』的方法。『约』的核心就是上帝对祂的子

民说：『我要作你们的上帝，你们要作我的子民。』上帝是以祂

永恒的应许，建立祂所立的圣约，所有蒙祂拣选的就是圣约的子

民，承蒙上帝保守与保证，祂护理祂在圣约里应许。圣约子民的

责任就是信靠祂，遵行祂的话，活出属神百姓的生命样式。

约就是上帝的国度运作的模式。

《圣经与救赎》这本书就按圣经的史实，分期编辑，内容浅显易

读，帮助读书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呈现新旧约救赎的轮廓及脉

络，系统且清楚的说出神救赎的计划。读者可以按着所编排的进

度，配合圣经导读所列出的相关经卷，认识神的救赎，建立对圣

经书卷救赎宏观历史。从中思想自己的得救，原来你我的得救，

是在神整个救赎的历史里面，圣经的教导成为你我生命的最高准

则，神的方式就是你我应对生命各个议题的方式。

因此，透过基督的救赎，神与人立约，建立属祂的国度。若永生

圣洁神没有主动寻找人，与属祂的儿女建立圣约临在的关系，就

没有人能够认识神，认识自己活着的目的。上帝的呼召临到我

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给我们一个全然崭新的身份与使命，

使我们因认识神，靠着祂的恩典，在祂救赎的完全，你我得盼

望，得以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生活事奉跟随主！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

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书二 9

感谢主，愿荣耀归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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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有意购买《圣经与救赎》这本书，可联络『正道资源』严

家洋弟兄 016-44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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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学 Aug 18 , 2019
华传实习宣教士康俊义、张丽萍夫妇分享

青少年圣经团契聚会，Aug 17，20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