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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一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

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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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enanglifechap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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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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事奉表

日期 3 10 17 24

证道主题：认识主基督

讲员 李学文 林约瑟 陈文才 黄振禾

讲题 耶稣与祷告 比约拿

更大的耶稣
路十一 29-32

神如何

恩待他的百姓
得二 11-23

道路、

真理、生命
约十四 6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传递饼杯 黄永奇 杨思敏 黄永奇 杨思敏

传递奉献袋 圣源/以乐 圣源/以乐 圣源/以乐 圣源/以乐

报告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李学文

成人主日学：神的名字

负责老师 严家洋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Elohim, Jehovah El Shaddai El Elyon El K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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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新天新地
启廿一 1-4

新天新地
启廿一 1-4

复习 复习

儿童主日学：神的护理

负责老师 刘美恩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题目 神统管万有
诗一 0 三 19

神立定世界
诗三三 11

神旨意的完全
箴十六 4

神按旨意行事
赛十四 24

领唱/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日期 2 9 16 23 30

带领讨论 朱玮骏 户外活动 朱玮骏 朱玮骏 苏圣源

题目 提前二 1-7 Here we
come:

提前二 8-15 提前三 1-7 圣经中

的男人

领唱/司琴 彦廷/以乐 Tokun 圣源/以念 彦廷/以乐 圣源/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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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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肢体确认的目标旨在辨认牧养的群体、组织与基础，提供

合宜的牧养体系，发挥恩赐，彼此造就，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

道上同归于一。

4.教会欢迎所有到访的来宾参加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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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会要求已经决定成为固定肢体的弟兄姐妹，填写及呈交肢体

委身表格，由长老与执事跟进，面谈确认。

6.黄以乐弟兄于 2019 年 10 月 6 日，顺服主的吩咐，接受了洗

礼。我们欢喜接纳以乐弟兄为恩信生命堂肢体。

7. 每周四 8.15pm - 9.00pm为教会祷告会。盼望先从教会开始，

来日再逐渐分区，在不同的家庭进行。

（三）祷告事项

1.感谢称颂神大而可畏的名，并赐予恩惠。（诗七五 1）

2.感谢神的眷顾，受洗聚会顺利进行，神同在的喜乐，见证神，

神得荣。

3.以乐弟兄的生命感谢神，也祷告神继续带领他的成长，生命得

造就，越来越像救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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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长老、传道、执事培训代祷。阅读《寻找忠心的长老与执

事》，思想并学习，回应神，以基督的心为心服侍教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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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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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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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经历上头来的改变更新。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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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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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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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为教会的每个家庭祷告。特别为家中信主的父亲（家长）祷

告，求神赐下恩典能力，带领家庭的敬拜，建立家庭的祭坛。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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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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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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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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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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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为身体软弱的肢体祷告，神保守眷顾安慰，软弱中不失去对

神的信靠。

17.为 Batu Maung向神祷告，教会需要确定这个地点是否为开拓

牧养的地点，从神而来的负担与使命。

18.为圣经辅导的服侍祷告，2020 年培训规划，以及圣经辅导季

刊第 11 期 [家庭敬拜]，内容整理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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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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uly Humble Man!
~Jonathan Edwards

Humility may be defined to be a habit of mind and heart
corresponding to our unworthiness and vileness before God —
with the disposition to a behavior consistent thereto.

A truly humble man is sensible of . . .
the small extent of his knowledge,
the great extent of his ignorance,
and his utter spiritual weakness.

He is sensible . . .
of his natural distance from God,
of his dependence upon Him,
of the insufficiency of his own power and wisdom,
that it is by God's power that he is upheld and provided for,
that he needs God's wisdom to lead and guide him, and
that he needs His might to enable him to live a holy life.

The man who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humble spirit . . .
is content with such a situation as God is pleased to allot to him,
is not greedy for honor or fame, and
does not strive to appear exalted above his neighbors.

Humility tends also to prevent an arrogant and domineering
behavior. On the contrary, humility, disposes a person to a
condescending behavior to the vilest and lowest, and to treat
inferiors with courtesy and affability — as being sensible of his
own despicableness before God.

If we then consider ourselves as the followers of the meek and
lowly and crucified Jesus, we shall walk humbly before God and
man all the days of our life on earth.

Know God.

http://gracegems.org/SERMONS2/Edwards_Serm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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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ss your nothingness and ill-desert before Him.
Distrust yourself.
Rely only on Christ.
Renounce all glory except for Him.
Yield yourself heartily to His will and service.

Avoid an aspiring, ambitious, ostentatious, domineering, arrogant,
scornful, stubborn, willful, self-justifying behavior; and strive for
more and more of the humble spirit that Christ manifested while
He was on earth.

Humility is a most essential and distinguishing trait in all true piety!

Earnestly seek then, and diligently and prayerfully cherish a
humble spirit — and God shall walk with you here below, and
soon shall "Present you before His glorious presence without fault
and with great joy!" Jude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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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作者：约拿单 . 爱德华兹 翻译： 朱玮骏

谦卑，可定义为一个人在心智上因着认知自己在神面前的不配和

罪污，以至在行为上产生相对应的倾向。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认知......
自己知识上的缺乏，

自己对神的依靠，

自己有限的能力与智慧，

自己蒙神能力扶持和供应，

自己需要神智慧的引领，

自己需要神的大能以过圣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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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谦卑性情的感化之下......
必满足于神自主为他安排的处境，

不贪图名利地位，以及

不试图使自己比他人显赫。

持有谦卑的心能够避免骄傲和专横的态度。此外，一个谦卑的人

也愿意放下身段善待不讨喜和卑微的人，也能和蔼亲切地对待比

自己低微的人 - 全因他自觉自己在神面前的卑劣。

倘若我们常常思念那卑微，悬挂于十架的耶稣，我们将得以在神

和人面前谦卑度过在世上的日子。

认识神。

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虚无和过失。

不依靠自己。

仰赖基督。

撇下一切在神以外的荣华。

全心顺服于神的旨意。

远避自我抱负，雄心，伪装，专横，高傲，鄙视，固执，肆意，

自以为义的态度；更多追求基督在世时所展现的柔和谦卑。

谦卑，是真敬虔之人最首要和特出的性情。

我们理当迫切地，殷勤地，并借着祷告寻求和珍惜谦卑之性情 -
如此，神必在这地上与你同行，也必“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

喜站在他荣耀的面光之中。”（犹大书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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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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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6 日，

黄以乐弟兄在神以及

教会肢体面前，表明信

靠并接受耶稣基督作个

人的救主，受洗归入教

会。感谢神，求神带

领，坚固，一生保守他

的脚步，与主同行，生

命讨神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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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全在、全能的神 王福娟

诗篇一三九的作者是大卫。透过这首诗，大卫表扬神的全知、全

在、全能的作为：因神是个全知的神，大卫说自己无论坐着、起

来、行路、躺卧、说话或行动，至高全知的神完全透彻（诗一三

九 1-6）；因神是个全在的神，大卫说自己无法躲避神，无论是

白昼黑夜，上天或地极，神的全在必引导扶持他（诗歌一三九

7-12）；因神是个全能的神，大卫说自己在母腹中就蒙神覆庇，

一生的日子在神的手中，即便是面对生命的危险，也必蒙神的眷

顾（诗一三九 13-18）。

诗篇一三九篇，从神的全知、全在、全能，认识我的生命本位。

我的生命来自造我的神，神按祂的形象造我，赐我生命气息，并

在祂永恒的计划里，藉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拯救

我，把我领到祂面前。面对十字架，看到自己在罪中的邪恶败

坏，十字架的圣洁荣耀，神把救恩给我，使我认罪悔改，接受基

督为我生命的救主。因救恩所做成的功夫，以前的种种，神因着

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我的罪归在基督的身

上，神接纳我成为祂的儿女，是全然公义的基督，取代了全然不

义的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不再纪念我的罪，赐我新生命。从

前我是浪子，不认识神，随着己意行事为人；如今我是神的儿

女，学习听主的声音，生命与主衔接，我的存在都“本于祂，依

靠祂，归于祂”，若是离开祂，就好比枝子离开葡萄树，生命没

有与主衔接，什么都不能作。我的一切，神全然透彻，我要敬

拜，跟随祂，免得我在己路里迷失。

诗篇一三九篇，从神的全知、全在、全能，降服接纳我被造的事

实。我的神是我的造物主，我就是有限的被造物。本来造物主与

被造物有着绝对的区分，但因圣约的临在，神透过基督的救赎，

与我立约，我成为神的约民，在祂的永约里，永蒙羔羊宝血的洗

净保守。我的神我的主是我生命的元帅，我要听命于祂。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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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予祂的话语，预备属灵的家，把我放在这个家里，成为主内的

肢体。在全知、全在、全能的救赎主手中，没有谁比谁强，都是

主软弱的器皿，要共同被建造，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在这个

属灵的家，共同面向我们的元帅，在服侍得道路，彼此磨合，铁

磨铁，磨出刃来。所有的软弱、气馁、沮丧、痛苦、厌烦、怒

气、惧怕、骄傲等恶毒要被除去，穿上基督的恩慈、怜悯、美

善、包容、接纳、饶恕等属性。我的主必然要作成的工作，改变

并夺回我的心意，使我可以在祂手中重新得力，成为合乎祂使用

的器皿。

诗篇一三九篇，从神的全知、全在、全能，谦卑面对我被造的责

任。神的话，引导我认识生命的本位，接受我被造的事实，并面

对我被造的责任。拉丁文 Coram Deo，意思是说顺服神的权柄，

为着神的荣耀，活在神的面光中。原来我的生命最大的目的，就

是顺服信靠我的主，我无法靠着有限的我，败坏的我，去承担生

命的重担，我的神真正大，在救赎主手中，问题与难处可以带来

改变的契机。我得顺服信靠我无限大能的主，在自我对付，攻克

己身，在谎言与愚昧之间，透过基督中保救赎的工作，领受真理

与智慧。我的责任就是凝听并回应主的声音，并在实际的生活中

来操作，靠着我的救赎主承载生命的风浪。祂是全知、全在、全

能的神，在祂以外，我别无依靠。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一三九 2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