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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十二月份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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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enanglifechapel@gmail.c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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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事奉表

日期 1 8 15 22 29

证道主题：认识主基督

讲员 林约瑟 林慈信 李学文 严家洋 黄振禾

讲题 更爱我主 基督

超越祭司

财主与

拉撒路
路十六 19-31

娶亲

的宴席
太廿二 1-1

我是真

葡萄树
约十五 1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传递饼杯 杨子扬 杨思敏 杨子扬 杨思敏 杨子扬

传递奉献袋 登展/圣源 登展/圣源 登展/圣源 登展/圣源 登展/圣源

报告 李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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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约瑟 林慈信 主日学全年 严家洋 休课

题目 El Kana 福音书

里的宣教

结业礼 Jehovah
Sabaoth

少年班：神的名字

负责老师 参加 参加 主日学全年 参加 休课

题目 成人

主日学

成人

主日学

结业礼 成人

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神的护理

负责老师 刘美恩 陈家丽 主日学全年 陈家丽 休课

题目 神的监察
伯廿八 24

神的意念
赛五五 8-9

结业礼 神的荣耀
诗七七 13

领唱/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陈家丽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日期 7 14 21 28
带领讨论 家庭讲座： Batu Maung 马槽里的婴孩， 朱玮骏

题目 爱的真谛 圣诞节聚会 十架上的羔羊 提前三 1-7
领唱 讲员：林慈信 讲员：林约瑟 以乐/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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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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肢体确认的目标旨在辨认牧养的群体，建立合宜的牧养体

系，肢体之间发挥恩赐，彼此造就，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委身

于肢体之间同蒙救赎的见证：

a. 维护教会的见证
 追求个人的敬拜和敬虔的生活

 固定参加主日敬拜和其他聚会

 愿意接受教会（彼此及牧者）所给于的劝戒与纪律

b. 认识和遵行神的道
 遵守教会所持守的信仰和实践

 以圣经为最高权威监督教会信仰

c. 竭力保守合一和相爱的群体
 爱护其他同为肢体者。彼此相顾、劝戒、祷告等

 追随教会的使命和目标，及牧者的带领

d. 使用恩赐彼此建立，生命蒙造就
 发掘与操练、使用神所赐的恩赐

 以仆人之心彼此服侍、建立

e. 分担教会的责任
 为教会的牧者、肢体和事工祷告

 以金钱奉献参与教会的需要

f. 参与大使命：布道、门徒训练
 乐意接受装备

 见证、传福音及邀请未信者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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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会将于十二月底前检查所有呈上肢体确认表格，由长老执事

跟进，面谈确认。

4.槟城华人教会联会晨祷会，12月 7日（星期六），清晨 7 am
在恩信进行。

5.教会家庭讲座：爱的真谛，于 12月 7日（星期六），晚上

7.30 pm - 9.30 pm，讲员为林慈信牧师，鼓励弟兄姐妹和朋友前

来参加。

6.圣诞福音聚会：马槽里的婴孩；十架上的羔羊，于 12月 21日
（星期六），晚上 8.00 pm - 9.30pm，讲员为林约瑟弟兄，我们

到来听道，并邀请亲戚朋友前来听福音，。

7.圣诞节敬拜聚会于 12月 25日（星期三），早上 9.00am-
10.30am，敬拜纪念主的降生，荣耀归主名。

（三）祷告事项

1.感谢神行奇事，保守教会，使人纪念。（诗一一一 4）

2.为长老、传道、执事培训代祷。阅读《寻找忠心的长老与执

事》，查考经文，进行讨论，求神操练服侍得心志，以基督的心

为心，牧养教会。

3.为教会讲台信息祷告，委身圣经无误，传讲真道，结合圣经教

义与生命实践，维护纯正合一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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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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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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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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二月份的家庭讲座以及圣诞福音敬拜聚会仰望，为到来

的肢体交托，生命得建立；为慕道友听信福音代求，认识耶稣，

得着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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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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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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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主日为圣的实际原则

清教徒努力将圣经真理应用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虽然我们未必

在细节上能够完全模仿他们在 16-17世纪的生命实践，但是他们

的对真理认真实践的精神，显出他们内心对神敬虔的心，是我们

应当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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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有些教会因为认为十诫是神于旧约中给以色列人的，与教会

无关。因此失去了对“一日分别为圣安息的日子”的观念，带来

了对主日的怠慢、轻率的态度。

以下是巴刻（J.I. Packer）对 [清教徒与主日]的一部分摘录，能

帮助我们提升对主日的看重，而带来我们的属灵福气：

清教徒是有条不紊的人，并且非常彻底。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们

对守主日这个话题在实际原则方面的关注，也给出了详细的说

明。我们这里特别要考察四项原则：

（1） 必须先预备好，才能过主日

首先，清教徒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意识到主日的重要，学会正确

看待其价值。这是教会和个人的大日子，是“灵魂集会的一

天”，是在联合赞美和祷告中进入“天堂郊区”的一天。因此，

我们决不能让礼拜天变成例行公事，如果抱持这样的心态，我们

就会因为形式的单调而轻忽它。每一个礼拜天都应该是一个大日

子，如果我们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满怀希望地迎接

它。因此，我们必须把一周计划好，以便在安息日里获得更多的

属灵好处。凌乱、疏忽都会阻碍我们从中受益，就像阻碍我们在

任何其他事情中受益一样。“在自然人身上看到的、为了使用他

们的身体而有的纪律和分辨，我们也必须学习用到我们的灵魂

上：它们必须先提出和思考要什么……然后才能付出……所以，

如果我们想好好使用灵魂，就必须（在之前的整个礼拜）预备我

们的心……好让我们不会背上罪或属世担忧的重担……我们必

须……停止一切使我们分心、缠累我们的事，把我们的心举起，

使之不处于僵死沉闷的状态……如果我们想在主日快乐、有效地

做主工的话。预备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主日就是对心做工的

日子。”从这个角度说，礼拜天的战斗往往在头一天礼拜六的晚

上，就已经胜利或失败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好被分别出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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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认罪和为第二天祷告。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青年

团契往往在礼拜六的晚上，花三个小时一起按这种方式预备安息

日。“如果你愿意在礼拜六的晚上，把心这样留给上帝”，斯温

诺克（Swinnock）向我们保证，“你就会在主日早上发现，它和

上帝在一起”。为主日预备的最后一条原则，来自巴克斯特那超

级实际的头脑，就是：“按时睡觉，免得你在主日打瞌睡。”

（2） 公共敬拜必须是主日的中心

这一天必须以公共敬拜为中心，无论是早上、下午还是晚上。

“每个安息日至少要有两次公共敬拜”。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

私人灵修必须放在第二位。但我们必须在礼拜天早上按时起床，

把心预备好，才能赞美上帝、向他献上祷告并聆听他话语的宣

讲，因为“如果在家里玩得筋疲力尽，或一起床就急匆匆地来到

主的家里……圣言就会变成一种啰唆，只能让他的心更刚硬”。

清教徒的敬拜往往有三个小时长，但他们对那些抱怨其时间太长

的人，毫无同情心。巴克斯特只是简单评论说，那些认为教会的

敬拜枯燥乏味，却在酒吧或娱乐场所能待长得多的时间也不觉得

烦躁的人，一定有颗很糟糕的心。尽管他还是又转过头来对牧师

们说了两句，给他们建议一些“诚实的办法，好解决人们觉得枯

燥的问题。当然要带着活力和振聋发聩的严肃讲道……但方式要

简单，变化也要多，好让人对你不觉得厌烦。把上帝的爱和恩典

倾倒出来，向他们敞开信心的福分、盼望的喜乐，免得他们烦

躁。我常常听到人们说，当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听

下去，不觉得厌烦！他们听到这样的讲道时，就会觉得太短，希

望能讲得再久一点……”

（3） 家庭必须在主日成为一个整体

（参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 118 问）一家之主必须带领

两次家庭祷告，带领一家人去教会，之后，还要考察和教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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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仆人，以保证他们完全理解讲道的内容。这里的原则是，作为

一家之主的男人，有不可推卸的照看家人灵魂的责任，而在主

日，他更要特别履行这项责任。清教徒牧师不像现代牧师那样，

透过妇女和孩子来接触到男人，而是反过来。他们是否更有智

慧、更符合圣经呢？

（4） 必须避免主日的律法主义和法利赛主义的陷阱

这些错误态度，对主日如同对所有其他属灵关注一样，都带来威

胁。律法主义的心态习惯于强调主日不能做什么，然后就此打

住；法利赛主义习惯于草率地责备他人，而不管那是否是出于实

际的情况还是假想的松懈。这两者都违背了福音的精神。不难想

见，巴克斯特对他们的批评很多，而且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

福音原则，以抵消它们的负面影响：“我会先看一个人在主日的

积极责任，看他如何听道、读经、祷告、处理他的时间，看他如

何教导和帮助他的家人。如果他殷勤地寻求上帝，照看好他的属

天事务，我就不会因为他偶然说了一句属世的话、做了一件属世

的事，就太快地论断他……”这里显然有基督徒的智慧。

上面的内容不言自明，毋须更多评论。下面我们用一个见证和一

个警告来结束本文。见证来自大法官马太·豪尔（Matthew
Hale）爵士：我经过严格、仔细地观察后发现，认真履行了守主

日的责任，总会给我接下来的时间带来祝福，而这样开始的一

周，对我来说总是蒙福的，而且富有成效。相反，如果我忽略了

守主日的责任，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世上的事情就会变得徒

然、不愉快。我这么写，并非出于轻率和随意，而是经过了长

期、合理的观察和经历。

警告来自托马斯·布鲁克斯：结束时要记住的是，全世界没有哪

个基督徒，在敬虔的能力、恩典的高度、圣洁和与上帝相交上，

比那些严格、认真、谨慎、有意识地把主日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更



11

好……为什么敬虔的能力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变得如此

软弱，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再严格、有意识地守安息日了……

哦，真愿这些简短的劝勉能得到天上的赐福，在我们所有人的心

中动工，好让我们能更严谨、认真、有意识地分别安息日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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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里的恩典与劝诫 王福娟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

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

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

的。” 约翰壹书三 18-20

这三节经文是由性情刚烈，号称‘雷子’的使徒约翰所写。当耶稣

还在世上传福音时，作为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他曾禁止别人奉耶

稣的名赶鬼（可九 38），也曾因撒玛利亚地一个村庄不接待耶稣

基督，而要求主吩咐火从天降临，烧毁悖逆的村庄。约翰与雅各的

举动，并没有得到主的认可，路加福音九 56记载，耶稣是转身责

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

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性命’或作‘灵魂’） 可见与

耶稣生活在一起，门徒不见得全然明白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直到

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看到基督就如他所说的，为罪人成就救恩，

受害、受死、复活、升天，门徒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勇敢捍卫福

音，见证耶稣是基督，约翰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之一，他的生命被翻

转，为福音来效力。

以上这三节的经文带出爱与实践的实意。爱表明真理，指向基督舍

己的大爱，为要拯救罪人。因此，救恩是恩典，人没有任何的功

劳。爱的实践包含基督舍己的大爱，同时也涵盖了对错分明的劝

诫，特别是当我们在罪中迷茫，为了挽回我们，圣灵会管教我们，

爱护我们的基督徒以及牧者，会规劝甚至责备我们，为着把我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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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认罪悔改，真实经历上头来的饶恕，再次

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痛改前非真的不是自己的作为，真实的改变

来自基督。

真理而来的爱，出于从圣经话语而来的恩典与劝诫。因此，基督徒

的爱，不是空口说白话，爱不仅仅在言语与嘴唇上的表达，更是以

诚实真挚的心以及行动印证出来。主耶稣生前引用旧约的经文，指

出诫命中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

次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的总纲。这对爱的实践与领受带来

提醒，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引导我们如何表达爱。藉着

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大爱，以真挚的行动散播出去。

因此，爱即在恩典里，爱也涵盖对于他人的爱护而作出的劝诫。即

便有时候劝诫人，我们的心中会不确定，甚至放弃了劝诫面质而至

终挽回对方的契机。不要忘记，神会帮助我们，从真理而来的劝诫

会保守我们有基督而来的平安，继续为对方来守望。我们的心思意

念倘若不纯正，神在我们心中居宝座，一切事情祂没有不知道的。

若爱单单只有恩典，却在有罪以及软弱的事宜上，无法在真理中劝

诫挽回，那爱就止于表面，生命的成长就停滞不前，犹如响的锣

钹，余音袅袅过后，也就静寂无声，激荡不起从真理而来彼此生命

的改变与回响。

祂行了奇事，使人记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诗一一一 4）
求神帮助我们，在爱里的恩典与劝诫，与主同心，与主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