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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二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乐，在

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诗篇十六 1 1

主日敬拜：早上 9.00 am -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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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enanglifechap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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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份事奉表

日期 2 9 16 23

证道主题：藉我赐恩福

讲员 陈子强 林慈信 林慈信 林约瑟

讲题 自由题 希伯来书看基督

基督超越祭司 2
希伯来书看基督

基督超越祭司 3
何等

大的慈爱

传递饼杯 杨思敏 许诒杰 刘运祥 周佳清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传递奉献袋 志勤 /董淮 登展 /圣源 登展 /圣源 志勤 /董淮

报告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成人主日学：神的名字 /宣教

负责老师 林约瑟 林慈信 林慈信 林约瑟

题目 Jehovah Rohi 使徒行传

里的宣教

使徒行传

里的宣教

El Roi

少年班：忠心（撒上二 35，林前四 2）

负责老师 王福娟 王福娟 王福娟 王福娟

题目 忠心的定义 忠心的

三大要素 1

忠心的

三大要素 2

忠心的拦阻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Knowing My Bible

负责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认识我的圣经 救恩历史的时间线 创世记 创世记

领唱 /司琴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圣经学习与生活应用

日期 1 8 15 22 29
带领讨论 朱玮骏 黄振禾 朱玮骏 王福娟 黄振禾

题目 提前五 1-16 仆人的瞻仰 提前五 17-六 2a 人如何改变 户外活动

领唱 彦廷 /以念 圣源 /以乐 佳惠 /恩惠 圣源 /以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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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事项

1. 2020 年教会主题：藉我赐恩福。这个主题表达我们今年所要注重

的焦点。我们要透过关怀、布道、培训、辅导，让我们成为肢体彼

此间和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的祝福。

2.二月份以及三月份少年班的主题：忠心，学习圣经对忠心的教

导，帮助少年人在生活中为主管理生活作息，分配时间，结合教义

与实践，作主忠心的好管家。

3.农历新年感恩会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9 时正开

始，讲员为林约瑟弟兄，讲题：归耶和华为圣。敬拜聚会过后，请

留步共用午餐，彼此联谊，共数主恩。

（三）祷告事项

1.感谢神赐予祂的话语，指引生命的道路，在祂里面得福乐（诗十

六 11）

2.为教会的长老、传道与执事祷告，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

洁与救赎，依靠祂得服侍得喜乐与好处。（林前一 30）

3.为教会的讲台信息祷告，教导圣经，信息表明基督，忠实传讲，

不偏离神的指示。（提后二 15）

4.为教会追求敬虔祷告，渴慕主的话，稳定的灵修祷告、敬拜的生

活，生命降服神的旨意，亲近神，与神同行，便为有福。（诗篇一

一九 1-2）

5.为教会的家庭祷告，特别为家中信主的父亲（家长）交托，谦卑

靠主开始家庭敬拜，立定心志，全家事奉跟随神。（书廿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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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教会的母亲们来祷告，活泼的灵命，健康的身体，主的同在，

得聪明智慧，分配资源，服侍家人。（多二 4-5）

7.为教会年长的肢体祷告，与神亲近，得神的安慰，心中的力量得

坚固，跟随仰望神。（诗七七 28）

8.为教会的青少年祷告，保守身心灵，谨守儆醒主跟前，顺服神得

胜世界。（诗一一九 9-16）

9.为教会的孩童祷告，听从主恩言，信靠福音，一生不偏离主的道

路。（箴廿二 6）

10.为教会随同肢体来敬拜未信的家属祷告，求神怜悯，挪去一切的

拦阻，听信福音，接待神，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约一 12）

11.为教会肢体之间彼此搭配事奉祷告，基督居首位，而事奉得力，

爱中彼此建造。（林前十二 27）

12.为教会各年龄层的主日学来仰望，学习圣经，心中有主的话，成

为每天的灵粮。（赛五八 2）

******************************************************
何谓“恩福” 朱玮骏

何谓“恩福”？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看法。我想，世人（包括一

些基督徒）对“恩”和“福”所持有的理解，大概就是与出入平安，

身心健康，升官发财等相关。试想想最近的农历新年，华人惯用的一

些祝贺语，如：恭喜发财，财源广进，事事顺利，吉祥如意，福星高

照，迎春接福，步步高升等，都脱离不了这些外在的福气。无可否

认，这一切实在是恩，确实是福，但是恩福仅限于此吗？我们是否轻

看了神施恩福的能力？这又是不是神在圣经里所应许我们的恩典与福

气？

圣经里最先出现的“福”字，在于创 1:22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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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所有福气终极和唯一的源

头。雅各书所说的那位从上头赐下各样美善恩赐和各样全备赏赐的众

光之父（雅 1:17），正是这一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知道，在

神向世界，教会和家庭施恩福的过程中，就我们本身的角色而言，只

不过是“管道”，是卑微的器皿，无用的仆人（路 17:10）。一切都是

出自于神，我们并没有任何可夸之处。

那到底什么才是圣经里所形容的恩福呢？首先，我们必须探讨恩

福的反义，就是咒诅。若不厘清这一点，我们根本无法明白何为世人

真正所失去的恩福。也怪不得现今的许多教会，不仅是灵性低迷，而

且在世界里犹如瞎子领路，两个都要掉入悬崖里。当教会误以为人生

最大的问题就是疾病，贫穷和种种无法实现的愿望，所提出来的解决

方案就是“成功福音”；当教会误解人世间的病态就是社会地位的不

平等和种种不公不义的现象，所开的药方就是“社会福音”。以上只

是两个较为普遍的例子，事实上许多教会门派对福音的曲解方式多不

胜数，层出不穷。简单来说，当罪人以一种为达成自己心中欲望的角

度来诠释福音时，福音里的恩福成分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失。没有恩福

的福音，岂还是“福音”呢？话说到此，终究什么才是世人共同面对

的咒诅呢？

从圣经里，我们得知世人都在亚当里堕落了。因着罪入了世界，

死（灵性和肉身的死，与神的隔绝），从此也入了世界（罗 5:12）。

世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成了罪的奴仆（弗 2:1；约 8:34）。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都是偏离正

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12）。原

来，世人最大的问题，所处的虚空，就是亏缺了至高神的荣耀，成为

可怒之子，等待那最后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简而言之，世人都因罪

的缘故陷入绝境，且无法自救。无论是个人，或是教会，若是想成为

神施恩福的管道，千万不可忽略这方面的真理。

然而，神因着自己的慈爱和意旨，早已为祂所爱的百姓预备了这

扭转咒诅的恩福。我们可追溯这恩福之应许到创世记 3:15，但这应许

更进一步地显明于创 22:18‘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
福......’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迹中，神亲自开恩赐福他，应许他

必得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这应许是牵涉“万国”的。

万国得福的门径，神早已局限于亚伯拉罕的子孙。若不是透过亚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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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更准确的是，若不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就别无得恩

福之法。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在创 22:17-18，圣经提到了两类亚伯拉罕的子孙，分别就是多如

天上的星的那群子孙（复数词），和万国靠着得福的那位子孙/后裔

（单数词）。从加拉太书三章，我们领悟到前者就是那以信为本的

（因信称义的）（6-9）；后者则是降世为人的神子耶稣基督，亚伯拉

罕的终极后裔（加 3:16；太 1:1-17）。原来这亚伯拉罕的福，或说是

人类最需要的恩福，就是耶稣基督。祂承担了罪人的咒诅，替罪人

死，好叫这恩福可临到世人（万国）（加 3:13-14）。这一切的属灵福

气都是天父，那位万福之源，在耶稣基督里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

也就是众圣徒所预备的（弗 1:3）；而我们成为他人祝福的方法，就是

向他们传讲这荣耀的福音，并且帮助他们活出一个以福音为本的生

命。无论是向世界，教会或家庭，这原则依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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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neral of all his sorrows!
~ Charles Spurgeon, 1834-1892

"They will go away to eternal punishment—but the righteous to
eternal life." Matthew 25:46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cease of the
godly—and the death of the ungodly.

Death comes to the ungodly man, as a punishment.
Death comes to the righteous, as a summons to his Father's
palace!

To the lost sinner, death is an execution.
To the saint, death is an undressing from his sins and infirmities!

Death to the wicked, is the King of terrors.
Death to the saint, is the end of terrors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glory!

"The day of one's death is better than the day of one's birth!" King
Solomon (Ecclesiastes 7:1)



7

"We spend our years with sighing—for life is a valley of tears.
Yet for the Christian, death is the funeral of all his sorrows!"
（Thomas Watson）

"Death is only a grim porter to admit us into a stately palace."
Richard Sibbes
"He who rides to be crowned, will not be much bothered with a
rainy day." John Trapp

"Let your hope of Heaven, master your fear of death!" William
Gurnall

"Eternity to the godly, is a day that has no sunset.
Eternity to the wicked, is a night that has no sunrise." Thomas
Watson

所有忧伤的葬礼
~ 司布真 1834-1892
译者：林约瑟

“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太 25: 46
敬虔之人的死亡，与不敬虔之人的死亡，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

别。

死亡临到不敬虔的人身上，是一种的惩罚。

死亡临到义人，是天父传唤他进入他宫殿的时刻！

对于迷失的罪人来说，死亡是一种的死刑。

对圣徒来说，死亡是他一切罪孽和软弱的摆脱！

死亡对恶人来说，是个恐怖的君王。

死亡对圣徒来说，是一切恐惧的终结和荣耀的开始！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所罗门王（传道书 7：1）

“我们以叹息度过了人生岁月，因为生命是流泪谷。

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他所有悲伤的葬礼！”汤玛士·华森

（Thomas W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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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只不过是一个严酷的护送员，引领我们进入堂皇的宫殿。”

理查·薛伯斯（Richard Sibbes）

“一个骑着骏马要去被加冕的人，不会被路途上的雨水所干扰。”

约翰·特拉普（John Trapp）

“让您对天堂的盼望，管理你对死亡的恐惧！”威廉·古纳尔

（William Gurnall）

“永恒对于敬虔的人，是没有日落的日子。

对邪恶者来说，永恒是没有日出的夜晚。”汤玛士·华森

（Thomas Watson）

The Funeral
(Thomas Brooks, "The Transcendent Excellency of
a Believer's Portion above All Earthly Portions")

A Christian knows that death shall be the funeral of all . . .
his sins,
his sorrows,
his afflictions,
his temptations,
his vexations,
his oppressions,
his persecutions.

He knows that death shall be the resurrection of all . . .
his hopes,
his joys,
his delights,
his comforts,
his contentments.

He knows that death shall bring him to a more clear,
full, perfect, and constant enjoyment of God! This
makes him sweetly and triumphantly to sing it out,
"O death! where is your sting? O grave! where is
your victory?" （1 Corinthians 15:55）

http://www.gracegems.org/Brooks/Thomas_Brook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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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
~Thomas Brooks
翻译：林约瑟

基督徒知道死亡将是以下这些的葬礼......
他的罪过，

他的悲伤，

他的苦难，

他的诱惑，

他的烦恼

他的压迫

他的迫害。

他知道，死亡将是所有以下的复活......
他的希望，

他的喜乐，

他的欢悦，

他的安慰，

他的满足。

他知道死亡将带来给他更加清晰，充分，完美和不停歇的享受神！

这个知识让他甜蜜和胜利的欢唱：

“死阿！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阿！你的毒钩在那里？” （林前

15：55

******************************************************
读后感言：

新春佳节期间阅读关于神对死亡的应许。心灵更是笃定感谢神，原

来一生的年日，都在他手中。属神儿女确实是他心上的人，蒙他眷

顾保守！译者说：“新春期间，可以谈死亡吗？”为何不，神已为

我胜过死亡。他为我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带我得救，我在

他里面得希望、喜乐、欢悦、安慰、满足，生命来自于他，再回到

他那儿去，从短暂的今生进入永恒里面，承受来自于上头蒙福的旅

程！愿荣耀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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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信一周年纪念......2020年 1月 5日

恩信使命宣言：福音真理的传扬、爱心的服侍、敬虔的崇拜，

愿神鼓励鞭策，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祂，更虔诚敬爱祂，更紧紧

跟随祂。

~~~~~~~~~~~~~~~~~~~~~~~~~
【藉我赐恩福】是恩信

2020年主题。神在过去一

年，让我们心灵得安慰、

修复、重建，盼望在未来

的日子，神建立恩信，透

过关怀、布道、培训、辅

导，让我们成为肢体之间

和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

的祝福。民数记六 24-26
如此宣告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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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使者 王福娟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

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林后五 18

罪人的本相就是会犯罪，抵挡神，被自主所占据，不按神的心意行事

为人。经文告诉我们，罪人得与神和好，这一切的作为都是出于神，

神藉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从与神敌对，全然犯罪堕落的处境

里，重生拯救我们。过去的生命抵挡神，与神为敌，如今在基督里，

过犯得已赦免，得着新生命，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西敏大要理

问答指出，这是神有效的呼召，全然是神全能与恩典的作为，在神所

指定的时间与方式，使人回应神救赎的呼召，回转归向神。

我们得与神和好，并领受神叫我们传讲和好得信息，一点也不牵强拖

延！因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做成了得救的工，传讲福音，就是神要透

过我们成就那美善的工，把人引向十字架。我们只配俯伏主跟前，为

着神白白拯救我们感恩，任神差遣，传讲福音，引人归主，这是一个

使者，一个仆人对他生命的主人当有的回应：劝人在福音里与神和

好。因此，基督徒邀请未信的友人到教会听福音，固定聚会的信徒邀

请离开教会，停止聚会的信徒回到教会听道，就是带着使者的使命与

负担，向对方做出邀请，因神要属神的人在基督里与神和好！这个邀

请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基督徒对基督救恩的回应！

唯有在基督福音里与神和好，我们的生命才得与神联结，神对我们说

的话，圣灵保惠师在心中督促、引导、光照、感动我们明白顺服神的

心意。教会真道的传讲，主日的掰饼饮杯聚会，敬拜跟随服侍神，主

内肢体间的团契，个人的灵修祷告生活，也是因着生命在基督里，与

主联结，就带来了真实的渴慕与需要！因此，若我们进一步思想，信

主后生命意兴阑珊，得过且过，常常在问题中作茧自缚，生活失序，

需要的就是认真在神面前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找出心中问题的根源，

生命真实的与神和好。

恩信今年的主题是【藉我赐恩福】，透过关怀、布道、培训、辅

导，让我们成为肢体彼此间和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的祝福。愿神

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福音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