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一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诗篇六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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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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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月份事奉表
日期

5

12

19

26

证道主题：藉我赐恩福
讲员
讲题
传递饼杯
司琴
传递奉献袋
报告

林约瑟
藉我赐恩福：
耶和华的恩惠

李学文
藉我赐恩福：
在家庭中

严家洋
藉我赐恩福：
在世界中

欧宗翰
藉我赐恩福：
在教会中

董志勤
刘美恩
佳清 / 诒杰
李学文

曾焕恩
陈家丽
彦廷 / 玮骏
李学文

刘运祥
刘美恩
佳清 / 诒杰
李学文

黄永奇
陈家丽
彦廷 / 玮骏
李学文

成人主日学：神的名字
负责老师
题目

一周年
感恩会

黄振禾
Jehovah-Shalom

Jehovah-Jireh

林约瑟

农历新年
暂停一次

参加
成人主日学

农历新年
暂停一次

父母陪同参加
成人主日学
-

农历新年
暂停一次
-

少年班
负责老师
题目

一周年
感恩会

参加
成人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负责老师
题目
领唱 / 司琴

一周年
感恩会
-

父母陪同参加
成人主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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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讨论
题目
领唱

4
朱玮骏
查经：
提前四 1-5
彦廷 / 以念

11
朱玮骏
查经：
提前四 6-16
嘉惠 / 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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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学文
家庭聚会：
祷告三大重点
圣源 / 以乐

25
农历新年
暂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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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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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信一周年感恩聚会于 1 月 5 日（星期日），11.15am-12.45pm
举行，数算主恩。届时也确认委身恩信的肢体，以及暂时参与聚会
的来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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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永远常存的慈爱，守约顾念，不离不弃，慈爱永相随，保
守、修复、重建。（诗一三六）
2. 为教会的牧养与治理祷告，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的心为心，常
常在主面前申思主的呼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依靠祂，不靠
己，归基督为首为王。（弗二 19-20）
3. 为教会讲台信息祷告，教导圣经，传讲真道，按着正意分解主
道，对主忠实负责。（提后二 15）
4. 为教会的事奉祷告，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搭配服侍，铁磨铁，
磨出刃来，在基督里合一。（箴言廿七 17）
5. 为教会的探访关怀祷告，分享圣经，信徒交通，分享主爱，促进
慈惠，心灵得主安慰，生命得主治理。（罗十二 15）
6. 为教会追求敬虔祷告，渴慕主话，殷勤追求，专心听道，稳定的
灵修祷告生活，生命信靠顺服主。（诗一一九 105）
7. 为教会年长的肢体祷告，在年迈的年岁，思念主的作为与恩典，
得智慧得心，成为信心的凭据与依靠。（诗九十 12）
8. 为教会的家庭单位祷告，特别为家中信主的父亲（家长），依靠
神的恩典能力，逐步开始家庭敬拜，谦卑愿意建立家庭祭坛，得着
全家事奉跟随神的心志。（书廿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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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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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二 8）
10. 为教会的姐妹们祷告，渴慕主话，沉静学道，有耶稣基督的温
和，属灵的智慧与言语，生命尊荣神。（提前二 9-11）
11. 为教会的青少年祷告，学习圣经，确信福音，求神指引脚步，面
对世界得挑战，谨守儆醒在基督跟前。（诗一一九 9）
12. 为教会的孩童祷告，听从父母的教诲，认识神，信靠福音，经历
神同在的成长。（箴三 1-4）

13. 为教会跟进的慕道友祷告，参加慕道班，求神挪去一切的拦
阻，改变人心，归向基督，得着永生。（约六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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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圣诞节敬拜聚会，主日学孩童弹奏分享 [ 平安夜 ]，
弦曲婉约动听，平安夜圣善夜，感谢神，救主降生此方，
神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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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主日学感恩结业礼，感谢神，赐予属灵的灵粮

2019 年圣诞节福音聚会。焕恩弟兄与太太丽敏姐妹献唱
两首诗歌：[ 亲近更亲近 ] 以及[ 每当我想起你 ]，透过
诗歌宣扬主爱。

******************************************************
每一日
王福娟
2019 年的一个主日，主日学小朋友献唱一首短诗，这首短诗的诗词
是一首祷愿，诗词是这样的：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
刻认识你，更虔诚敬拜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透过主日学
小朋友甜美的歌声，简短的几句诗词，深深体会，这是基督徒一生
在主跟前的恳求：认识神、敬拜神、跟随神，每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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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神，真实的知道神是神，有一位牧者这么说 “to know God is to
know him for real”。神的真实，透过他的话，他的作为、吩咐、诫
命、应许，表明他的属性，神是神，是宇宙的主宰，是造物主，主
宰掌管万有，万有是透过他而立。感谢神，在基督的福音里，神恩
约的临在，把我带到十字架的面前，生命与主联结，开始领受灵
粮，从圣经的话语认识神。一步一脚印，每一步都是神见证他的真
实性，他同在中的护理与安慰，他责备中的怜悯与恩典，他改变中
的托住与保守。所以，每一日，我当学习在神跟前，更深刻的认识
神。这是我心中第一个祷愿。
敬拜神，诗人说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诗
九五 6）。透过对神的敬拜，生命俯伏主的跟前，讨神的喜悦，归
荣耀于神。十诫的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
此，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教导我，他透知万事，我的所行所事，
所思所想，无论做什么，都要向在祂面前所作的一样。感谢神，我
无法靠着我自己的火热，而是神设立施恩的管道，在基督里带来属
灵的渴慕，引导我来到他跟前敬拜他，认识和承认他的真实性，思
念、默想、认定、爱慕和敬畏祂，脱去过去的不信，心意被基督更
新，相信、信靠、仰望、喜悦，赞美感谢祂！所以，每一日，我当
学习俯伏主跟前，更虔诚敬拜神，这是我心中第二个祷愿。
跟随神，从心开始，带来全人的跟随。诗篇六三 8 说：“我心紧紧
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我之所以可以跟随，原来是神永不改
变的圣手的搀扶；我之所以可以享受与神亲密的契合，因守约的神
的保守。圣经新译本解释说“跟随神”表示在神里面找到唯一的盼
望，因神全然信实，超越我每日生后中不可预知的处境，都在神信
实可靠的保守里。所以，每一日，我当来到主跟前，更紧紧地跟随
神，这是我心中第三个祷愿。
感谢神，透过主日学孩子们的短诗，彼此服侍，生命蒙更新造就。
三个祷愿，求神保守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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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予恩福的神

林约瑟

感谢天父的 恩典与怜悯，我们在恩信生命堂度过了一年的
岁月。我们几个家庭，因为对神主权恩典和圣经整体一致性的认识
而被拒，带泪离开了车水路福音堂。这属神的教会，是我成长、基
督将我寻回、呼召我跟随他、并曾经三年全职服侍的教会。离开，
只有惋惜和伤痛。我们其中许多恩信肢体也是如此。
但是，神的恩待与怜悯，在我们最软弱的 时候，为我们预备
一个地方，给我们敬拜、传讲神话语、守圣礼和服侍的自由。让我
们不忘记，我们在卑微的状态中，专心单纯的同心仰望神的 日子。
回顾我们以一个月半时间，寻找地点、签约、装修等，心中充满感
恩、惊叹大家的同心和上帝的预备。
过去的一年，我们以[ 更爱我主 ]为主题。原因是，没有比默
想基督和福音，更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得安慰、力量，以及学习爱中
饶恕。那一年，我们依靠神的恩，建立了恩信的异象，服侍的团
队，委身我们所看重的服侍范围。盼望恩信教会让人看见三大支
柱：福音真理的传扬；爱心的服侍；敬虔的敬拜。我们在过去一
年，也提供资源给弟兄姐妹，鼓励并坚固自己的个人读经、祷告生
活，并且鼓励信主的丈夫，开始家庭敬拜。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的根基。“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甚麽呢？”（诗十一 3）。愿
神的话，鼓励鞭策我们。
新的一年，新的年代（十年），我们以[ 藉我赐恩福 ]为主
题。显然，主题无法涵盖圣经的全部内容，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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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恩信生命堂聚会和参与培训的群体，已不再是我们
几个小家庭。我们还有许多学习和成长的 层面。祈求神在新的一
年，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他，更虔诚敬爱他，更紧紧的跟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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