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八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一一九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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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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月份事奉表

日期 2 9 16 23 30

讲员 林约瑟 严家洋 李学文 黄振禾 林约瑟

讲题 祂的慈爱

永远长存

诗 136

神使大卫

降卑 2

撒上 21-23

神使大卫升

为至高

撒下 3-5

神与大卫

之约

撒下 6-7

大卫与

米非波设

撒下 9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传递饼杯 杨思敏 李学文 严家洋 苏敏荣 黄振禾

传递奉献袋 志勤/董淮 登展/玮骏 志勤/董淮 登展/玮骏 志勤/董淮

报告 林约瑟 严家洋 李学文 黄振禾 林约瑟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Knowing My Bible
以色列民族的诞生

负责老师 纪淑敏 林约瑟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利未记

导论

灵修的真意 民数记

导论

申命记

导论

复习

领唱/司琴 Zoom Zoom Zoom Zoom Zoom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1 8 15 22 29

带领讨论 朱玮骏 苏圣源 黄振禾 王福娟 暂停聚会

题目 提后

二 19-26

在喜乐

中祷告

提后

三 1-9

人如何

改变 6

祷告会（周四，9.00pm-9.45pm）

日期 6 13 20 27
带领分享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经文 诗 119:121-128 诗 119:129-136 诗 119:137-144 诗 119:145-152

备注：成人主日学与少年班暂停至教会恢复正常聚会才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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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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管制复苏阶段，主日按所规定许可人数，编排聚会名单，并预

备安全的场地措施，肢体间须彼此配合、忍耐，齐心建造。成人主日

学与少年班目前暂停聚会。

3.八月份聚会：

a. 祷告会，每星期四晚上 9pm， Facebook Live
b. 主日敬拜，每主日早上 9am开始，8.45am会前诗歌与祷告

c. 青少年圣经团契，每星期六晚上 7.15pm，Google Meet
d. 儿童主日学，每主日早上 10.30am，Zoom.
e. 礼拜三 Greenlane 查经小组：真理与生命（第一&第三周）

8pm，苏敏荣弟兄府上

4.教会遵从政府行动管制复苏阶段指南，暂时按政府许可的条规限制

性开放聚会。这期间，鼓励肢体也可透过网路以及电讯媒体，保持联

系，分享生活点滴、代祷需要等事宜，彼此守望。

5.教会祷告每周四，晚上 9 pm，透过 Facebook Live联结，约瑟长老

继续分享诗篇 119 篇的信息，学习主话，成为生命的实践。

（三）祷告事项

1. 感谢神，祂的话语，作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一一九 105）

2.行动管制复苏阶段，教会持续传讲主话，求神保守我们渴慕主恩

言，赐于悟性，在这世代中，慎守主言，分辨假道。（诗一一九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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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长老、传道、执事们祷告，思想主的法度，遵守主话，领导教会

在主的真道上得牧养。（诗一一九 98-100）

4.为全教会肢体祷告，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稳固追求，使我们

在变动的处境，信靠神，抓紧神。（诗一一九 92-93）

5.为袭击全球的新冠疫情代祷，预防病疫死灰复燃，个人、家国谨慎

应对，神是我们的盾牌，永远的依靠。（诗一一九）

6.神是设立家庭的主，求神建立信徒之家，以基督为中心，操练敬

虔，敬拜服侍尊荣神，得神的喜悦。（诗一一九 108）

7.神顾念我们，因此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常回转主跟前，脱

去旧人，穿上新人，生命经历主的更新。（诗一一九 101）

8.为父母亲祷告，依靠上头来的恩典，陶塑子女陶塑心，引领儿女认

识主，牧养孩子的心，走在光明成长的道路。（诗一一九 112）

9.为回返学校以及在家教育的孩子们代求，喜爱学习，不偏离主话，

以神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成为一生的喜爱。（诗一一九 111）

10.为在外坡、外国工作的肢体们的平安代祷，与神亲近，稳定聚会团

契生活，依靠神宽广稳固的法度，不偏离左右。（诗一一九 96）

11.为陈群带老姐妹的生命感恩，蒙神的保守恩召，卸下了病痛的缠累

与劳苦，于 7 月 25 日回返天家。求神安慰坚立儿女孙儿们。（诗一一

九 79）

12.为黄以乐弟兄（Glad Wong）代祷，神带领开路，将于 8 月 9 日前

往美国深造，神坚固信心，以神为喜乐与拯救。祈求神为他预备教

会，继续在当地教会成长。（诗一一九 105）

13.为教会加入 NECF 福音团契的申请代祷，神带领开路。神的话安定

在天，祂的诚实存到万代，是我们稳妥的磐石。（诗一一九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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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对基督徒生活的教导：天路客的意识
Pilgrim Mentality

林约瑟长老

2020 July 5主日讲道信息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经过这么

长的几个月，我们终于能够开始回到团体实

体的敬拜。虽然过去将近 4个月的时间，我

们在线上聚集，我们仍然是一个教会。但是

线上的敬拜和团契，不是实践教会生活的正

确方式。换句话说，这非常时期的分散线上

的聚会，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习惯。上帝的

心，是要他的儿女，常常聚在一起，不停止

聚会，有团体的敬拜和属灵的团契。

虽然在这个不寻常的时间里，我们感谢上帝

的恩典与保守。弟兄姐妹各自尽量的在线上

参与聚会，和彼此的问候与关心。为你们感

谢主。我们也谢谢执事们非常用心，花心机的安排每一个主日和团契

的聚会。我们在这个期间学习了新的科技，让你我在线上的聚会能够

进行的顺利 。

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我在这个管制令期间阅读的一篇文章，有关

于清教徒对基督徒生活的教导。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的生活在世

上有如主耶稣所说的，是世上的光和盐。我摘录书中的重点，加入经

文的解释与应用，作为今早分享的信息。（A Puritan Theology:
Doctrine for Life, pg 52.)

清教徒对基督徒生活教导，如巴刻所形容的，是以天路客的意识

Pilgrim mentality来过基督徒生活的。虽然在世上生活，却是与世界分

别出来。福音应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彰显出来。

清教徒们对基督徒生活的教导，基本上由六方面组成，或者说一个信

徒在世上生活必须拥有以下的六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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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圣经的意识 Biblical Outlook

基督徒首要的是应该以上帝的话来决定他如何生活. 圣经 66 卷书是神

透过圣灵的默示赐下来， 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

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既然信徒从神的话语认识基督，生命因着神的道而被洁净、重生，因

此 喜悦神的话语乃是理所当然的。信徒应当很殷勤的用悟性，用心思

去阅读，默想，并且信靠与遵行，以祷告的心来依靠圣灵，牢牢守住

真道。

信徒的生活应当以上帝的道为信仰和实践的中心。（word-centered in
faith and practice.）

神的道是我们的最高权威. 它是我们信仰内容和生活的指引、道德的

标准、教会的治理、敬拜以及家庭养育等， 都是我们的最高准则。

John Flavel 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活得最好；如何在苦难中有尊

严；并如何面对死亡时候感到安慰。”（The Scriptures teach us the
best way of living, the noblest way of suffering, and the most comfortable
way of dying.）

第二、敬虔的视野 Pietist Outlook

圣经给我们对神和他旨意的认识。 清教徒非常重视并教导，对神的知

识，或者说神学，必须与我们的生命连接。

清教徒的运动，不只是教义的复兴， 也是一个敬虔的复兴运动， 思

想和心灵必须结合。

敬虔的意思，就是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即对神有尊敬、爱戴、和

敬畏的心。

基督徒不能够追求敬虔却不重视神的话语。相反的，单单热忱与追求

知识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与神的旨意相称，也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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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两者间的矛盾，就是虽然承认是基督

徒，但个人却不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任意而行。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敬虔的操练，不是蒙恩的途径，而是蒙

恩之后，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在生命中表达出来。这个敬虔的操练也

是依靠神的恩和圣灵的帮助。（彼后一 3-11）、圣徒相通、思想十

诫、常常悔改、固定灵修生活、守圣餐、家庭敬拜、守主日为安息日

以及写属灵日记等。

清教徒们极力的去认识神的旨意,并把它实践在生活中。弟兄姐妹，我

们又如何呢？我们是否对神的话语一知半解或者是明白了却一心两

意，不肯舍己，也不肯放弃我们自己心中的喜爱去照着神的话过生活

呢？

第三、教会的视野 Churchly Outlook

清教徒也认为信徒应当有稳定的教会视野。普世的教会是神所有救赎

的子民，以耶稣基督为首领。教会是属灵的群体，而不是机构、组织

和建筑物。

虽然普世的教会是无形的，但是地方教会却是无形教会的彰显和神国

度的代表。 每一个信主的就是成为教会的肢体。因此所有信徒必须属

于一个地方教会，有属灵的团契和教会生活。因为教会是上帝计划的

核心。福音并非把一个人带入个人独立的属灵生活而不理会其他上帝

的儿女。

在以弗所书和其他新约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彼此生活和成长

的经文。比如，彼此劝解，彼此祷告，互相认罪，各人重担要互相担

当，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那些的经文都清楚的告诉我

们，信徒的生活是群体的，是互相为肢体的。

由于清教徒对圣经的视野和敬虔操练的视野，因此在教会生活上，清

教徒也非常看重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过教会的生活。意思是说，教会的

敬拜、治理、辅导、教导、团契、圣礼的执行，都应当按着圣经的教

导进行。因为人的软弱和有限，往往在一个教会的生活和事工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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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常常会偏重一些而忽略其他的责任。我们应当极力的在所有上帝对

教会的心意里头，在每一个层面取得平行。

加尔文说：“以上帝为他父亲的人，神以教会成为他的母亲。”我们

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地方教会当中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属于

上帝的教会。不单是无形的普世的教会，也应当是世上地方教会的一

份子。我盼望我们在教会里头彼此使用恩赐服侍，彼此一起在主的真

道和恩典中成长。那些离开家乡到外地的弟兄姐妹们，你首先关注的

应当是要找到一个按圣经教导和生活的教会，这是对你的灵魂有益无

害的。

第四、属灵争战的视野 Warfaring Outlook

教会是在战场上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肢体，都在他的灵魂深

处有属灵的争战。清教徒把罗马书七章 14-25 节，保罗内心的争战，

看为是基督徒的光景，而不是像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是非信徒的描

述。欧文引用这一段描写信徒的罪律，随时在旁，好像一个不速之客

走进我们的家来骚扰、危害我们、激动我们去犯罪。

清教徒形容我们在这战场上的仇敌，好像一个三头怪兽一样，就是撒

旦、我们的私欲、和世界的引诱。

魔鬼用各样的诡计，要牵引我们的私欲，并借着世界的引诱，使罪的

律在我们心中发动以至于我们跌入犯罪的网罗里面。这属灵的争战是

非常凶猛的。魔鬼不会留余地、也不会与我们来牵和平的条例。撒旦

用尽办法要使信徒成为贪爱世界的人，所谓属世界，就是人的本性减

去神 （Human nature minus God）, 或者称为现实中的无神论

（practical atheism）。

信徒都经历好像保罗的挣扎。虽然内心重生的生命要为善，喜欢神的

律，但是，同时间他发现他的心中还存在一个罪的律和他交战，要把

它掳去，使他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



9

这个属灵争战是不会止境的，而我们也时常会在争战中失败。但是基

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不能够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是放弃这种

属灵争战。其实，我们面对属灵争战的事实，正表明我们已经重生，

因为有上帝的律在我们里头。比较罗马书第 6章 15-16 节提到的，在

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去做罪的奴仆。

那么我们在这场属灵争战中的盼望在哪里呢？保罗说：“谁能救我脱

离那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我们的盼望在乎耶稣基督。

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就是第八章开始所提到的“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

上帝已经称我们为义。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

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即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

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第二，我们的盼望在于第八章最后所提到，将来荣耀的日子，我们的

身体得赎，有一天我们会在基督里得荣耀。这属灵争战的大局已经定

了。

因此，在今生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属灵争战的生命。靠着我

们的主，他的恩典，我们 去打这场属灵的战争。常常借着祂的话语，

祷告，悔改，跑到十字架，永不放弃，直到我们得荣耀。

第五、规律的意识 Methodical Outlook

清教徒以一个特别的字‘规律’ 用来形容圣洁的操练。他们相信要在

任何的经营上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有组织的规律。

他们的信徒生活强调次序 （order），有计划（plan），善用时间，节

制。为这个缘故，他们有时会被取笑为归正的修士（Reformed
Monk），将修道主义带到新教的教会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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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的生活懂得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美好和谐的

家庭生活，享受他们忠心劳苦工作的成果。

虽然他们对生活上要有规律的教导有时显得过分的详细，但是给我们

的时代这忙碌，失调，没有规律的生活，岂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

和学习吗？

我想他们如此的教导，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就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教

导一样。保罗劝提摩太，生活要像当兵的，好像在场上比武的，也好

像劳力的农夫 。这三个比喻的工作，都是由体力劳力，按时间定时的

工作和操练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应当懒散而没有目标和计划的。

巴刻在他的书《圣洁与圣灵》（Holiness and the Holy Spirit）说：“一

般来说，圣灵带给我们成为圣洁的方法，是在我们里面养成圣洁的习

惯。”（Habit forming is the Spirit's ordinary way of leading us on in
holiness.）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像清教徒们有同样的严谨生活， 但至少我们要懂得

每一天的生活作息，每一个星期的时间，每一个月，每一年，我们的

目标计划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按神的心意填满我们的时间表，魔鬼

就会帮我们填上。

第六、两个世界的意识 Two-Worldly Outlook

清教徒两本 著名的著作《信徒永恒的安息》（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Richard Baxter）和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 John Bunyan）
表达了清教徒们对人生的态度。

圣经不断的提醒圣徒，在世生活的日子要思念永恒。 比如歌罗西书 3

章第 2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的事。因为你们

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主耶稣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当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

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

也在哪里。” 又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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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给你们了。”“人若赚的全世界，陪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Jonathan Edwards说：“神啊， 将永恒深印在我的眼中。”（O God,
stamp my eyeballs with eternity.）

有人说，这一些说法太过于天堂导向，以至于在地上一无是处。但没

有这句话对人生产生更大的误导性。清教徒的教导反而向我们显示，

除非我们的心思意念注目在永恒，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就一无是处。

（It is said that some believers are so heavenly minded that they are of no
earthly use. That could not be more wrong with regard to the Puritans, who
show us that we can be of no earthly use unless we are heavenly minded.）

知道我们面向永恒，对我们的灵魂何等的重要。希伯来书 9章 27-28

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面向永生或永死，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灵魂感到迫切

的需要耶稣。我们离开永恒只是一口气息，一个心跳的距离. 愿我们

每一个人预备好进入永恒。

J. C.Ryle 说：“通往地狱的道路，最可悲的，莫过于在讲台前经

过，走过圣经，和无数的警告和邀请。”（The saddest road to hell is
that which runs under the pulpit, past the Bible, and through the midst of
warning and invitations.）信徒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永恒，将会帮助

我们谨慎我们的生活，把握事奉的机会，在患难当中有盼望，在逼迫

当中仰望未来的安息。

让我们一同如天路历程中的主角，当有人问及他说：“从哪里来，往

哪里去”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从将要被毁灭的城市正走往神的锡

安山。”（I am come from the City of Destruction, and am going to
Mount Zion.）



12

岁月恩典的足迹，全然是上头来的恩典与美善......
教会探访与关怀，体现基督长阔高深的大爱，

在福音里，分享主爱，彼此安慰建立，信心得长成，

信实的神，永不改变！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

令彼此相爱。 约翰壹书三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