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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十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诗篇廿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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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pm - 9.45pm
教会诗班练习：周六 5.00pm - 6.30pm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 7.15pm -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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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事奉表

日期 4 11 18 25

证道主题：教会的实义

讲员 林约瑟 李学文 林约瑟 严家洋

讲题 教会为

基督新妇

教会为

神的子民

教会为

基督身体

教会为神的家

传递饼杯 黄永奇 许诒杰 曾焕恩 杨思敏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传递奉献袋 圣源 /玮骏 志勤 /董淮 圣源 /玮骏 彦廷 /登展

报告 严家洋 严家洋 严家洋 严家洋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Knowing my Bible
主题：进驻应许地

负责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路得记 路得记 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

祷告会（周四，9.00pm - 9.45pm）

主题：耶稣的心意 The Mind of Jesus
日期 1 8 15 22 29

分享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前言 怜悯 试炼里顺从 以父神

的事为念
赦免得罪

他的人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 - 8.45pm）：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3 10 17 24 31

带领讨论 朱玮骏 苏圣源 林约瑟 黄振禾 林约瑟

题目 提后四 9-22 祷告

的方式

如何

解释圣经

查经 耶稣恩言

领唱 /司琴 彦廷 /佳惠 恩惠 /以念 玮骏 /佳惠 圣源 /以念 振禾/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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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事项

1. 2020年教会主题：藉我赐恩福。今年的焦点，我们要透过关怀、

布道、培训、辅导，成为肢体以及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的祝福。

2.行动管制复苏阶段，主日敬拜聚会按所规定的人数，编排到来聚

会的名单，并进行场地清洁措施，肢体间须彼此配合，存忍耐的

心，齐心建造。

3.十月份的聚会：

a. 主日敬拜，主日早上 9am开始，8.45am会前诗歌与祷告

b. 儿童主日学，主日早上 11.00am - 12.15pm
c.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pm，Facebook Live
d. 家庭读书会，星期五晚上 9.45pm-11.00pm
e. 教会诗班练习，星期六 5.00pm - 6.30pm
f.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

4.教会遵守政府行动管制复苏阶段指南，按政府许可的条规限制性

的开放聚会。这期间鼓励肢体们透过网路以及电讯媒体，保持联

系，彼此守望，分享生活点滴、代祷需要等事宜。

5.成人主日学以及少年班暂停，至教会恢复正常聚会后才复课。鼓

励稳定按书卷灵修，静思主话，记录读经心得，认识神，生命回应

神。

6.每星期四晚上祷告会，透过 Facebook Live连接，约瑟长老固定简

短分享十九世纪苏格兰牧者 John MacDuff（1818-1895）的著作 The
Mind of Jesus【耶稣的心意】，从耶稣生动的形象，学习天天依靠

渴慕他，成为生命实践与得信靠的凭据。

7.本月底第五个礼拜六青少年圣经团契聚会，除了在现场聚会的青

少年人，也网路直播：

讲员：林约瑟

讲题：耶稣恩言~人若赚得全世界

性质：福音信息（适合未信亲戚朋友，以及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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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感谢神守约施慈爱，赐予每一天的恩典，托住保守教会。

2.教会的敬虔：

 读经、查经、研经、默想，渴慕主，敬拜神

 常常悔改，求神赦免，渴慕圣洁

 彼此劝诫，在真道上彼此建立

3.教会的讲台：

 圣经的权威、清晰、无误无谬、前后一致

 教义与实践，彰显基督

 讲员的预备，忠于圣经，谦卑勇敢

 聆听主道，领受降服，生命得重建

4.长老、传道、执事：

 以基督的心为心，服侍的喜乐与甘甜

 心志的磨练，作神的仆人

 神兴起教会未来的长老、传道人与执事

5.为教会主日学、团契、读书会、诗班来仰望，学习圣经，彼此服

侍，依靠神的恩典，生命持久性地改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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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柔和的心，全家敬

拜神，家庭的复兴，归基督宝座。

7.为教会青少年祷告，学习圣经，领受神话语的教导，无论是求学

或工作，求神指引他们的脚步，确信福音，面向世界。

8.为教会的孩童们来祷告，学习听从父母亲的教诲，认识神，信靠

福音，因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命的救赎，保护他们一生在神的手中，

永不偏离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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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慕道友来祷告，求神挪去一切的拦阻，引领人悔改认罪，归向

福音，得着永生。

10.为身体软弱的肢体代祷，神眷顾同在，不失去对神的信靠。

11.为袭击全球的新冠疫情代祷，个人与家国谨慎应对，服从安全措

施指示，信靠神必掌权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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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中的软弱肢体 朱玮骏

多年前，在我当时所属教会，察觉到教会里存在着软弱肢体被

冷落，甚至被藐视的现象。在此分享曾亲自见证过的其中一个案

例：一位性格稍微乖癖的弟兄初入教会，会友们大都对他冷漠，教

会里的一位全职女同工甚至叮咛姐妹们对他避而远之。或许那位同

工是心存好意，纯粹想保护教会里的姐妹，但是在尚未了解对方人

格的情况下下此不明智的论断和决定，其实对对方而言，是极为不

公平的。那位弟兄也因此在心灵上受挫，难以融入教会团契。我

想，很多时候，一个群体在背地里对某人的偏见和冷漠，其实是显

而易见的。据个人观察，无论是在教会，营会或是校园里的基督团

契，类似有意或无意对人的排挤案例，是蛮普遍的。雅各 —— 新

约的其中一位作者，写了这一段话：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
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

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
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雅 2：1-4）

当时的教会出现的现象，就是富人轻看穷人，对他们持有偏

见。虽然我所提出的个案与当事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无关，但是圣

经里的这一番话也适用于这种情况，专门责备那些恶意对他人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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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并加以排斥的肤浅行为。教会群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因着不同

原因（如：先天性疾病、社交障碍、精神情绪障碍等问题）而在性

格上异于常人的弟兄或姐妹。教会在整体上对这些人持有的态度往

往是其灵命的温度计。

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有这种思维，就是把恩赐和责任混淆，认

为必须有恩赐，才有相对应的责任；没有某方面的恩赐，就不必担

起该方面的责任。常见例子：一些人知道自己没有教导恩赐，就认

为可以不必研读圣经，认为那是牧者、传道和主日学老师的责任；

许多父母也因而把孩子的属灵教育推卸给主日学老师和青少团契领

袖。有些基督徒则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认为大使命与

他无关。在现今这“单顾自己事”的时代，很多基督徒认为，关怀

和跟进软弱肢体的事工，是教会领袖、同工或是特定有“款待

（hospitality）”恩赐的弟兄姐妹的责任，与自身无关。在教会里，

肢体之间的互动，彼此之间的服事，事工上的参与，大家都分配得

太“细腻”，界限划得太清楚。如果我所提出的正形容着我们的教

会的形态，那实在可惜，因我们将错失许多的属灵好处。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

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
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
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

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
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
体。”（林前 12:18-27）

透过此处经文，我们可看到教会的多元性，是由不同肢体所组

成的一个身体。在教会里，每个人拥有不同的身世背景、不同的恩

赐、不同的灵命成熟度和不同的事奉岗位，全都是神主权性的安

排，是圣灵随己意分配给各人的。神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为要藉着

肢体们不同的恩赐和功用，彼此相助，促成教会的成长（弗 4：

16）。这一点，我们都不难明白。让人不解的是，以上这段经文所

提起的，那“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有缺欠的”，究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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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促进教会的成长？他们联于基督的身体到底有何功用？首先，我

们必须先理清这些人所指的是谁。依据经文背景，我们可看出这些

人所指的是那些恩赐较小，较为不明显的。事实上，这些形容词汇

所涵盖的群组范围还可以更广，可包括教会里的老年人、孤儿寡

妇、病人、残疾人士、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童或成年人、精神病或

忧郁症患者、社交障碍者、信心软弱者（初信徒）等。总而言之，

就是那些非但需要弟兄姐妹额外的关照，更是难以（甚至不能）参

与事奉的肢体。这些人常被人认为是教会所“用不着”的，甚至被

忽略的群体。奇妙的是，保罗却说，这些他人所“以为软弱的，更

是不可少的。”“不可少”的原文（anankaia）带有“不可或缺”之

意，表示他们也是构成基督之教会的必要成分。

神的智慧，无人测透。神竟然藉着人所预想不到的媒介圣化教

会，并点缀教会内的团契生活。软弱的肢体，成了其他肢体们服事

的对象。相信大家都知道，关怀和服事特殊的群体，需要额外的耐

心、包容和爱心。这事工是基督徒品格塑造的有效平台。此外，教

会肢体们在关怀事工上彼此间的搭配和策划，更是彰显出在基督里

的合一和同心。基督的爱，藉着弟兄姐妹之间的联系和代祷，以服

事软弱肢体为轴心，流露于团契生活中。信徒们在恩赐上得到操

练，在属灵的情操上得着提升，这是神藉着软弱肢体们在各教会里

所成就的圣工。我们常以为只有被服事的群体单方面领受好处；事

实上，服事者所得到的好处更是丰盛。“施比受更为有福”，这话

千真万确。

从某种角度来说，教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寻求神、信靠主

名的人都是受欢迎的。神以圣召所召来的人各式各样，不会都是身

心健全，或是性情可爱的。基督徒应该带着爱众人的心，接纳并扶

持那些软弱，有需要的人。现实社会里那般视而不见的态度，不可

在教会里出现。关怀事工，人人有责。服事软弱肢体，是信徒个人

的责任，同时也是教会集体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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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我心开刀了，怎么样？ 林约瑟

After Surgery by God’s Word

相信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听了我连续几天所播放的家庭讲座视频。
I believe some of you already listen to the online family sermons I shared
in the past few days.
圣灵可能已经用他的话，透过信息，向我们的心开刀。
Probably, The Holy Spirit has performed a surgery in our hearts through
the preacher.
我还记得自己经过这个手术的日子！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I gone through it!

容许我在此，在我们手术后的伤口敷药、疗伤、痊愈得更健康！
Allow me to apply ointment and bandage on our wound, so that we can
be healed speedily and become healthier!

婚姻Marriage

上帝看重婚姻，因为是他设立且是唯一可以象征基督与教会联合的

盟约关系。
God places high view on marriage, because He ordained it, and it is the
only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that could represent the union of Christ to
His Church.

所有为夫妻的，都知道我们在这个象征上失败得可怜！
For us who is married, we know deep down, we failed miserably!
但是，神没有降低标准。他将我们升高。
But, instead of lowering His standard, He raises us up.
在基督里的救赎，神重生、称义、圣灵的成圣，使我们朝向这目

标。不靠自己，乃靠圣灵和他的道。
In Christ redemptive work, God regenerate, justify, sanctify through His
Spirit. Not by our own strength but His Spirit and Word.

所以，我们有盼望的喜乐。
Therefore, we have joyful hope.

在几次婚礼的证道中，我都提到婚姻遇到纠纷时候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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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few matrimony occasions, I spoke on three biblical advices when
our marriage is facing dispute.

1. 观赏对方（的恩赐、贡献）Look at each other（their gifts,
their contribution）.
婚姻其中最大的杀伤力是，比较谁付出更多、谁受苦更多。
One of the most damaging power in a marital relationship is,
when couples comparing who contribute more, or who suffer the
most.
神用一句话结束这无味的争执：二人已经成为一体。
God ended this fruitless dispute in one word: The two have
become one.

2. 注视圣经 Look into the Scripture.
圣经是我们夫妻生活的共同准绳。
The Bible is our common principles in marriage.
当夫妻意念相同，冲突就和解。
When husband and wife have the same mind, disputes dissipated.

3. 仰望基督十架 Look to the Cross.
倘若对方真的让你觉得‘忍无可忍’，仰望基督十架。
Even you think your patience is stretched to the limit, look to the
Cross of Christ.
基督忍受罪人的顶撞，以致于死。为了拯救他的新妇。
Christ endured such opposition from sinful men, to save His
bride.
我们越默想基督，越得着舍己之爱的能力。圣灵能够将基督

的爱，厚厚浇灌我们。
The more we meditate on God’s word, the more we received the
strength of sacrificial love. The Holy Spirit can pour out the love
of Christ into our hearts.

让我们继续一同成长。
Let us continue to grow together.

那些年轻单身渴慕婚姻的，我想你受惊了!
For those who are single and long for marriage, I believe you are shock!
我高兴你受惊，因为发现了，婚姻不只是罗曼的感觉；婚姻是意志

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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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glad that you are shocked because you have discovered, marriage is
more than romance, it is also hard work.
你如今懂得如何更好的预备自己，等候神预备的对象。
Now you know you must be well prepared before entering a relationship.

至于单身者，可能你听了神的话以后，现在你说，‘感谢主！’
And for those who are single, you probably say ‘Thank God!’, after
listening to the Word.
是的，神给你特别恩赐独身。但你也有你自己的角色和困难，神知

道也应许同在、帮助。
Yes, God gave you special gift to be single. But you too have you own
roles and struggles that God knows and promise to be there for you.

教养 Parenting

在教养孩子的神圣呼召上，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有两个主要概念。
Regarding parenting, a sacred calling, two key concepts in the Bible.
孩子当孝敬；父母要养育。
Children, obey. Parents, bring them up in the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讲员提出了许多圣经原则里应用出来的实况。
The preacher gives many applications of Biblical truth in real life.
我想提三件。
I wish to mention three.

第一是教育
First, is education.

教育的系统、学校和方式不计其数。
There are numerous systems, schools, and methods in education.
但，基督徒家庭养育孩子的最首要目标，就是让孩子在基督里认识

主，荣耀神，服侍人。

如一个基督教学校所立的格言：认识神，及让世界认识他。
But, the ultimate goal in education is to know God, glorify Him and able
to serve.
As one Christian School put it,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
这结合了理性、灵魂（心智）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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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mind, soul, and skill.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式、系统，父母（尤其父亲）需要负责任养育

和监督，
Whatever means or systems we choose for our children, the parents
(especially the father), is responsible to carry out and supervising our
children’s education.

我们看见我们教会肢体中的多样化。按照神给个别孩子的特性，和

神给我们的环境和能力。
We see diversity in our church, parents decide their childre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f each child, afford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God places us in.
在家教育、教育中心、私立学府、国民学校等。
Homeschooling, education center, private school, public school.
我们应当彼此了解、辅助相助。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不一样

的挑战。
We must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support each other. Because we
have the same goal with different challenges.
我见过学校很好的基督徒老师影响许多生命；也见过基督徒老师离

开国民学校设立教会的家教学校。
I have seen good Christian teachers impact lives in public schools, and
also good Christian teacher who left school to initiate homeschool center
at a church.

一个孩子的教育来自三方面：家庭、学校、教会。三方面一致的教

育是个福气。
Three arenas of child education are family, school, and the church.
Consistent education among the three is a blessing.
在这位宣教讲员的处境中，他选择了让他的小孩，在家教育。

在美国也有一些教会，开办自己的教会学校。
In his contact, this missionary preacher decided to homeschool his
children.
And in America, some churches have their own school.
恩信在目前，神没有使我们如此行。我们仰望神。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的天父，比我们更知道和关注我们孩子的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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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LC, God does not provide us that now. We look to Him.
But, we trust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knows and more concern about
our children than us.
我再说，我们在基督的大家庭中，彼此了解、辅助相助。因为我们

有共同的目标。
Let me say this again. In Christ’s big family,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we support each other. Because we have the same goal in parenting.
第二是主日学
Secondly, is about Sunday School.

我们的主日学，如讲员所提到的，重点不在游戏与手工。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认识圣经真理。

我们要协助父母教导他们，让他们特别在学校、在朋友当中，能够

站稳在坚固磐石上。
Our Sunday School, as mentioned by the preacher, the focus point is not
art and games.
Our goal is clear: let the children know God and biblical truth.
We want to support parents to teach our children, so that they could stand
firm on solid rock at school and among friends.
亲爱主内长辈们，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世界和魔鬼想尽办法要得

着他们。
Dear elderly in Christ, pray for our children always. The world and the
Satan take all opportunity to grasp them.

第三是个人与家庭敬拜
Thirdly, is personal and family worship.

这是基础，何等重要。

以后，我们再一次深入思考有关默想与家庭敬拜的操练。
This is foundational and such important discipline.
We shall talk about meditation and family worship again in the future.

结语
Closing words

我们在婚姻、家庭和养育上有诸多的亏欠和挫折。

但，我们仍然为神的美意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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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体会神的恩典和能力更加显大。
We fall short in many ways in our marriage, family, and parenting.
But we can still thank God for His will in them.
Through our weaknesses, we experience His grace and strength time and
time again.

不管你我认为自己如何把自己的婚姻家庭弄垮了，神能够复兴。

回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到基督十架前。然后顺服他的旨意活。
Regardless of how we feel that we had squandered our marriage and
family, God can revive them.
Run to Him. Confess and repent. Go to the Cross of Christ. Live in
submission to his will.

基督若能悦纳、复苏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行淫被抓拿的妇人和挂

在十架上的强盗，

我们怎能怀疑神对他儿女的爱呢？
If Christ could welcome and restored the Samaritan woman, the woman
caught in adultery, and the robber on the cross, how could we doubt
God’s love towards His 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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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的团契，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的生命成为团契的核心，

告诉我们，我们彼此需要，共同建立基督的肢体，建立教会属灵的

家。因基督而合一，因此，琴瑟能够合鸣，生命之所以动听，建基

于至始至终基督永不改变的大爱，引导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生命被

改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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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约翰壹书一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