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十一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祂就得帮
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祂。
诗篇廿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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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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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ernal circulation only

（一）十一月份事奉表
日期

1

8

15

22

29

证道主题：神的属性、教会、信徒生活
讲员
讲题

司琴
传递饼杯
传递奉献袋
报告

林约瑟
唯独
神的荣耀

黄振禾
教会为
圣灵的殿

刘美恩
朱玮骏
诒杰/运祥
李学文

陈家丽
李彦廷
登展/志勤
李学文

林约瑟
婚姻
的周循
（1）
刘美恩
曾焕恩
诒杰/运祥
李学文

陈文才
凭信心不
凭眼见
得四 1-12
陈家丽
杨子扬
志勤/董淮
李学文

林约瑟
婚姻
的周循
（2）
刘美恩
许诒杰
圣源/登展
李学文

淑敏/彦廷
雅歌

淑敏/彦廷
传道书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主题：进驻应许地
负责老师
题目

淑敏/彦廷
撒上

淑敏/彦廷
撒下

淑敏/彦廷
代上

祷告会（星期四，9.00pm - 9.45pm）
主题：耶稣的心意 The Mind of Jesus
日期
分享
题目

5
林约瑟
柔和谦卑

12
林约瑟
感恩称谢

19
林约瑟
不求己益

26
林约瑟
顺服主的话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教会历史 / 祷告 / 基督徒伦理
日期
带领讨论
题目
领唱/司琴

7
朱玮骏
奥古斯丁与
伯拉纠
恩惠 / 佳惠

14
苏圣源
祷告、祈求、
感谢
维真 / 佳惠

2

21
黄振禾/纪淑敏
圣经恋爱观
振禾 / 淑敏

28
朱玮骏
文艺复兴与
改革先驱
涵贝 / 涵韵

（二） 教会事项
1. 2020 年教会主题：藉我赐恩福。盼望神使用我们，透过关怀、布
道、培训、辅导，成为肢体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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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份的聚会：
a.
b.
c.
d.
e.
f.
g.

主日敬拜，主日早上 9am 开始，8.45am 会前诗歌与祷告
儿童主日学，主日早上 11.00am - 12.15pm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pm，Facebook Live
家庭读书会，星期五晚上 9.45pm-11.00pm
教会诗班练习，星期六 5.00pm - 6.30pm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
辅导室活动，妇人辣椒读书会，星期六 10.00am - 12.00pm



罗斯玛丽 . 米勒《迈向自由》
Rose Marie Miller, From Fear to Freedom

4. 疫情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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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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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我国目前面对第三波“新冠肺炎”袭击，槟州因监狱扣留所新
诊多宗确诊病例，我们正紧密 观察情况。目前主日敬拜聚会将继续以
实体和网上直播方式同时进行。若弟兄姐妹有任何担忧，可以选择参
加网上直播敬拜聚会。让我们彼此在爱中接纳各自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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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 感谢神施予拯救，赐福牧养扶持，直到永远。（诗廿八 9）
2. 为自己祷告，注目基督，基督为标杆，渴慕圣经，读经、查经、研
经，认识敬拜神，追求敬虔。（提后三 16-17）
3. 为教会讲台祷告，忠于圣经，传讲基督，建立生命。（提后三 15）
4. 为教会主日学、团契、读书会、诗班来仰望，学习圣经，彼此教导
劝诫，依靠神的恩典，生命成长改变，与主合一。（西三 15-16）
5. 求神建立信徒之家，基督为宝座（太十九 6，申六 4-9）：
 婚姻是一生之久的盟约，相爱，相惜，经营在基督里的婚姻
 谦卑领受上头来的权柄，得恩典力量，养育儿女
 儿女听从父母亲的教导，管教子女管教心，父母与子女在过程同
蒙改变，遵行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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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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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二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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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目没有昏花，心灵没有衰败。（诗七三 2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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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醒跟随主。（彼后一 3-4）
10. 为未信的亲人与朋友祷告，求神挪去一切的拦阻，圣灵感动人心，
领人悔改认罪，信靠福音。（林前一 18）
11. 求神光照，确认信主有心志接受洗礼的信徒，受洗归入主名，在教
会的牧养，继续成长。（太廿八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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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信徒的子女，至小幼洗的少年人祷告，求神引领，确信福音，归
入教会，守圣餐，生命与主联结。（林前十二 13）
13. 疫情期间，无论个人或家庭，调整工作、生活、开销，求神保守我
们的心怀意念，居安思危，与主同行。（彼前四 7）
14. 为袭击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近日我国增加病患代求，个人、家国
谨慎应对，福音与基督再来的盼望。（来十三 8）
*************************************************************
教养孩童，使他走
当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廿二 6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
好，因为二人劳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
传道书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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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辅导室活动：
20 2 0 妇 女 辣 椒 读 书 会
一般槟城人的食物，离不开辣椒。
如果你人在咖啡店，路边摊，或菜市，或小
贩中心，我建议你抬头看一看。几乎每一道
美食，都用辣椒来调味。
如果你到菜市场去，若我们比较辣椒的价钱，我想你会发现，辣椒的
价格相对于过去，的确是提高了。一条辣椒的价格，不再是几毛钱的
零钱。过去菜农或许会在你买菜后，将一两条的辣椒，放在你的菜篮
你作礼物，吸引你下一回再来光顾。但今天，辣椒的价格以提高，菜
农不再以辣椒相赠送，而且，有时候因天气的缘故，走遍菜市场，却
不见新鲜饱满的辣椒。还得先交代菜农，为你预留辣椒，免得烹饪后
的菜肴，因缺少了那么一点点鲜辣，而黯然失色，提不起食欲。
即便辣椒的价格已提高，但在槟城这个地方，人们还是愿意为了辣
椒，多付一点钱，加添与丰富你烹调的食材，刺激与满足你的味蕾，
让你能享受更够味的美食。
我想说的是辣椒的价值，在于牺牲溶化自己，使蕴藏在里面的辣味可
以释放出来，取悦我们饱尝美食的口感与食欲。有时候辣椒的辛辣，
过于刺激味蕾而让你流泪，但总会在你品尝美食以后，使你对辣椒有
真正的体会和认识，并对一道菜肴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总想旧地重
游，再来香辣一回。
从辣椒思想阅读，读一本好书也是这样，藉着阅读与分享，心灵或许
被浇灌、被督促、被归正、被指责，并被挽回。期盼我们能在真理中
探索与整合，成长与蜕变，认识生命价值的所在，在辛辣的人生里熬
炼出醇香。
让我们以辣椒的精神，一起来阅读与分享吧！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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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Nov - Feb）
罗斯玛丽 . 米勒《迈向自由》
Rose Marie Miller, From Fear to Freedom
《迈向自由》 - 活出神儿女的样式
简介：





你讨厌生活“失控”的感觉吗？
你因为自己总是在满足别人的期待
而沮丧吗？
你因为无法爱别人而心里充满罪疚吗？
你因为过去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对目前的
生活乏力吗？

诚恳的邀请你参加妇人阅读团契，透过阅读《迈向自由》，从圣经的
教导，走出孤儿心态，按神的心意，活出属神儿女的身份与样式。
*************************************************************
主办单位：正道辅导室
协办单位：槟城恩信生命堂
日期：星期六（2020 Nov 21 - 2021 Feb 6）
时间：早上 10 am - 12 pm
地点：恩信生命堂
2-2-42, One Square, Tingkat Mahsuri 1, Bayan Baru,
11950 Bayan Lepas, Penang.
费用：免费活动，但须自费购买《迈向自由》一书，每本约 RM45
对象：喜爱阅读的基督徒或未信主的妇女朋友
预期效益：求知的过程中，彼此认识、扶持、探索、整合，蜕变成长
带领人：王福娟、陈佩佩（台北改革宗神学院圣经辅导硕士）
电话报名：王福娟（016-4143242）
网路报名：bc.rightpath@gmail.com
报名截止日期：2020 Nov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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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教会为基督的身体
经文：林前 12: 12-27

林约瑟长老 2020 Oct 18 主日证道摘录

我们今天看圣经对教会的另一个象征：这是基督的身体。
首先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 10: 1-7：
1. 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真相。
是重要的，但不是最终极的目的。有实体，才有影子。
2. 律法本身不能赎罪，但却指向能够赎罪的基督。
3. 律法使人每年想起罪来，因此使旧约的以色列民，盼望弥赛亚
的到来。
因此，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神赐给他身体（来 10:5-7），为要成
为赎罪的祭物。
希伯来书引用诗篇 40:6-8，‘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表达大卫用耳
朵听了神的律法而顺服。七十士译本翻译成‘你曾给我预备的身
体’。父上帝赐给圣子身体，完全顺服父的旨意和所有旧约的应许，
成为赎罪的祭物。
我想从基督在肉身的身体，来思想教会为基督的属灵身体的意义。
1.

基督肉身的身体是藉圣灵的大能而来。
圣灵藉着玛丽亚将肉身赐给基督。天使对玛丽亚说，‘圣灵要 临
到妳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妳。’（路 1: 35）。The Holy
Ghost shall come upon thee.
又对约瑟说，‘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太 1: 20）。
不止圣灵赐给基督身体，圣灵在耶稣的身上也是没有限量的充满
他，赐他能力遵行父神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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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我们成为基督的属灵身体，也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重生我们各人，使我们一同成为基督的身体（林前 12:
13）。
2.

基督肉身的身体是逐渐长成的身体。
‘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
上。’（路 2: 40）。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
起增长。’（路 2: 52）。
取了人性的基督，他的心智、身体、灵性，像我们一样经过成
长。（intellectual, physical, spiritual）。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同样
需要逐渐成长。‘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
上。’：

3.

1.

个人需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
信靠顺服，与主同行。

2.

藉着福音的传扬，引领更多人成为基督的肢体。
主耶稣说，‘我另外还有羊，不在这圈里，我
必须要领他们来。’（约 10: 16）

3.

教会的教导、生活、事工，以圣经的教导为准则。
这是成长的基础。

基督肉身的身体是为救赎目的的身体。
神赐给他身体（来 10:5-7），为要成为赎罪的祭物。
因为罪的工价是死。赎罪所要求的，是没有残疾的祭物的血来替
代。因此，圣子取了人性，成为肉身，十架上流血代死。
教会是一群蒙救赎的子民。
是神国度的子民，也是神国度在地上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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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神救赎计划的核心与目的。
保罗因此劝勉哥林多教会，既然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就应当远避
淫行，在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 20）。
4.

基督肉身的身体是经历苦难的身体。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ESV in the day of His flesh），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
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 5: 7-9）
照样，教会为基督属灵的身体，在世也经苦难，在苦难中学习顺
服。教会历史充满这样的见证：
Open Doors USA 报告：我深信没有被记录和公布的报告，肯定远
远超过以下的数据：
In just the last year （2019，top 50 countries most difficult to be a
Christian）, there have been:
Over 260 million （2.6 亿） Christians living in places where they
experience high levels of persecution
2,983 Christians killed for their faith
9,488 churches and other Christian buildings attacked
3,711 believers detained without trial, arrested, sentenced or
imprisoned.
Christian persecution 'at near genocide levels' ，BBC News,
Published3 May 2019。
彼得告诉教会，‘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
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
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前 2: 20-21）

5.

基督肉身的身体是复活得荣耀的身体。
就如基督的身体，第三日从死复活，得荣耀，上帝也应许他的教
会，有一天，他们要与主一同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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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哥林多前书 12: 12-31，看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在教会生活中的
意义。12:27 清楚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
体。’：
1. 肢体彼此相属 （Belong to one another）。（vs14-20）
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身子只有一个，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成为基督的肢体之一，是因为你从同一位圣灵里受了
洗。不是因为你的功能或你的贡献。不要这样看自己，
也不要如此衡量人。
没有所谓的精英肢体。神所看重的是，行公义、好怜
悯、与神同行、作百般恩赐的管家，在神给你的恩赐和
功能上服侍教会肢体。
2. 肢体彼此相需。（Need each other）。（vs.21-22）
恩赐的不同，显示彼此的需要。
彼此配搭，才能渐渐成长。
3. 肢体彼此相顾。（Equal concern for each other）。（vs.23-26）
特别软弱有需要的人，就更多需要照顾和体谅。
以免分裂（vs.25, 新），即觉得被排斥，轻视。
既然一体，受苦和得荣耀，都是一体的共享。
每一个肢体，都有可能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建立软弱的人；也肯接受别人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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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
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
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
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
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
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
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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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二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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