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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十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

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诗篇一四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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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圣经团契：每周六 7.15pm - 8.30 pm
教会诗班练习：每周六 5.00pm - 6.30pm

弟兄查经小组：周一 9.00pm - 10.30pm
妇人读书会：周六 10.00am - 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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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 17 24 31

证道主题：路加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历代志下

讲员 陈文才 陈子强 黄振禾 林约瑟 林慈信

讲题 耶稣才是人

永远的盼望
路二 21-40

保罗的劝勉
帖前四 9-18

主再来与信

徒的预备
帖前五

谁是

你的主？
历下十二

1-16

宗教改革

的回归
-线上证道

司琴 陈家丽 陈家丽 陈家丽 刘美恩 刘美恩

报告 李学文 严家洋 黄振禾 林约瑟 苏敏荣

儿童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少年班：新约纵览

负责老师 淑敏/诒杰 淑敏/诒杰 淑敏/彦廷 淑敏/彦廷 诒杰

题目 提前 （1） 提前（2） 提后（1） 提后（2） 提多书

祷告会（星期四，9.00pm - 9.45pm）

主题：清教徒与默想

日期 7 14 21 2
分享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圣经默想 10 圣经默想 11 圣经默想 12 圣经默想 13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神学入门 /歌罗西书查经 /团契生活 /教会历史 /福音聚会

日期 2 9 16 23 30
分享 黄振禾 朱玮骏 福娟/惠恩 朱玮骏 林约瑟

题目 为什么

要学神学

西三 12-四 1 数算主恩 教会历史：

三十年战争

福音聚会：

荣耀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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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事项

1.教会继续在神的话语装备肢体，在布道、门训以及敬虔生活上

进深追求，成为主的器皿，被主来使用。

2.十月份聚会：

a. 主日敬拜，主日早上 9.00am，Facebook Live
b. 主日学 /少年班，主日早上 11.30am - 12.30pm，Zoom
c.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00pm，Facebook Live / Zoom
d. 诗班，诗班老师线上各别安排练习时段

e.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Zoom
f. 弟兄查经小组，星期一 9.00pm - 10.30pm，Zoom

3. 线上福音聚会：

日期：2021 年 10 月 30 日

时间：晚上 8.00pm - 9.30pm
题目：荣耀的释放

讲员：林约瑟

4.圣经与祷告是属灵生命力的两个主要源头。每星期四晚上祷告

会，透过 Facebook Live / Zoom 连接，约瑟长老固定简短分享

【清教徒有关默想的教导】这个主题，在线上一起阅读圣经，思

想圣经的话语，以主话彼此勉励，依靠顺服圣灵，生命操练，生

活应用与实践，并为教会，以及肢体们祷告。

5.疫情期间，个人留意身体状况，也遵守卫生指南。阅读圣经，

默想主话，与神亲密同行。居家管理生活，家人之间更多互动，

学习主话，操练属灵的肌肉，将神的话行在家中。除此之外，鼓

励肢体们透过网路以及电讯媒体，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点滴，彼

此守望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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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祷告事项

1.神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帮助。（诗三一 3）

2.教会的牧养与治理，遵基督为首，以基督的心为心，信徒生命

与主联合，仰赖尊崇荣耀神，直到永远。（诗廿八 9）

3.教会讲台信息，教导圣经，传讲真道，信徒生命得神话语的光

照，厌恶离弃罪，敬畏渴慕神，专心敬畏主名。（诗八六 11）

4.教会里的事奉，肢体之间彼此搭配合一，与主同工，发挥恩

赐，建立教会，作神荣耀的肢体。（罗十二 4-5）

5.教会肢体探访关怀，同享主恩主爱，学习圣经，与主相交，肢

体之间彼此相交，互相关怀，生命同蒙造就。（约壹一 3、7）

6.教会敬虔追求，渴慕殷勤追求主话，专心听道，稳定的灵修

祷告生活，生命与主联合，行在神的面光之中。（来四 13）

7.教会年长的肢体，在年迈的年日，思念主的作为与恩典，成为

信心的凭据与依靠，仰望跟随主到底。（诗九十 12）

8.教会的家庭祭坛，特别为家中信主父亲（家长），依靠神的恩

典，带领家庭敬拜，基督为家中的宝座，代代跟随主到底。

（出廿 6）

9. 教会的弟兄们，虔诚习道，喜爱基督的事，心灵火热，服侍

的喜乐，为主担当使命。（提前二 8）

10.教会的姐妹们，渴慕主话，沉静学道，有耶稣的温和，智慧

与言语，敬畏神，得神称赞。（箴三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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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会的青少年们，学习圣经，确信福音，面对世界的挑战，

谨守儆醒在基督跟前。（诗一一九 9）

12.教会的孩童们，听从父母的教诲，认识神，信靠福音，在主

里面长大成人，一生得福音的好处。（箴三 1-4）

13. 身体软弱的肢体以及病痛的家属，平稳的治疗与休息，神同

在眷顾，早日康复，认识基督的真实。（诗四一 3）

14.袭击全球的新冠肺炎，记念作决策的政府，前线医疗人员的

安全，病患的康复，万军只耶和华掌管为王。（诗八十 2-3）

15.十月份福音聚会，邀请未信的家人与福音朋友参加，求神开

恩怜悯拯救，唯有福音带来永恒得赎的盼望。（可五 19）

************************************************
线上聚会期间，可以把每月的奉献金额存起来，留待实体敬拜后

再投入奉献袋，或直接汇入教会在大众银行（PUBLIC BANK
BERHAD）户口。

银行 PUBLIC BANK BERHAD
银行户口 3221876400
收款名字 PENANG LIFE CHAP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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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五三 2 林约瑟

“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

他没有佳形，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

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圣经新译本，赛五三 2）。
For he grew up before Him like a young plant, and like a root out of
dry ground; He had no form or majesty that we should look at him,
and no beauty that we should desire him.
(Isaiah 53: 2).

在我们的人性中，我们都渴望关系，想得到人的友谊和爱慕。

但罪，使这个渴望变得复杂。

In our human nature, we all desire relationships, longing for
friendship and love. But sin makes this desire complicated.
我们错误的标准；扭曲的目的和自私的心，常常带给自己和别人

痛苦。
Our wrong measurement, distorted purpose, and selfishness,
frequently brings pain to ourselves and others.

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父为他安排了什么形象，他自取

了什么形态，来赢得人的仰慕和吸引呢？
When the Son of God came to us, what image did the Father give
him, and what form he had happily taken, to win over man’s
attention and admiration?

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

卑微、渺小、脆弱，不引人注意。
He grew up before Him like a young plant.
Humble, little, weak, and negligible.

他像根出于干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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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马槽、逃难埃及、住在加利利、木匠的儿子。

Like a root out of dry ground.
Born in a manger, fleeing to Egypt, living in Galilee, son of a
carpenter.

没有佳形美容（威仪）；没有美貌。

外貌和体型，平凡，不引人注目，无人会羡慕。
No form nor comeliness (majesty), no beauty.
Ordinary in appearance and frame, unobtrusive, none will envy.

耶稣，没有试图以他的外貌和外在条件拯救过一个人。

好使那些真正被他吸引的，是因父使他们看见祂荣耀的本性：圣

洁、真理、慈爱、怜恤。
Jesus never attempted to save anyone through his outer appearance
and privilege.So that those who are truly attracted to him are drawn
by the Father, enable them to see his glorious attributes: holiness,
truth, love and compassion.

我今天是依靠什么想赢得人的友谊和接纳呢？
What do I rely on in my pursue of relationships and acceptance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