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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正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后十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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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am - 12.30pm 

教会祷告会          ：每周四 9.00pm - 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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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份事奉表 
 

日期 2 9 16 23 30 

证道主题：诗篇 / 路加福音 / 希伯来书 

讲员 林约瑟 陈文才 李学文 黄振禾 朱玮骏 

讲题 因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诗 25&63 

传福音快来

悔改信耶稣 

路 3:15-20 

基督的超

越性 

来 1:1-3 

基督的超

越性-超越

天使 

来 1:4-2:18 

基督领我

们进入更

大的安息 

来 3:1-4:16 

司琴 陈家丽 刘美恩 Deborah 刘美恩 Deborah 

饼杯/奉献 彦廷/子扬 圣源/思敏 永奇/玮骏 志勤/登展 敏荣/诒杰 

报告 严家洋 李学文 严家洋 李学文 黄振禾 

               儿童主日学 / 少年班：新约纵览                      

负责老师 彦廷/淑敏 彦廷/淑敏 彦廷/淑敏 彦廷/淑敏 新年 

题目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暂停 
 

 祷告会（星期四，9.00pm - 9.45pm） 

主题：信徒生活/诗歌分享 

日期                 6              13              20             27 

分享 李学文 黄振禾 李学文 黄振禾 

题目 时间 诗歌分享 立志 诗歌分享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见证 / 神学/教会历史   
 

日期 1 8 15 22 29 

分享 林约瑟 陈子强  林慈信  朱玮骏 暂停 

题目 你需要更新 

什么？ 

我的生命见证 为什么要读

神学 3 
（视频播报） 

教会历史-

清教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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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事项 
 

1. 新一年的莅临，教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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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主使用。 

 

2. 辅导室活动：妇人读书会的目标，在于建立以团契的模式，鼓励姐 

  妹以及妇女朋友，透过阅读属灵书籍，在真理中探索与整合，成长   

与蜕变，认识生命价值的所在，带来福音生命的改变。 

（二月份开始） 

 

3. 弟兄查经小组：帮助弟兄们透过阅读圣经，查考经文，明白基要真 

  理，在阅读中彼此交流、探索，生命得建立。（二月份开始） 
 

4. 正月份的聚会： 
 

a. 主日敬拜， 9.00am - 10.30am（8.45am 会前预备）线上/实体。 

b. 儿童主日学，主日早上 11.00am - 12.15pm 线上 / 实体。 

c.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pm，Facebook Live，线上 

d. 教会诗班练习，星期六 5.00pm - 6.30pm，实体 

e.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线上 / 实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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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生活点滴及代祷。 
 
 

（三）祷告事项 
 

1. 感谢神信实守约，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依靠。（诗二十八：7）  
 

2. 教会的牧养与治理，遵基督为首，以基督的心为心，合一的教会， 

    生命与主联结，荣耀归于神。（弗四：4-6） 
 

3. 教会讲台信息，教导圣经，传讲真道，成为生活实践的根基，查验  

    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十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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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会里的事奉，肢体之间配搭服侍，同心、同行、同工，在主里操 

     练生命的成长，。（弗四：16） 
 

5. 教会的探访关怀，同享主恩主爱，彼此扶持劝勉，生命同蒙造就。      

   （西三：16-17） 
 

6. 教会敬虔追求，渴慕主话，专心听道，稳定的 灵修祷告生活，生命 

    信靠顺服，得主得喜悦。（诗一一九：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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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的家庭祷告，特别为家中信主父亲（家长），依靠神的恩典， 

    带领家庭敬拜，事奉跟随神。（书廿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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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三十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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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里成 

       长。（箴三：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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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掌管为王。（诗一 O 三：19） 
 

14. 为未信的家人与福音朋友守望，传福音，求神开恩怜悯拯救，唯有 

       福音带来永恒得赎的盼望。（可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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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谦卑与基督的能力 

经文：林后 12: 1-10 

 

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最具情感的书信之一。流露他对神的忠诚和信

心；对教会的爱和付出；和自己内心的属灵争战。这是典型的，

每个主的仆人和每一个信徒的经历：在自己许多软弱和争战中间

学习爱神、爱教会。 

这一段经文中，连同上一章，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辩护他使徒身

份的呼召。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开始因为一些假使徒的教

导和对保罗的攻击，开始质疑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 

但他并非以他的权柄责备或命令他们的顺服，而是让他的辩护和

教训，在他对教会的情谊中流露。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表达他的伤痛 

保罗形容，他为他们感到‘神圣的愤恨’（godly jealously, 

KJV; divine jealously, ESV；热爱, 新）。 

保罗看自己是一位属灵的父亲，将哥林多的教会如圣洁的童女许

配了给基督（11: 1-2）。 

 

可是，哥林多教会却被其他假使徒所吸引（11: 13）。 

这些假使徒，‘传另一个耶稣’，使他们‘受另一个灵’、‘得

另一个福音’（11: 4）。 

哥林多教会却容让他们（11: 4）。 

 

保罗在神圣的悲愤中，把自己与这些假使徒来比较（11: 5）。 

指出他可以自夸的事（11: 16）。 

 

保罗不引以夸口的依据 

首先，保罗不以他的知识夸口（11: 6）。 



                                                           10 

论犹太人的文化；上帝的律法；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诠释；或希腊

哲学；罗马人的文化和宗教；到对神在基督里的福音，没有人如

此累集这一些知识在一个人个人身上。 

 

第二，保罗不以他对哥林多卑微的服侍而夸口（11: 7-10）。 

他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也透过马其顿和其他地方的教会的帮

助，使哥林多的教会白白的受保罗牧养和教导的益处。 

 

第三，保罗不以他的身世和呼召夸口（11: 21-23）。 

那些假使徒，靠身世（其实，一点功劳和参与的贡献都没有）来

赢得人的接纳和尊重。 

希伯来人（神的民族），以色列人（神国的子民），亚伯拉罕的

后裔（神立约的百姓），基督的仆人（基督的拣选）。 

保罗说，我都是。而且，有过而无不及。‘我更是！’（11: 

23）。 

 

第四，保罗不以他为福音受苦而夸口（11: 23-29）。 

无论外在的受苦，或是内心为教会的煎熬。 

他在哥林多前书 15: 10节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

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第五，保罗不以他领受基督特殊的启示而夸口（12: 1-6）。 

保罗提到一个弟兄的经历（12: 2），但下文清楚显示，是他自

己的经历。 

神给他特殊的经历，异象和启示。‘被提到第三层天的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人不能表达（或不被允许说的）’。 

保罗十四年之久，没有向人提及。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你可以想象到了，我们会作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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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可以夸这些条件，也不过分或愚昧，‘因为这是事实’（12: 

6）。 

保罗要避免的是，人把他看高了，过于从保罗身上所看见，所听

见的（12: 6）。意思是，从他的夸口，人把焦点和功劳归入保

罗这受启示的人的账上，而不是向他启示的神。 

一切的夸耀都是如此。 

 

神给保罗身上的一根刺 

 

因为神在保罗身上的恩赐很大，神用一个方法来帮助他，就是神

在他身上留下的一根刺。 

这根刺可能是撒旦的攻击；或是肉身的疾病（可能是加拉太书第

四章提及的眼疾）；或是上文提到的肉身的安全。虽不能确定是

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保罗很痛苦，并期待脱离（12: 8）。 

 

但这根刺给保罗三个益处。 

第一， 使他不至于自高。无论是什么，这根刺使他认识自 

      己的软弱和无助。 

第二， 使他求告神、倚靠神。 

第三， 使他真认识基督的恩典和能力。 

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因此喜悦作一件事，就是夸自己的软弱。 

不是以他的软弱为荣；不是到处说自己何等软弱可怜；而是愿意

在人面前继续作别人认为羞耻的软弱，既为福音、为信仰、为服

侍教会，而喜乐甘心的舍己、受苦（12: 9-10）。 

因为，透过软弱，保罗经历和见证上帝的恩典和能力。 

 

我们身上的一根刺 

 

如同保罗，上帝也是在你和我身上留下一根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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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过去的伤害留下的内心疤痕；一个失去的伤痛；感情的创

伤；一个固执不离的病痛；肉体上的缺欠；缠绕的罪疚。 

 

神藉保罗告诉我们，第一步，为这个刺感恩！ 

这根刺出自神的恩典，让我们懂得自己的软弱而倚靠神，经历和

见证神的恩典与大能。 

 

假使徒以保罗的软弱来攻击、轻看他。 

同样，如果我们注重的是自己的软弱，我们会自卑。自卑的时

候，就寻找认同和肯定，找不到的时候，就夸耀自己所有的、所

成就的。整个过程没有上帝在里面，不断往下周旋。 

 

我也如此软弱过，也常受这试探。 

我和一位牧者长辈分享，寻求帮助时，他温和却慎重的说，不管

是自卑或骄傲，追根究底，是不感恩和不信的罪。 

 

神好像游泳教练。我孩子说，游泳教练都是骗人的。 

当学生试着游过去他那里的时候，教练往后退，锻炼学生的胆

量、招式、力气和把握。 

他今天，因为教练的‘骗局’，可以畅快的在海边戏水、游泳。 

 

上帝的恩典够用，我什么时候软弱，靠主，我什么时候就刚强

了。 

这是十字架的信息；这是基督的生命；这是福音的大能。 

 

         

                                       林约瑟 

         

 26 Dec. 2021 

 



                                                           13 

倒数 2021：福音里的自省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

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

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提摩太前书四 15-16 

 

圣经辅导的服侍，总免不了使用言语，劝勉有难处的人。我不能

靠自己有任何合神心意的言语，因此，我需要披戴基督的属性，

依靠圣灵才能在帮助人的过程，发挥“说”的功能，爱心说合神

心意的话。以上这段经文是结合了教义与实践，一方面从基督在

世的生活，表达了基督如他所是，彰显了说的作为，透过言语：

教训、关怀、怜悯、督责、挽回： 

 

 殷勤与专心，舍己与摆上的心志，福音为怀的说话目标，以

基督的心为心，好叫我说出来的话，荣神益人，我与我要帮

助的对象同得好处。 

 

 要谨慎所领受的教训，并恒心信靠与追求，这关乎我对神话

语的全然委身，以及生命的榜样。保罗说效法我，如同我效

法基督。（林前十一 1） 

 

 合神心意说话终极的目标，得救恩的好处，回归大牧人的羊

圈，在他里面继续为喂养，长大，成人。说合神心意的话是

一个有机成长的粮食，使我们得生命，并得的更丰盛。 

 

2021 年结束前，以上这段经文，回顾今年的服侍，也在福音里

自省。我如何看待我的过去，会影响我如何活出我的今天，以及

对待我的未来。福音里的自省，提醒我基督已成就救赎，拣选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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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我，来到十字架面前，重生罪得赦免，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属灵胃口被打开，开始每一天，在主里面“脱去旧人，穿上新

人”。神完全全知同在，一刻也不误时，且恒久忍耐，挽回、雕

塑、打击、拆毁、重整我的生命，有时候我很缓慢，迟疑，甚至

拒绝回应神。但神是真实的，祂没有任凭我，呼唤我，生命与基

督联结。因此，我常常觉得不堪回首的过去，在基督里，去回想

时，看到鉴戒、提醒、谨慎、警告，神无比的忍耐、恩慈。若离

开神，没有神，我的生命确实是死的。我有盼望，基于基督完全

的应许，今生的短暂相对永恒的完全，我必见我的主，与历史历

代圣徒同聚，敬拜服侍神到永恒。因此，这永恒的盼望，带来在

地上积极为主而活，服侍，生命继续改变，更新，以基督为我信

靠与实践的兵器。 

 

神也藉着圣经辅导的服侍，让我学习认同别人的苦难。我能够看

见别人的苦难，是因为基督与我认同，已先在十字架上，背负我

的苦难，担当我的罪，我的罪得赦免，经历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

的欢乐，开始依靠基督，在信心与恩典里为祂而活。生命继续有

难处与苦难，这都成圣跟随神的必然结果，多多经历，却不怨苦

连天；多多经历，却看见与经历神的信实可靠，我的主，诚然是

我走成圣道路的兵器。因此，我是主的媒介与器皿，在认同别人

的苦难，是要引导他 / 她看见，基督是这苦难舞台的主角。在

基督里，我学习接纳别人在苦难里挣扎，不蓄意批评、谴责、或

自以为义来定义对方，因基督也没有这样对待我，祂的恩慈、教

训、督责，是挽回我，改变我的生命，与祂的性情有份，生命结

圣灵果子。因此，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惟独依靠祂，使

我得辅导的能力与目标。 

 

求主帮助，让我谦卑，再谦卑。 

                                                 王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