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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二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

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

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

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诗篇 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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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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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事奉表 

 

日期             6              13                 20             27 
 

主日敬拜 

证道主题：福音、圣经教义、信徒生活 

讲员 林约瑟 陈文才 陈子强 林约瑟 

讲题 孩子、浪子、

儿子 

路：十五 

耶稣是万民的

救主 

路三：21-22 

基督-比亚伦更

美的大祭司 

来四：17-五：10 

犹大君王的学习

-乌西雅 

代下：二十六 

司琴 陈家丽 刘美恩 Deborah 刘美恩 

饼杯/奉献 敏荣、思敏 诒杰、志勤    圣源、永奇 彦廷、子扬 

报告 严家洋 黄振禾 李学文 严家洋 
                                                         

儿童主日学 / 少年班：新约纵览 

主日学老师 许诒杰 许诒杰 许诒杰  

少年班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启示录 启示录 复习 结业礼 
 

祷告会（周四  9.00pm - 9.45pm） 

主题：诗歌分享、教会观 

日期 3 10 17 24  

分享 暂停 黄振禾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圣诗分享 约翰欧文谈‘信

徒相交的准则’ 

约翰欧文谈‘信

徒相交的准则’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 7.15pm-8.30pm） 

主题：  信仰与生命 / 教会历史 

日期 5 12 19 26 

分享 暂停 林约瑟 林慈信     黄振禾 

题目  从清教徒学习

圣经的工作观 
为什么读神学 5

【视频分享】 

教会历史-

清教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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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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聚会： 
 

a. 主日敬拜（8.45am-10.30am）以 A 或 B 组在教会实体敬拜。 

b. 主日学 / 少年班（主日早上 11.30am - 12.30pm） 

c. 祷告会（星期四 9.00pm）Facebook Live / Zoom 

d. 诗班（星期六 5.00pm）在教会练习诗歌。 

e.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教会实体聚会。 

f. 妇人读书会（星期六 10.00am-11.30am）Zoom 

g. 弟兄查经小组（星期一 9.00pm - 10.30pm）Zoom      
 

3. 农历新年感恩会： 

                     日期：1-2-2022 (星期二)  

                     时间： 9.30am-11.00am       

                     地点：槟城成功酒店-七楼 

                     讲员：林约瑟 

                     主席：严家洋 

                     题目：旷野中的诗篇（诗 63） 

                               （午餐于 11.30am） 
 
 

4. 弟兄查经小组： 

                   阅读丛书：《认识神》 

                   日期         ：7-2-2022 开始 

                   时间         ：星期一 9.00pm-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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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妇人线上读书会：     

 辅导丛书：辛克莱.•傅格森《磐石之上》 

日期         ：Feb -June 

 时间         ：星期六 10.00 am -11.30am 
 
 
 

（三）祷告事项  
 

1. 感谢神的公义信实，他要按公义信实施行审判。（诗九六 13）  
 

2. 教会讲台信息，传讲圣经，帮助信徒，坚定信靠，支取恩典，在 

     信心与恩典里，天天跟随主。（诗六三 8） 
 

3. 教会的牧养与治理，定睛基督，追寻主话，攻克自身，在基督里 

     苏醒人心，扶持生命，直到那日。（诗七八 72） 
 

4. 教会里的服侍，肢体之间彼此搭配合一，效法主，服侍人，发挥  

     恩赐，建立生命。（可十 45） 
 

5. 教会肢体间探访关怀，学习圣经，与主相交，互相关怀，劝诫， 

     同享主的丰盛。（西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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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主脚踪，得主喜乐与福乐。（诗一四三 8） 
 

7. 教会年长的肢体，在年迈的年日，为教会与后辈祷告，思念主的 

     作为与恩典，仰望神旨意的成就。（多二 2）  
 

8. 教会的家庭祭坛，基督为家庭的宝座。特别为信主的父亲，依靠 

     神的恩典，带领家庭敬拜， 生命影响生命。（申六 6-9） 
 

9. 教会的弟兄们，虔诚习道，喜爱基督的事，因基督的训言，得生 

     命的好处，胜于千万的金银。（诗一一九 72） 
 

10. 教会的姐妹们，渴慕主话，沉静学道，因主话的甘美，比蜜更 

       甜，终日不住思想与生活的信靠。（诗一一九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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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会的青少年们，学习圣经，确信福音，认识神纯全、美善、可 

       喜悦的旨意，面对世界的挑战。（罗十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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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归于耶和华，永远住在主里面。（撒前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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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 0 七 18-22） 
 

14. 记念作决策的政府，前线医疗人员的安全，病患的康复，本国复 

       苏进展的州属，神掌管眷顾。（诗一一三 4-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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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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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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新年祈求神恩典的护理 

 

主题：新的一年，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有面对仇敌、面对

抉择、面对罪、面对艰难愁苦的时候。但，与我们立约

的上帝必保守、赦免、引领、拯救。 

 

弟兄姐妹，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回顾过去疫情中的两年，我们

经过许多变换不定，和磨练的日子。但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而

有余。前面的日子如何，只有掌管历史的主晓得。但，我们的

盼望不是在于政府或科技，而是在我们的天父。祂应许我们，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脆弱上显得完

全。 

 

今天 2022 年第一个主日，我们从诗篇 25 篇思想神对祂儿女的

应许。 

 

这 是 大 卫 的 诗 篇 。 诗 篇 22 篇 也 是 一 篇 【 离 合 诗 】 

（acrostic），22 节由 22 个希伯来字母开始，透过顺畅的思路

和情感，看见这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在他一生的历练中，

经历与神关系的认识与成长。 

 

司布真把这诗篇以【祷告】和【默想】的交替，为它分段。 

1-7 节祷告；8-10 节默想 ；11 节祷告；12-15 节默想；16-22 节

祷告。 

 

我们从诗的内容中，看见大卫一生与我们面对共同经历，和上

帝对他儿女的应许。 

 

生命中的仇敌 

 

大卫面对给他麻烦、焦虑、失眠，甚至生命危险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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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仇敌不只是来自敌对他的外族；也包括他所尊敬的前辈

（如扫罗王）；他所信任的跟从者；甚至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因此，大卫向神祷告，求神‘不要叫我的敌人向我誇胜’

（vs.2）。 

他向神申诉，‘求你察看我的仇敌’（vs.19）。 

 

大卫面对仇敌的时候，他没有靠自己的实力去敌对和报复，而

是转向仰望、等候和依靠神 （vs1）。（I lift up my soul; in 

You I trust; my hope is in You） 

他深信，神必不叫他羞愧 （vs.3）。 

 

我们生命中，也有可能遇见敌对我们，或给我们麻烦、敌视、

毁谤或小至只是人对我们的不悦。 

面对敌对，两件事情我们要行的。 

 

首先重要的是，我们先自省，他们对我们的敌对不是因为我们

的罪和我们的可恶。 

而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与基督的缘故：或是对方的罪行的缘故。 

 

第二，我们将我们所受的敌对，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等候

祂，信靠祂。 

 

第三，我们照主的吩咐，爱仇敌，为那边逼迫你们的祷告：不

以恶报恶,有机会时向他们施可怜悯。 

 

第四，我们要默想，我们最终极的敌人，不是敌对我们的人，

而是撒旦、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若不谨慎，会因敌

对我们的仇敌而败在这最终极的敌人手中。 

 

神应许祂的儿女，‘凡等候祂的，必不羞愧!’‘惟有那无故

行奸诈的，必要羞愧’（v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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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抉择 

 

大卫与我们一样在人生道路上面对抉择的焦虑。 

有时，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是多选择反而使我们困扰。 

有时，似乎感到神即将吩咐我们行我们还未确定的目的地（如

亚伯拉罕当年）；或给我们负担行一件事，但我们惧怕不能胜

任（如大卫当年被膏立为以色列王；或摩西被召为拯救者）。 

我们需要神指引我们。 

 

因此，大卫祷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

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vs.4-5）。 

 

神如何引领我们的道路呢？透过祂的真理引导我们。 

神今天仍然说话。不是从天上呼喊我们；不是透过今天的使徒

或先知；而是透过圣灵和祂所默示的圣经。 

神的心意已经显明。我们知道如何生活，如何选择人生道路，

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诗 119：105）。 

圣经，给神的儿女救恩的福音；救恩的盼望；神的应许；诫

命；安慰；对神的认识。 

 

面对人的抉择，神应许他的儿女，‘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vs. 5） 

 

生命中残留的罪 （vs. 6-9） 

 

大卫和我们一样清楚他生命中罪的律，如何多次的打败他。 

祂曾因奸淫、凶杀、骄傲、自信，而受神爱的严厉管教。 

他和我们一样，需要神的饶恕与赦免。 

 

因此大卫祷告，‘求你不要记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

（v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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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vs. 11)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vs. 

18） 

 

大卫以及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上帝是公义圣洁的，我们能依

赖什么而得赦罪的盼望呢？ 

第一，我们倚靠的是上帝完美合一的属性。是的，神是圣洁、

公义，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施行审判的主。但，同时，他

是‘大有怜悯和慈爱的’，‘从亘古就如此’！（vs. 6,7）                

使我们不至于因罪而死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依靠上帝的怜

悯、慈爱、良善。 

第二，神因祂自己的良善、慈爱、正直，指示罪人走正路。

（vs. 9）。  

藉着神的灵和祂的道，神要指示和教导罪人悔改、走正路、在

成圣路上长进。 

 

神应许他的儿女，虽然我们有残余的罪，祂要赦免、并教导我

们走正路。 

 

生命中各样的愁苦 (vs.16-18) 

 

这几节圣经提到人生可能面对的各样愁苦。 

‘孤独’（ lonely）；‘困苦’（ afflicted）；‘愁苦’

（troubles）；‘祸患’（anguish）；‘艰难’（distress）。 

大卫因此祈求，‘求你转向我，怜恤我’（vs. 16）；‘求你

看顾我’（vs.18），‘求你保护我 ，搭救我’（vs. 20）。 

神应许他的儿女，在世上的各样劳苦、困难中，他顾念，要拯

救。 

罪恶与愁苦是因人的罪而来。 

最终，上帝要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愁苦。（vs. 22） 

藉着祂爱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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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临在的保护、领导、赦罪和救赎。 

 

这是我们生命中，无时无刻的需要。神应许给他的儿女。 

而这些应许中的福气，是包装在神对祂儿女的约里（vs. 14; 

10）。 

 

‘耶和华与敬畏祂的人亲密（ESV：the friendship of the Lord is 

for those who fear Him）； 祂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vs. 

14）。 

‘凡遵行祂的约和祂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vs. 10）。 

 

 

 林约瑟       

 2. Ja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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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生活 

书名：《磐石之上》 

作 者 ： 辛 克 莱 . 傅 格 森 （ Sinclair B. 

Ferguson）译者：Virginia Yip 译 

出版：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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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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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格森博士（Dr Sinclair Ferguson）的著作 

《磐石之上》主要 

是按合乎圣经的神学诠释救恩实施在信徒身上的作为。在基督里不

是出於罪人自己的选择，而是永生神的拣选预定，以至於罪人可以

藉著信和悔改进入神的国，被称义，并被收纳为神的儿女，依靠神

的恩典过成圣的生活。在基督裏不是一个模糊的地带。一个人若是

属基督，在基督里，他就不属乎世界。 

一般神学家在讨论神救恩的实施时都会先论及神的预定拣选，傅格

森与加尔文相似，都是先诠释基督徒新生命的本质，比如傅格森就

先讨论恩召、重生、悔罪、信靠、称义，纳认并与主联合等教义

后，才诠释神预定与拣选的主题。这样子的编排，主要是引导读者

循序渐近地掌握其他救恩实施的教义，综合整本圣经的的教导。

（43 页）上帝永恒中的启示就在基督里启示出来，向人类启明上帝

拣选的目的以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都出於上帝的预定。因

此，罪人蒙拯救，是神主权的拣选预定，神国子民不是出自人心的

决议。既然神救赎的计划是神主权的掌管，按祂永不改变的属灵，

必保守所蒙拣选的神国子民信靠到底，直至在新天新地里，属神子

民必与元帅耶稣基督同享荣耀，共享天上的宴席。 

罗马书一 19-32 刻画一个罪人的内心与外在的行为表现。一个罪人

心中没有神，拒绝神的存在，结果『心思变为虚妄』、『聪明成了

愚拙』，满足自我，内心污秽，行事诡诈。他逞著内心的情慾，玷

污自己的身体，敬拜受造之物。得救的人是以神为中心，因他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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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呼召，使他从罪中『醒悟过来』（路十五 17）透过圣灵的

工作，认知自己是个不公不义，行事为人抵挡神的人。一个以神为

中心的人，他的心思意念被更新，过去享受罪，如今恨恶罪，并以

耶稣基督为至宝，成圣的目标就是追求耶稣基督。 

傅格森指出旧人的生命被上帝鎔化，被祂恩典重新塑造，透过『教

义的规範』就得以塑造成基督的样式。（9 页）因此，教会着重按

圣经规划教会的教义教导事工，以基督为中心渐进循序，按部就班

地餵养群羊。信徒生命的改变与教义性的教导息息相关，唯有按时

的提供属灵灵粮，信徒才得以茁壮成长，『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

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来五 13）耶利米书六 16 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

你们心裏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这两者之间，

让我们寻回主所定下的『古道』，结合教义与生命实践。这是一条

属天的天命历程，引领基督徒得享在基督里的真安息。 

妇人辣椒读书会将于新年后二月中开始阅读这本书。求神帮助我

们，在妇人们日常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谈神学，谈认识神，谈救

恩，从圣经所启示救恩的要义，建立整全一致的信仰与生活的根基

与框架。这本书共有十八章，每个星期阅读一章，跟着导读的题

目，在群组里彼此学习，翻阅圣经，生命在主的话语里，听道、知

道、行道，心灵得陶塑安慰建立，长大成人。将我们日常，例如经

营天天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生活，养育儿女，工作赚

取，服侍爱人等需要，因认识里面蕴藏丰富的神学，具有生命塑造

力，天天信靠仰赖基督，继续经营，继续作战，而归荣耀于神，直

到那日。 

 
 
 

 
 

   ·王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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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男女老少在主里彼此扶持      
                                                                            

                                                                        登上‘华山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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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圣经团契：通过视屏分享后，分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