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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十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

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林前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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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事奉表 
 

日期 2 9 16 23 30 

证道主题：劝勉 / 路加福音 / 圣经教义 

讲员 林约瑟 陈文才 林约瑟 朱玮骏 陈子强 

讲题 犹大君王的

学习-灭国与

总结历下 36 

被主洁净 

路 5:12-16 

主日敬拜与

受洗聚会 

信徒处世的

本分（2） 

彼前 3:1-12 

基督徒 

的受苦 

彼前 3:13-22 

司琴 陈家丽 刘美恩 Deborah 刘美恩 Deborah 

饼杯 苏敏荣 许诒杰 苏圣源 董志勤 李彦廷 

奉献 彦廷/子扬 永奇/思敏 运祥/董惟 登展/建源 焕恩/敬源 

               儿童主日学 / 少年班：新约纵览  

圣经救赎历史故事的 16 段经文 

 

主日学导师 Deborah Deborah Deborah Deborah Deborah 

题目 15.称义 15.称义 16.荣耀 16.荣耀 复习 

少年班导师 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参加成人 主日学    《 生命历奇 》   查经班  
 

                      祷告会（星期四，9.00pm - 9.45pm）主题：上帝的护理 

日期 6              13              20             27 

分享  林约瑟   

题目  原生家庭与上帝 的护理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主题：查经 / 辅导/呼召   

日期 1 8 15 22 29 

分享 黄振禾 林约瑟 林约瑟 林慈信 黄振禾 

题目 查经：以斯拉

记(六) 

创世纪的 

情与爱（1） 

创世纪的 

情与爱（2） 

我们的属灵遗

产：浅谈二十世

纪中国教会史 

查经：

以斯拉

记(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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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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am-10.30am）在教会实体敬拜。 

b. 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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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会实 

     体聚会。 

f. 成人主日学/少年班（主日 11.30am-12.30pm）在教会实 

     体进行。 

g. 妇人读书会（星期六 10.00am-11.30am）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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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日敬拜、主日学、少年班、诗班及青少年圣经团契已恢复 

实体聚会，愿神预备弟兄姐妹存敬畏颂赞的心聚集于恩信教 

会，彼此同心敬拜称谢赞美神。 
 

4. 主日敬拜与受洗聚会 

     日期         ：16/10/2022 

     主日敬拜：9am-11.30am 

     洗礼         ：12pm-12.30pm 

     洗礼地点：海尾，美湖 

   （于海尾餐厅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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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会特别聚会： 

   日期：22/10/2022 （星期六） 

   时间：7.30pm-9.00pm 

   讲员：林慈信牧师 

   题目：我们的属灵遗产：浅谈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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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心与 

     恩典里，天天跟随主。（诗六十三：8） 
 

3. 教会的牧养与治理，寻求神预备神学装备，教导圣经，引导 

与监督，追寻主话，在基 督里苏醒人心。（诗七十八：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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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一百四十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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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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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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百十九：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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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百十九：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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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软弱的肢体及病痛的家属，平稳的治疗与休息，神同在

眷与保守，认识基督的真实。(诗一百零七：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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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ies of Christian Fellowship 
John Owen 
 
 
 

规则 12 Rule 12 
 

在教会事务中，信徒不得区别对待不同的人，而应屈尊于最软

弱的弟兄，为了那同为信徒弟兄的好处，卑微的服侍他。 
In church affairs, believers must not discriminate between persons, 
but condescend to the weakest brother and perform the least 
service, for the good of fellow-believers. 
 

雅 2: 1-6 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

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 如果有一个手戴金

戒指、身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

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 你们就看重那

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 上。 ”又

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

脚凳边。” 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

的审判官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

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这些人却在信心上

富足，而且是承受神的国的人。这国是 神应许赐

给爱他的人的。 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其实，那

些欺压你们，拉你们上法庭的，不就是富足的人

吗？ 
 
太 20: 26-27 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

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  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

的，就要作你们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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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12: 16 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不

可自以为聪明。 
 
约 13: 12-16 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就穿上外衣，再坐下来，对

他们说：“我给你们作的，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

我‘老师，主’，你们说得对，我本来是。 我是主，

是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 

我作了你们的 榜样，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作的去

行。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奉差遣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   
 
解说 12 Explanation 12 
 
主没有藐视的，我们也不能藐视  Where the Lord has not 

discriminated, neither should we。在耶稣基督里，没有富足与

贫穷；高贵和卑贱之分，只有’新造的人‘。一般上，‘神拣选世上

软弱的，好叫刚强的羞愧’。 
 
经验告诉我们，蒙属天呼召而按世界的标准是智慧的、有权势

的、身世尊贵的，并不多。这并不是说，基督的福音抵触，或抵

消了这些-从势力、权柄、关系、世上蒙福的享受、恩赐、年

纪，和其他各样的元素-按神的设定和安排所拥有的-人与人之间

的差异和独特性；福音也没有除去人的独特性所该给于的尊敬、

敬重、责任、顺服；更不是废除了在世上的物质所建立的拥有

权。 
 
我们所说的是，在属灵的事情上, 这些外在的东西，从整体来

看，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价值或尊贵。 But it declares 
that, in matters which are spiritual, these outward thing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the same for all, are of no value or 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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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徒都应该被看为圣徒，不是看为‘伟大的’或‘富有

的’。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赤裸的。 
 
白白的恩典是唯一独特的；其他都是神家里的弟兄，同一位主人

的仆人，领受同样的工作，受同样的信仰，享受相同买赎回来的

特权，盼望同样的奖赏和永生。 
 
为何需要有分类呢？因此，让那些强大的，看卑微去服侍那些弱

小的圣徒，是尊贵的服侍 Therefore, let the greatest consider it 
their greatest honour to perform the lowest necessary service on 
behalf of the lowest of the saints。属灵的团体应该确保在属灵的

事上平等 A spiritual community should ensure equality in 

spiritual matters。不是最富有的，或是最贫穷的，而是最谦卑

的人，在神的面前蒙悦纳。 
 
遵守这规则的动机： 
 
1. 基督的榜样。 

 
2. 圣经的命令。 

 
3. 神没有偏待人。 

 
4. 我们同有一样信仰、盼望等。 

 
5. 在关乎神的事的时候，这些差异都是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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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3 Rule 13 
 
如果任何一个肢体陷入困境，迫害或苦难，整个教会都应该谦

卑，并认真地为他祷告。 
If any member is in distress, persecution or affliction, the 
whole church is to be humbled, and to be earnest in prayer 
on his behalf. 
 
使 12:5,7,12 彼得就这样被拘留在监里；但教会却为他迫切地祈

求 神。 

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现，牢房里就光芒四射。

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唤醒他，说：“快起来！”

他手上的锁炼就脱落了。他明白了之后，就到约翰

（别名马可）的母亲马利亚家里去；有许多人聚集

在那里祷告。 
 

罗 12:15 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林前 12:26-27 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

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

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作肢体的。 
 

帖后 3: 1-2 最后，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也像在

你们那里一样快快传开，得着荣耀， 也使我们能

够脱离那些不讲理的恶人，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

心。 
 
 
 
 
 



                                                           10 

解说 13 Explanation 13 
 

这个规则，整体来说，已经包含在规则 12 里，因此无需完全再

详细讨论，特别有关对我们是同为肢体的认知后，这个规则所要

求的，乃是自然的。 

上帝喜爱祂教会热忱的祷告，有如祂喜爱他们的赞美 God is as 
delighted by his churches’ fervent prayers as by their thankful 

praises。因此，祂以各样的护理，呼召他们履行这项责任。 

为了保存祂的全教会，有时祂会让教会其中一些肢体受苦，知道

祂透过圣灵在他们彼此间所建立的关系，必会产生共同的忧患和

集体的祷告。 
 

 属灵上的联合要比自然的结合更高贵、更优秀，但这意味着，

如果任何一个肢体，或整个教会，没有同忍受和照顾每个部分和

肢体的痛苦，这将是应受谴责的。任何不能感受身体上其他肢体

痛苦的，它本身已经是腐烂而需要被截肢的肢体，以免它腐蚀全

身 Any one member who does not feel the pains of its fellow is 
rotten, and should be cut off, in case it infects the remainder of the 

body。 
 

因此，若任何教会的其中肢体们在神试炼的重负下 under the 

weight of God’s afflicting hand，或在人的愤怒逼迫下，同为肢体

的和教会全体，有责任需要警觉，并考量自己是同负担的，因而

不断迫切为他/她祷告，和给予一切合适的帮助。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他们在同为肢体的患难中属灵的关怀。 
 

这样行是必须的，以致于： 

第一，神的旨意成全。第二，福音的荣耀被高举。第三，教会全

体被保存和得释 preservation and deliverance of the whole church 

is obtained。第四，圣徒在某程度上得以效法基督的受苦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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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gree of conformity with the suffering of Christ. 第五，无可衡量

的教会团契所带来的福乐。 
 

思考/ 讨论问题 : 

1. 你的教会是否，透过肢体个人和全体公众的祷告，给在经历

患难的肢体献上祷告？ 

 

2. 你教会的任何肢体受苦的时候，你是否同受苦，还是只有为

那些最亲近你的人而已？ 

 
 
 
 

    

        
 

成人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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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诗班献唱《其中最大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