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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十二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

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            

                          诗篇十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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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事奉表 
日期             4              11                 18             25 

 

主日敬拜 

证道主题：福音、圣经教义、信徒生活 

讲员 林约瑟 林约瑟 严家洋 陈文才 

讲题 恩信：神的恩

赐:我们的信念

(3)福音的大能 

基督的顺服  为主而活（2） 

彼前 4：12-19 
是何婴孩？ 
赛 9：6-7 

司琴 陈家丽 刘美恩 Deborah 刘美恩 

饼杯  苏敏荣 刘运祥 董志勤 许诒杰 

奉献 杨思敏/李彦廷 黄永奇/苏圣源 刘建源/董惟 苏敬源/吕登展 

 

儿童主日学 / 少年班： 

儿童简明要理问答/生命历奇 
主日学导师 Deborah Deborah Deborah - 

题目 儿童简明要理 

问答Q12 - Q13 

儿童简明要理 

问答 Q14 - Q15 
儿童简明要理 

问答 Q16 - Q18 
圣诞节 

少年班导师 李彦廷 李彦廷 李彦廷  

题目 参加成人 主日学 《生命历奇》  

 

祷告会 - 星期四（9.00pm - 9.45pm） 

主题：神的护理 

日期             1           8          15 22         29 

分享 林慈信（8pm）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希西家王的复兴    神的护理 与 原生家庭 
 

 

青少年圣经团契 - 星期六 (7.15pm - 8.45pm） 

主题：查经/ 

日期            3          10           17         24                       31  

讲员 陈子强 黄振禾 黄振禾    黄振禾               陈文才  

题目 上帝的心肠

（三）约拿书 

以斯拉记

（九） 

以斯拉记

（十） 

平安何处寻？回顾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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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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聚会： 
 

a. 主日敬拜（8.45am-10.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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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会实 

     体聚会。 

f . 成人主日学 (主日 11.00am – 12.15pm) 在教会实体学  

    习。      

g . 弟兄查经小组（星期一 9.00pm - 10.30pm）《简明圣经 

      预定论》Zoom。 

h. 《真理与生命》查经课程近期将开始阅读。 
       

       这本书能帮助你进入《圣

经》的真理中，学习怎样彻

底做基督的门徒。书中并没

有什么巧妙的速成秘方，也

不会因讨好你而避开一些叫

你扎心知罪的事。但你若用

心使用此书——不论是个别

学习或小组学习——必从中

获益，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知识上长进。 

（林慈信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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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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聚会： 
 

  日期： 1/12/2022（星期四） 

  时间:   8pm 

  讲员：林慈信牧师 

  题目：希西家王的复兴 
 
 
 
 
 

   

 

 

平安夜福音聚会 
 

  日期： 24/12/2022（星期六） 

  时间： 8pm 

  讲员：黄振禾长老 

  题目：平安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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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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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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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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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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一百零七：18-22） 
 

14. 记念作决策的政府，前线医疗人员的安全，病患的康复， 

       国界的开放，愿神掌管眷顾。（诗百十三：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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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兄姐妹可以把奉献的金额汇入教会的大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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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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ies of Christian Fellowship 

John Owen 

 

 

 

规则 5 Rule 5 

 

教会必须支持牧师 

及其家人，供应他们所有地上的需要，按适合教会的情行和状

况的程度。 

The church is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pastor and his family by 

supplying all their earthly needs to the degree that is 

appropriate to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of the church. 

 

提前 5: 17-18 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

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

的敬重和供奉的。 因为经上说：“牛踹谷的时

候，不可笼住牠的嘴。”又说：“作工的配得工

价。” 

 

加 6: 6-7 在圣道上受教的，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的一

切美物。 不要自欺， 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

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 

 

林前 9: 7, 9-11, 13-14 

有谁当兵要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

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羊群，不喝羊的奶呢？  

就在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踹谷的时候，不

可笼住牠的嘴。”难道神关心的只是牛吗？ 这不

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当然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

种的应当存着希望去耕种，收割的也应当存着希

望去分享收获。 我们既然在你们中间撒了属灵

的种子，如果要从你们那里收获一些物质的供

应，这算是过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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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们不知道，在圣殿供职的，就吃殿中的供

物；侍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祭物吗？ 主也

曾这样吩咐，叫传福音的人靠福音为生。 

 

太 10: 9-10 你们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路上不要带

行囊，也不要带两件衣裳，不要带鞋或手杖，因

为作工的理当得到供应。 

 

 

解说 5 Explanation 5 

 

神对福音里的教会有一个应许，‘列国的君王要作你的养父，

他们的王后必作你的保姆’ (赛 49: 23）。照顾全地那些委身服

侍教会的人的需要，给予他们粮食和保护，首先是落在那些有

在位有权力的人身上。历代以来，不少国家透过法律或君王的

命令，给予教会和其牧者一些的特权和优待。在这样的情况

下，如果在平等和公义的法律下提供给教会牧者的物质需要，

而牧者在福音的劳苦上回馈了属灵的益处，那么，牧者和教会

可以以感恩的心接受，看为是神护理下给他的供应。我们的救

主允许他的门徒从他们传道的对象接受支持（路 10:8）。 

但这不是必然的事情。这样由在位者的支持会失败的。因此，

持续的关心和负担，或者更佳的是，爱心中的劳苦，来供应牧

者的需要，当落在教会自己本身的身上。教会必须按神给予她

的处境和经济的状况，来执行这个责任。教会全体，既是每个

肢体，必须有这个责任。 
 

The continual care and burden, or rather the labour of love, for 

providing for pastors lies, as a rule, upon the churches themselves. 

They are to do this in a way which is appropriate to their situations 

and to the financial position in which God has placed them. Each 

church in general, and each member in particular, is obliged to do 

thi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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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这规则的动力 Motives for obeying this rule: 

 

1. 这是神的吩咐，就如以上的经文所说的。 

 

2. 这是必须的。牧者如何‘像军人一样的事奉，如果他必

须为生活挂虑呢？他们必须全心的在这属灵方面的服侍

上（提后 4: 15）；其他物质上和暂时性的工作必须为

他们劳力。 

 

3. 在公平的理由上。我们的主和使徒们在平等和公正，及

各样人间的法律和公义的原则上为它辩护（太 10: 9-10; 

林前 9: 10）。 

 

没有给劳力的人适当的工资是一种罪（雅 5: 4-5）。 

这是败坏的人为了剥夺或降低牧者在上帝的护理下，完全有权

接受的回馈所做出的可悲努力。 

It is the wretched efforts of corrupt men to rob, or reduce the value, 

of that which pastors, by God’s providence, have every right to 

receive. 

 

思考问题： 

 

1. 你可以同意约翰欧文所说的，支持教会的事工和牧者首要是

国家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应该同样应用在其他宗教上么？ 

 

2. 约翰欧文所强调‘按适合教会的情行和状况的程度’（to the 

degree that is appropriate to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of the church）

是什么意思？一个教会如何衡量这个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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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6 Rule 6  

 

教会要在牧者因为神的真道而遭遇各样试炼与逼迫的时候，仍

与他同行。 

The church is to remain loyal to the pastor and to stay at his 

side in all the trials and persecutions that may arise because of 

the word. 

 

提后 4 : 16 我第一次申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反而

离弃我。但愿这罪不要归在他  们身上。 

 

提后 1: 16-18  愿主赐怜悯给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为他多次使

我畅快，也不以我的锁炼为耻；他竟然来到罗

马，迫切地寻找我，结果找到了。（愿主在那日

使他从主那里得着怜悯。）你也清楚知道他在以

弗所是怎样多方服事我。 

 

解说 6 Explanation 6 

 

共同的目标应当有共同的努力来达成。 

关乎大家的事需由大家来支持。 

A common cause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common effort. 

What concerns everybody should be supported by everybody. 

 

因神的道的缘故而产生的逼迫，通常最先临到首领（彼前 4: 

17-18）。 

分散群羊的最普遍方法是击打牧者（亚 13: 7-8）。 

牧者若是为教会而受辱骂和逼迫，教会因此又责任分担他的重

担，帮助他去承受（提后 2: 10；西 1: 24）。 

 

如果教会失丧了，不能所有的抱怨都在牧者的身上，若在试炼

的时期，信徒不在他们的身旁。这好比一个领军的，在过关斩

将的时候回头发现所有士兵已经逃跑了，他会感到被出卖而处

在无法应对仇敌攻击的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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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一般上，当一个牧者被迫害的时候，众人马上很乐意

的接纳另一个人，也许是一头狼，取代他们的牧者。 

No sooner had persecution laid hold of a minister, than the people 

willingly received another man, perhaps a wolf, instead of their 

shepherd. 

 

一个妻子岂能因为她丈夫为了她而掉入祸患中而离开他呢？ 

如果夫妻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明显，一个人在属灵的事

上背道岂不是更加严重么？ 

When the duty of a husband or wife in such a position is clear, is it 

less of a crime for a backslider in spiritual things? 

 

当一个牧者尚活着，为真理而受苦，教会不能抛弃他、停止履

行他们对牧者应有的一切职责，而不犯下藐视耶稣基督所命定

的旨意的罪。 

When a pastor is still alive, suffering for the truth, a church cannot 

desert him, nor stop fulfilling all their required duties toward him, 

without being guilty of a wicked contempt of the ordinances of 

Jesus Christ.  

 

牧者们常背负一个重担：在没有任何出自本身的原因之下，他

们被逼离开他们的职分；而那些将重担放在他们肩上的人却可

以没有原因之下，随意自由的离开他们。 

 

思考问题： 

 

1. 今天有什么独特的重担、试炼、和逼迫，是今日的牧者可能

因【神的道】而承受的呢？ 

 

2. 教会可以有什么实际具体的步骤可以采取，以致可以： 

 （a）. 理解和敏感于牧者所存在的重担。 

 （b）. 舒缓牧者的这些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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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约瑟长老颁发受洗证书于 Happy 和 Moei。将一切荣耀归于

神！ 

 

 
 

教会弟兄姐妹与 Ammy，Happy和 Moei 家人一起团契，大家

有美好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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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这对新人❤ 

 

 

 

 

 

 

 

 

 

 

 

 朱玮骏与 Joyce于 26/11/2022举行结婚感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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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ray 😍 

    我们终于领到结婚证书了！ 

 

    
     诗班献唱《 其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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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强牧师分享。 

 

 

     

 

 

 

 

 

 

 教会 Unifi upgraded from 30 Mbps to 100 Mb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