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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正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

们众人同在。                  哥林多后书十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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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15 22 29 

      主题：圣经教义、救赎与信徒生活 

讲员 林约瑟 陈文才 李学文 林约瑟 林慈信 

讲题 忧伤痛悔之

心 

 

乐从我主  

 

路 5:27-32 

神的保守 

 

箴 16 

新年感恩会-

万恩从你而

来 

诗 103 

复兴真意 

 

司琴 陈家丽 刘美恩 Deborah 刘美恩 Deborah 

饼杯 苏敏荣 刘建源 黄永奇 李学文 杨思敏 

奉献 圣源/彦廷 运祥/玮骏 新凯/志勤 诒杰/家洋 敬源/登展 
 

                      主日学 / 少年班：信仰基石-系列 A 谁创造了你 
 

主日学导师 王福娟 王福娟 王福娟  王福娟 

题目 课程简介 谁创造了你 谁创造了你 新年感恩会 谁创造了你 

少年班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参与成人主

日学 

谁创造了你 谁创造了你  谁创造了你 

 

 

       祷告会（周四  9.00pm -10.00pm）     主题：神的护理 
 

日期             5              12              19             26 

分享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题目 对临终与死亡的默想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 7.15pm-8.30pm） 

主题：信仰 / 查经 
 

日期             7              14              21             28 

分享 黄振禾 林约瑟 暂停 黄振禾 

题目 查经- 

雅各书一 

创世记的 

情与爱（4） 

新年除夕夜 查经- 

雅各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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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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主使用。 
 

2. 正月份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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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am - 12.30pm）。 

c. 成人主日学（主日 11.30am-12.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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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诗班（星期六 5.00pm）在教会练习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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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妇人读书会（星期六 10.00am-11.30am）Zoom 

h. 弟兄阅读小组（星期一 9.00pm - 10.30pm）Zoom    

i. 查经小组 Zoom   
 

3. 妇人读书会 

                    阅读丛书：《如何爱难相处的人》 

                                          《新生命与新生活》 

                    日期         ：7/1/2023 星期六开始 

                    时间         ：10.00 am-11.30am       
 

4. 新年感恩会： 

              日期：22-1-2023（星期日） 

              时间：9 .30am 

              讲员：林约瑟长老 

              题目：万恩从你而来                        

              地点：Berjaya Penang Hotel 

             (会后有自助餐) 
 

5. 成人主日学： 

    i） 8-1-2023 见证分享会 

ii）2023 年 2 月 5 日开始《按恩赐事奉》课程，帮助信徒认识恩赐， 

      以及确定恩赐与使用。若要参加，请向陈文才传道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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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事项  
 

1. 感谢神的信实，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依靠。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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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主脚踪。 

（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诗 119：30） 
 

3. 教会里的服侍，肢体之间彼此合一搭配，效法主，服侍人，发挥  

     恩赐，建立生命。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   

     多人的赎价。可 10：45） 
 

4. 教会肢体的探访，互相关怀，彼此相交、劝诫，学习圣经，同享 

主恩惠。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罗 8：28） 
 

5. 教会的弟兄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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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诗 119：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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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作信徒的榜样。提前 4：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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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督精兵。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弗 6：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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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 

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的尘土。诗 10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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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记念作决策的政府，前线医疗人员的安全，病患的康复，我国冠 

     病的疫情，神掌管眷顾。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在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赛 41：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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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作 

     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可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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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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背后”和“前面”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再过三个小时，我们就将踏入 2023 年！ 

你对过去的一年，或过往所度过的年日，有什么感恩的，和所学

习的呢？ 

你对前面的一年，或前面所要度过的年日，又有什么计划和期望

的呢？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说，‘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

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目标竭力追求，

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可以从神所教导保罗的，来学习如何看【过去】和【未

来】。 

 

当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我们为所蒙的恩而感谢上帝：‘我以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 3:8）。 

保罗过去靠自己的身世、传统、个人的努力、好行为、热诚，想

得着神的喜悦，直到他得着‘因信基督而得的义’（腓 3: 9），

才将万事看为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 

回顾过去，我们只有在基督里看我们的人生故事，我们的过去才

找到意义。 

信主前，信主后的经历，酸甜苦辣，在神护理下，都为我们在基

督里的称义和成圣为目的。 

 

当我们看未来的时候，我们为更完全的目标而竭力：‘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腓 3: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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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知道，神有更多的

恩典，他还有许多成长的学习，神召他要得着的奖赏是在天上的

荣耀。过去的失败和成就，虽然记忆尚存，但它却不能成为他裹

足不前的重负。 

你看新的一年，你看见什么？你计划什么？你又追求什么？ 

 

愿主赐福你，赐你平安。 

新年快乐。 

 

林约瑟 

31.Dec.2022 

9:00pm  

 

 

 
                                    <平安夜福音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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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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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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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最后一天，PLC 爬山队伍一行十二人征服槟城 

Trans 9 Peaks（9 座山），共用了 7 小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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