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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四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

世界。 约翰福音十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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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am - 12.30pm
教会祷告会：每周四 8.15pm - 9.00pm
教会诗班练习：周六 5.00pm - 6.30pm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 7.15pm - 8.30 pm

家庭读书会：每周五 9.45pm - 1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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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四月份事奉表

日期 5 12 19 26

证道主题：民数记、路得记、复活节等信息

讲员 李学文 林约瑟 陈文才 黄振禾

讲题 我为你们

使水流出吗？

民廿 1-13

神将他

升为至高

要如何

找到安身之处
得三 1-18

为何把我们领

出来
民廿一 4-9

传递饼杯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杨思敏

司琴 齐心敬拜 齐心敬拜 齐心敬拜 陈家丽

传递奉献袋 居家自备 居家自备 居家自备 圣源 /登展

报告 严家洋

成人主日学：石版上的圣言

负责老师 暂停 暂停 暂停 彦廷 /玮骏

题目 见证分享

少年班：圣经时间轴

负责老师 暂停 暂停 暂停 苏敬源

题目 尼十三 1-21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Knowing My Bible

负责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亚伯拉罕

的生平
创 11-25

亚伯拉罕

的生平
创 11-25

先祖雅各
创 25-37

先祖雅各
创 25-37

领唱 /司琴 Zoom Zoom Zoom 纪淑敏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4 10 18 25
带领讨论 朱玮骏 林约瑟 朱玮骏 王福娟

题目 提前六 6-10 受难节聚会 提前六 11-16 人如何改变 2
领唱 /司琴 Zoom Facebook Live Zoom 彦廷 /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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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事项

1. 2020 年教会主题：藉我赐恩福。这个主题表达我们今年所要注重

的焦点。我们要透过关怀、布道、培训、辅导，让我们成为肢体彼

此间和未认识基督的亲戚朋友的祝福。

2.三月份至五月份成人主日学主题：石版上的圣言，学习十诫丰富

的教导，与日常生活中实际的应用。

3.少年班主题：圣经时间轴，透过圣经故事的时间轴，认识圣经书

卷，以及神救赎的作为，以查经、读经、组别分享方式进行。

4.儿童主日学主题：认识我的圣经，透过圣经故事的时间轴，认识

行奇妙救赎大事的神，帮助孩童阅读圣经。

5.四月份受难节以及复活节聚会安排：

日期：10 April 2020 日期：12 April 2020
题目：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讲员：林约瑟

时间：8.00pm - 9.00pm
聚会方式：Facbook Live

题目：神将他升为至高

讲员：林约瑟

时间：9.30am -11.00am
聚会方式：Facebook Live

6.若行动管制于 April 14结束，过度缓和期间，April 19主日敬拜继

续使用 Facebook Live进行，直到 April 26，教会才恢复往常主日敬拜

聚会。

（三）祷告事项

1. 依靠仰赖基督的永活，永不改变统管的权柄。（诗一 0三 19）

2.行动管制期间，教会透过网路带领肢体居家敬拜，求神保守教会

的合一，齐心敬拜主，心灵得主话语的坚固。（诗廿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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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新冠肺炎事宜祷告，不忘记上帝是我们的庇护（诗九十 1-2）
 国家的平安，灾疫得有效控制，根除

 病患得医治，回家与家人团圆

 国民听从指示，履行国民的职责，行动管制期间留在家中

 前线服务的医生、护士，以所有医护人员，心灵的安慰，

生命的安全

 福音的契机，操练怜悯、恩慈，服侍照顾家人

4.神建立家庭，居家的日子，每个家庭一起读经、祷告、敬拜、默

想主恩言，谨记在心版上。（申六 5-6）

5.居家期间，谨慎自守，约束自己的行动与言论，操练忍耐，节

制，对肢体或家人，彼此体恤，住在主里面。（彼前 8-9）

6.为在家工作的肢体，以及在家学习的学生们来祷告，勤奋认真，

依靠主的至善，亲手作工，履行责任，认识主的美善，讨主的喜

悦。（帖前四 11）

7.为全教会肢体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

恶，为罪哀伤，在基督里再次把自己交给主，生命得更新，成为合

乎主使用的器皿。（林后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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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十一 1-35 林约瑟

（主日讲台信息，2020 Mar 1）

这个月我们开始 从民数记 来学习神的话语。民数记在摩西五经希

伯来文的命名是 ‘在旷野’in the wilderness 的意思。七十士译本

开始称它为 ‘民数记’，因为本书有记载两次数点人口。利未记所

描述的，发生在西乃山脚下，神赐给他们祭司的制度，教导他们如

何敬拜，设立大祭司，和献祭的条例。利未记所发生的事情，大约

是在西奈山脚下一年左右的时间。

民数记记载从西乃山脚下以色列人开始要朝向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前

行。虽然不是很遥远的行程，但整个记载包含了他们历史四十年的

时间。第一章到第十章记载以色列人行程开始前的准备。摩西按支

派数点人口，指定他们扎营的地方，安排利未支派和祭司们的职

责，该献的礼物，和如何搬运会幕等。

从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情形。 其中给

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多次的抱怨和不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位

信实的上帝，如何向他们施恩典和怜悯。虽然屡次以色列人因不信

和叛逆而受神的管教审判，但是，神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

忘记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最后一段二十六到三

十六章，记载第二次数点人口，并为进入迦南地作好准备。

为什么民数记对基督徒重要呢？

（一）民数记给我们看见人可怕的罪性。即或每天享受神的护理和

供应，我们仍然会对这位创造者存有不信、抱怨和悖逆的心。

（二）民数记向我们显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我们与神建

立关系的稳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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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数记给我们看见上帝圣洁与公义的属性。犯罪、悖逆的，

神的愤怒、审判，会临到他们。

（四）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被记录下来，作为我们的鉴戒（林前

10:1-13）。以色列人虽然看见神的大能，经历神的供应，保护，因

着不信的恶心，多有倒弊旷野的。在人生百般试炼中，我们要信靠

神，寻求他，依靠他。

（五）民数记中给我们看见所预表，将来超越摩西的先知，耶稣基

督。基督在上帝全家忠心，他的忍耐、谦卑、代求和带来的启示，

是摩西所作一切更卓越的实体。

今天，我们要思想民数记 11:1-35

抱怨的罪

以色列人离开西乃的旷野，开始了他们的行程，过了三天的路程找

到一个安息之地。他们信心的软弱马上就显了出来。民 11:1-3，百

姓发怨言，受神以火来警告他们。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改变。民

11:4-34，他们的因贪恋所产生的哀怨，引发了神严厉的审判。埋

怨，真是个可怕的罪。

（一）贪恋所生的抱怨出自忘恩与不知足的心 （民 11:4-9）

‘以色列人在旷野 吃了神从天上 所赐给他们的吗

哪， 好一段的时间以后， 他们开始 感到厌烦。 他

们开始想：‘如果我们有肉多么好啊！’，‘谁给我们

肉吃呢’，‘我们只有吗哪’。If only we had meat. We
never see anything but this manna. 他们开始觉得神不够

体谅他们，贪恋使到他们’心都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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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第 6章 说：“敬虔而又有知足的心，就是

得到大益处的途径。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

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贪财是万

恶之根。 有人贪爱钱财，就离开真道，用许多痛苦把

自己刺透了”。第十条诫命说，不可贪恋。我们要逃避

贪恋的思想，像逃避野兽一样

（二）贪恋所生的抱怨扭曲了价值的判断（民 11:5、10）

因为轻看神所赐的而贪恋所没有的，他们开始想念埃及

的时候所拥有的各样食物蔬菜。他们的思想，判断也开

始被扭曲了。‘不花钱就吃鱼’。At no cost. 他们忘记

了他们在埃及作奴隶时候的代价。圣经在第 8节的形容

似乎和以色列人的抱怨来做一个对比。18节说，‘百姓

周围行走，把吗哪收起来’。其实真正不付代价的，是

神赐给他们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而他们从埃及所得到

的一切，即或是大鱼大肉，是他们用血汗和自由换取回

来的。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是为了他们的痛苦和自

由而向耶和华神哀求（出 2: 23）。如今，却为了鱼、

为了黄瓜、西瓜等，大大的抱怨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因

此，当基督徒埋怨的时候， 往往也是因为看短暂的 肉

身的需要、属世的需要，看得重要过属灵的、属天的，

在基督里的福气和身为神儿女的地位。

（三）贪恋所生的抱怨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民 11:10-15）

摩西感到极度的重担，开始看神的呼召为一个咒诅，多

过是祝福（11）。他向神伸诉，这百多万人本与我没有

血肉之亲（12）。这是漫长，艰巨的工作（12-13）；

责任太重（14）；而我独自承担（14）。最后，摩西，

这位伟大的领袖，求神怜悯他，使他离开世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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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面对几个孩子的抱怨。摩西面对的是百多万人

的怨言。抱怨的恶性影响是严重的。他像毒瘤蔓延，使

听者的心思从神转向问题，信心被疑惑吞噬，盼望变成

绝望。我们要留意这个心中的恶，把它治死。多少夫妻

的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团队的同工关系，是因

为抱怨而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四）贪恋所生的抱怨最终是在厌弃神（民 11:20）

抱怨的最终极罪恶，其实是厌弃神。怀疑、不喜悦神的

作为。‘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上帝的回应

（一）给摩西同工的长老（民 11:16-17）

召聚了 70人。神将赐给摩西的圣灵也赐给他们。

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止给摩西，也是给众百姓。抱怨的试

探，我们一生都要面对的内心战争。但神给我们同伴分担，

守望，祷告。埋怨好像树林的大火，让我们不是成为促进它

更扩大燃烧的风，而是把它灭息的雨水。

（二）给他们天天吃肉一个月（民 11:20）

直到他们厌烦。就如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中，摩西与耶稣

的门徒一样，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民 11:21-22）。耶和华

说，‘我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么’（民 11:23）。神就

使风将鹌鹑颳来。盖满地上三尺高。以色列人用两天时间日

夜收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兴奋和混乱，把他们贪恋的内

心表露无疑。哪知，这是神审判前的任凭，将他们交给他们

自己的私欲。当肉还在牙齿缝，神用灾殃击杀了他们（民

11:33）。那地方因此命名为‘贪欲之人的坟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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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神让要回去的回去了，但不是回到埃及，是归回

尘土。

我们的鉴戒

贪婪而生发抱怨是罪。是附有极大杀伤力的罪。影响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渐渐使人厌弃神。以色列人当时厌烦了吗哪而贪恋别的粮

食。这个吗哪预表了基督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粮。我们今天要警惕自

己。不能厌烦这为生命的粮而贪恋别的神，或试着在别处得到饱

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

的，必定不渴。”（约 6:35）。今天，你我若有抱怨的心灵，悔

改，求主赐我们信靠他的心。信靠他的应许，他的良善和供应。他

的膀臂并非缩短。他给了我们他的儿子，也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互相

为肢体，使我们得胜抱怨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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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患难中可学习的功课 朱玮骏

清教徒约翰芙莱维尔（John Flavel）曾说过这一句话：“神的护理时

常困惑和打乱我们的思绪，但是当你用神的话语衡量时，就得知在

患难中当如何行。诗 73:16-17 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

系为难，等我进了 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非常认同这

一句话，我们在逆境中可学习的往往比在顺境时来得更多。就如罗

马书 5:3-4 所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

不至于羞耻。”神那护理的手，常常以患难为工具，试炼祂的子

民，使他们经历祂的同在和供应，更是以此圣化他们。在患难中，

我们更当思想神的话语和作为，以明白神的心意，并作出正确的回

应。我想，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物资

丰裕，从未亲身见闻过什么大灾难。这场新冠型肺炎之瘟疫就是温

室里的我们“前所未有”的灾殃。我们可从中学习什么功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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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勿自哀自怜

当我们感叹为何有此遭遇，认为自己异常可怜时，考察历史有助于

调整我们的心态。在人类历史中，瘟疫并不罕见。圣经里也记载了

一些瘟疫的发生，证明了就连与神有约的子民也难以幸免。其中两

次显著的例子包括民数记 25 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在什亭与摩押女

子行淫，神的怒气发作，以瘟疫击打他们，死了二万四千人。第二

个例子则出现于撒母耳记下 24章，因着大卫数点百姓，惹动了神的

忿怒，降瘟审判以民，区区三日之内死了七万人。在圣经以外，人

的历史记载中，大大小小瘟疫的出现也是件平常事（你们可浏览维

基百科的“List of epidemics”之文章）。让我为你们概括其数据：

在十六世纪之前，大小瘟疫总共夺走了两亿（200 million）人命

（这是最保守估计，因为有历史学家说十四世纪的“黑死病”本身

的死亡人数可能就已经高达两亿）；十六和十七世纪时期死了两千

五百万人（25 million）;十八世纪因着数据的缺乏难以总计，而有记

载的波斯瘟疫（Persian Flu）就死了两百万人（2 million）；十九世

纪死了大约两千四百万人（24 million）；二十世纪时期，光是 1918
流感（Spanish flu），全球的死亡人数估计高达一亿（100
million），1957 年的亚洲流感（Asian flu）死了两百万人（2
million），1967 的香港流感（Hong Kong flu）死了一百万人（1
million），艾滋病从 1922 年开始至今也夺走了三千两百万条人命

（32 million）。最后，为期一百年之久（1877-1977）的天花病疫情

（smallpox）的死亡人数高达五亿（500 million）！这些数据告诉我

们些什么呢？人类文明有多久，瘟疫的存在就有多久。瘟疫所带来

的的死亡，是世人无法逃避的噩耗。因着罪的缘故，万物都在叹

息，众圣徒也被卷入了这场虚空之下。你我如今所面对的，并非独

特事例。此外，与以上所列出的一些瘟疫相比，实在不足一提。因

此，我们不应该自哀自怜，而是承认死亡是人类（你我）犯罪所结

出的果子，我们只不过是“自食其果”（以这成语来看待亚当夏娃

吃禁果的事件还真是个讽刺！）。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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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患难中学习向神感恩

在这瘟疫之中，我们应该向约伯看齐。我想，在人世间，除了基督

以外，应该没有一人的遭遇比约伯更悲惨。约伯被神试炼，一日之

内失去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

百母驴，并所有仆俾。然而，约伯却说道：“我赤身出于母胎，也

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

应当称颂的。”约伯承认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作为，并将荣耀归于

神。我们的遭遇远不如他，难道我们在这场瘟疫中还封住自己赞美

的口吗？此外，我们也应该效法保罗，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

足，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

有什么事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呢？

a. 为着所享受的医疗上的发达和卫生水平的提升而感恩：

或许你对本国的卫生部和政府的一些举动有诸般埋怨，但请切记并

看回第一点，试想象自己处身于古时瘟疫盛行的任何一个年代，他

们就连基本的医疗设施都没有，而且城市的排污系统都非常原始，

甚至没有，更别提什么三层式口罩和消毒剂。反观，我们享受着各

方面的舒适，有清洁的水源，均匀的食物，甚至许多的健康补品。

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b. 为着身体的免疫系统而感恩：

许多专家认为，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对抗这场疫情的最佳武器就是

自身的免疫系统。这是神所赐的宝贵礼物。犹记得我在中六读生物

学时，探讨到身体的免疫系统内的种种防御机制，不禁惊叹神的设

计如此奥妙，也感叹自己常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却忘了这

是神保住人的性命的自然方式。事到如今（24/3/20），专家们尚未

研发出疫苗，但是这“天然的医生”-我们的免疫系统，已经成功

“治疗”了 102 429 项病例。正当我们一直注意新案例和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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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飙升时（人往往都是被负面消息所吸引），却忽略了康复的人数

也在攀升。这也是件值得感恩的事。

c. 为着我们的健康而感恩：

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些没有染病的人，并没有比那

些染病的人更优等。我们不可抱着侥幸的心态来看待此事。健康的

人之所以健康，并不是因为自己比那些染病或是死于瘟疫中的人更

明智，更机警，或是在道德上更圣洁，更不配得到这疾病。在任何

瘟疫中幸存的人，全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请看路加福音 13:1-
5）。每一口气息，都是神的恩惠。神的能力托住一切，包括我们体

内每一个细胞的死活。

（三）在苦难中的平安

【约 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里的平安并不是指外在的平安。若是基督应许我们的是外在的平

安，那么这应许显然落了空。从圣经就可看出，众圣徒饱受了各种

的患难，危险，刀剑和逼迫。教会历史更是显明了信徒在暴君的统

治之下遭受许多的迫害和压制。不但如此，信徒与世人一样，都同

样会面对各种天灾和人祸，如：饥荒，地震，水患，战争等。这一

切都证明了基督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或许这一节经文看

似有矛盾，但是仔细思考，并非如此。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份平安，

正是因着我们在世上的苦难而更显盛多！没有暗黑为背景，群星的

光芒如何点缀天空。没尝过苦胆，蜂蜜如何显为甘甜（“苦尽甘

来”也正是此意。）。没受过伤，哪会经历这位伟大医生的温柔缠

裹。未曾哀恸的，哪会得到以色列之安慰者的抚慰。苦难，实为神

施恩的平台，好让那些属祂的人经历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主恩，

恰好是在人的软弱中更显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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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平安？我对平安下此定义：当我们遭遇困苦，逼迫，饥饿，赤

身露体，危险，刀剑；无论面对的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

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或是别的受造之物，仍然深信这些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以“平安

Shalom”问候对方时，是否真的心口如一，还是口是心非？别疑惑

了，只要你是在基督里，那么你就已享有这世人所未曾风闻过的平

安。平安，就是基督所赐之恩福。死亡算什么呢？只不过是一道通

往永恒的门，使我们与基督同在，这是好得无比的。心里有基督的

平安的人，就能够笑对人生，甚至笑对死亡。（腓 1:23；罗 8:31-
39；林后 4:16-18；林前 15: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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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圣经团契家庭聚会

大山脚刘运祥弟兄府上

分享主话、美食与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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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主日学活动：认识我的圣经

以颜色的马尼拉卡代表圣经的时间轴：

创世的起源 （万古以前 - 主前 2100）

蒙召的家族（主前 2100-主前 1800）

以色列的诞生（主前 1800-主前 1406）

应许美地（主前 1406-主前 1050）

联合王国（主前 1050 - 主前 930）

国分南北（主前 930 - 主前 586）

被掳与回归（主前 585 - 主前 433）

两约之间（主前 433 - 主前 6）

弥赛亚的降临（主前 6 - 主后 30）

新约的教会（主后 30 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