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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九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

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诗篇一一九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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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enanglifechap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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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月份事奉表

日期 6 13 20 27

证道主题：救赎历史中的大卫

讲员 林约瑟 李学文 林约瑟 严家洋

讲题 为的是记念我
林前 11：23-34

神与大卫之约
撒下 7

大卫与米非波设

撒下 9
大卫与拔示巴
撒下 11-12，

诗 51
传递饼杯 刘运祥 杨思敏 吕登展 董志勤

司琴 刘美恩 陈家丽 刘美恩 陈家丽

传递奉献袋 诒杰 /圣源 彦廷 /玮骏 诒杰 /圣源 董淮 /子扬

报告 林约瑟 严家洋 黄振禾 李学文

儿童主日学：认识我的圣经 Knowing My Bible
主题：进驻应许地

负责老师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纪淑敏

题目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得记 撒母耳记上

领唱 /司琴 Zoom Zoom Zoom Zoom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圣经与生活应用

日期 5 12 19 26
带领讨论 朱玮骏 苏圣源 黄振禾 黄振禾

题目 提后三 10-17 在需要里祷告 爱惜光阴 提后四 1-8
领唱 /司琴 恩惠 /佳惠 玮骏 /以念 圣源 /佳惠 彦廷 /以念

祷告会（周四，9.00pm-9.45pm）

日期 3 10 17 24
带领分享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林约瑟

经文 诗 119 : 153-160 诗 119 : 161-168 诗 119 : 169-176 诗 119 总结

备注：成人主日学与少年班暂停至教会恢复正常聚会才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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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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管制复苏阶段，主日按所规定许可人数，编排聚会名单，并

预备安全的场地措施，肢体间须彼此配合、忍耐，齐心建造。成人

主日学与少年班目前暂停聚会。

3.九月份聚会：

a.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pm， Facebook Live
b. 主日敬拜，主日早上 9am开始，8.45am会前诗歌与祷告

c. 教会诗班练习，星期六 5.00pm-6.30pm，恩信生命堂

d.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晚上 7.15pm-8.45pm，恩信生命堂

e. 儿童主日学，主日早上 10.30am-11.30am，Zoom.
f. 礼拜三 Greenlane 查经小组：真理与生命（第一&第三周）

8.00pm-9.30pm，苏敏荣弟兄府上

4.教会遵从政府行动管制复苏阶段指南，暂时按政府许可的条规限

制性开放聚会。这期间，鼓励肢体也可透过网路以及电讯媒体，保

持联系，彼此守望，分享生活点滴、代祷需要等事宜。

5.成人主日学以及少年班暂停，至教会恢复正常聚会后才复课。鼓

励稳定按书卷灵修，静思主话，记录简短阅读笔记、心得，认识

神，回应神。

6.自 MCO 四月底开始，教会每周四晚上祷告会，透过 Facebook Live
联结，约瑟长老固定简短分享诗篇 119 篇的信息，学习主话。若肢

体们有需要诗篇一一九分享的简短笔记，可向福娟传道索取。

7.教会诗班以及青少年圣经团契将于 9 月份回返教会练习与聚会。



4

（三）祷告事项

1.感谢神应许同在，使我们在受压制的处境里，依靠仰赖祂，而不

至于羞愧。（诗一一九 46）

2.行动管制复苏阶段，教会持续传讲主道，求神帮助我们，心灵切

慕并依靠福音，生命为主而改变。（诗一一九 20）

3.为长老、传道、执事们祷告，思想主的法度，遵守主话，牧养群

羊，以主的法度为谋士，为喜乐。（诗一一九 24）

4.为全教会肢体祷告，喜爱圣经，切慕追求，稳定的灵修默想，爱

主跟随主，由始至终，求神坚固。（诗一一九 57-60）

5.为袭击全球的新冠疫情代祷，预防病疫死灰复燃，个人、家国谨

慎应对，神是我们的盾牌，永远的依靠。（诗一一九 114）

6.求神建立信徒之家，基督为宝座，家庭的敬虔追求，家中成员角

色扮演，依靠恩典，全家在主里成长。（诗一一九 111-112）

7.为教会的长者代求，生命流露基督，白发为冠冕，为荣耀，居家

期间仰望神，信心得坚固。（诗一一九 165-168）

8.为父母亲祷告，依靠上头的恩典，陶塑子女陶塑心，领受上帝的

权柄，养育儿女，与儿女一起成长。（诗一一九 151-152）

9.为各年龄层的学生们祷告，为主学习，得喜乐，远离好高骛远的

试探，神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平稳成长。（诗一一九 133-135）

10.为职青肢体祷告，无论在外坡、外国或在本地工作，敬拜神，稳

定聚会团契生活，面对职场上的诱惑，寻求神，不偏离左右。（诗

一一九 97-98）

11.为教会加入 NECF 福音团契的申请代祷，神带领开路，祂是磐

石、山寨、避难所，是教会的根基。（诗一一九 160）

12.为福娟代祷，9 月份请假，大部分时间不在槟城，协助姐姐，同

时自己生命以及事奉的思想与调整，诚实面对神（诗一一九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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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度 朱玮骏

过去的几个月，教会星期五晚上的读书会探讨“神的国度”这一课

题，在 8月 21 日告一段落。这重要的课题，也是常被忽略和误解

的。大致上，现今的许多教会已经把神国度之教义抛诸脑后，认为

是个不切实际的虚谈；一些宗派则把神的国度局限于政治性的以色

列国，以中东各国的政治局势和变动诠释和预测“神国度”的发

展。两个极端都是我们当避免的。对“神的国度”这概念的忽略和

曲解，将会无意间地产生许多个别属灵生命上的负面影响，以及教

会整体生命力的萎缩。

首先，为何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国度”这教义？最基本的原因在

于，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是这国度的子民。神的国度，并不存粹

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个具体的现实。换句话说，这不是神学家们

纯粹在“象牙塔”里理论性的讨论，而是透过救恩群体的生命，实

践于时间和空间的真实国度。在这世上，几乎每个人都是有国籍

的。为何说“几乎”，而不是“全部”？因为事实上，根据联合国

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在 2018 年

的估计，全世界大约有一千两百万名因着各种原因而处于“无国

籍”状态（Statelessness) 的人。这些人不被任何国家承认和收纳，

是一群没有任何归属的人。或许从国际社会而言，无国籍状态是个

可能性；然而从属灵角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人是“无国籍”的。倘

若一个人无份于基督的国度，他就是属于那恶者的国度。新约圣经

清楚告诉我们，这世界存在着两群对立的群体/国度（antithetical
kingdoms）。一个人若不是属基督，就是属比列（林后 6:15）；若

不是光明之子，就是黑暗之子（彼前 2:19；约一 1:5-10）；若不

是属天，就是属世界（约 8:23）；若不是出于神，就是出于魔鬼

（约 8:42）；若不是属圣灵，就是属肉体（罗 8:9）；若不是属耶

路撒冷，就是属巴比伦（启 3:12；17:5；21:2，10）。类似对比式

的新约经文，多不胜数，明显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人处于“无国

籍”状态，以一个“属灵中立”的身份在两国之间徘徊。既然我们

确确实实地是个有“国籍”，且是个神国里的人，我们该有怎样的

回应？身为基督国度里的一份子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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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国伦理：降服于基督的王权

相信同为马来西亚同胞的读者们都熟悉我们国家的 “国家原则”

（Rukun Negara），其中第二项是“忠于君国”（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正所谓有国必有君，基督就是神国度的君王。

祂是大卫公义的苗裔，是耶和华所应许将永远在大卫之位上掌王权

的那位（耶 23:5；亚 6:12-13）。耶稣基督就是祂百姓该持定的元

首，和效忠的对象（西 2:19）。世上的君王或政权不能凭空治理他

的国度，必须以律法或宪法（英文：Constitution; 马来文：

Perlembagaan) 为行政基础。基督的属灵国度也不例外。

在旧约时期，摩西在西奈山上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神透过摩西为

中介人，与以民立约，把他们从列国中分别出来，正式立国（出

19：5-6）。神的律法，更广泛为西奈山之约，就是以色列的立国宪

法。时候满足，基督由童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其目的不是要

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加 4：4；太 5）。在马太福音第 5章

所记载的“登山宝训”事件中，耶稣基督应验了摩西的预言，担当

了“神在弟兄中间兴起的先知”之身份（申 18：15-19），仿效摩

西“登山”；只是此次登山，不在于领受律法，而是重申律法的精

髓。神旧约国度的多数子民，虽然受了肉身的割礼，心却未受割礼

（未重生）（耶 6：10；9：25-26；罗 2：28-29），所以他们无

法，也不愿遵行神的律法，反复不断地违背神，与异国毫无避忌地

建立邦交，甚至侍奉外邦鬼神。

新约国度的子民却是相反，他们就如基督所言，是经历圣灵重生而

进入神国度的人，神也赐给他们新心和新灵，将律法放在他们里

面，写在他们心上（约 3；耶 31：33；结 36：25-28）。耶稣为末

世先知，以神永恒的律法为基础，列出了“天国八福”，形容了天

国人的特质：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使人

和睦和为义受逼迫等特质，正是神子民最贴切的形容（太 5：3-

10）。这些人的义胜于那些只表面上遵行律法字句，却违背律法精

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太 5：20）。事实上，我们为文士和法

利赛人套上“律法主义者”（legalists）的标签，有时会让人误解，

以为他们是遵行律法的人。根据基督的天国标准，他们并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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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律法的人。他们热衷于人的传统，过于神的律法（太 7：7），

是实实在在的“反律法主义者”（antinomians）。一个反律法主义

者，是个缺乏国度精神的人。忠于君国的国民，也是个“维护宪

法，尊崇法治”的人。真正降服于基督王权的人，是个遵行祂律法

的人（约 7：15-17；14：21；约一 2：5-6）。

2. 天国使命：国度的扩张

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是人类历史中不断浮现的现实。这现象背后

的思想动力，就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帝国主义，是一种

国家政策，主要借由军事，殖民，经济，或其它方式扩张其疆土和

影响力。列国皆有互相侵占的野心，我国曾被葡萄牙、荷兰、英国

和日本先后统治，正是此事实的证明。

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肉眼所看得见的并不是唯一的现实，在灵界

里（spiritual realm）也存在着一样的历史。自伊甸园起，魔鬼与他

的军队野心勃勃，想吞噬原本属神的人类国度，篡夺神的王权。随

着始祖亚当的堕落，魔鬼的计划得逞，整个世界陷入他的魔掌，任

由他摆布和腐蚀。在主基督降生之前，魔鬼掌控了以色列以外的各

大小邦国，也怪不得天使加百列向先知但以理提起“波斯的魔君”

（但 10:13）和“希腊的魔君”（10:20）。当时的世界，除了以色

列国以外，都笼罩在黑暗当中，几乎没有神特殊启示的亮光，人心

任由魔鬼以各种宗教神明的形式俘虏。

感谢神，因祂永恒的救赎旨意胜于魔鬼施行毁坏的意念，基督的降

生犹如“黑暗之后的亮光”（拉丁文：Post tenebras lux，是改革时

期的格言），为世界带来了希望。“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

上的人。”（约 1:9）永恒的道，成了肉身，是人类历史的转折

点。基督在世三十三年，其中主要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

应当悔改！”这位新生王将要为乱世带来新次序，旧事将要成为过

去，基督将要为世界展开末世性的更新（eschatological renewal）
（林后 5:10）。不过，在成就这一切之前，旧有的属灵政权架构必

须先被瓦解，辖制世界列国的魔军必须先被击退，而耶稣藉着祂赶

鬼的神迹，证明了祂正在成就这事。“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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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

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

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太 12:28-30）壮士（亦是魔

鬼）已被捆绑，被壮士掳掠的将要得着释放；魔鬼的国度将要废

去，基督的国将要临到。不愿同基督收聚的，尤其是那些亲眼目睹

基督赶鬼，却又说祂是依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亵渎者，将要被分

散，无份于神的国。耶稣基督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

的头块石头”。神的国必从那些不愿承认基督王权的人夺去，赐给

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

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太 21:42-44；3:2-8）这石头就是巴比

伦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所看见，非人手所凿，把由金、银、铜、

铁、泥所作成的大像砸得粉碎的那一块。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石头

竟然仿佛有生命力，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通常用来形容无生

命之状态的石头，在此处经文竟然是活的！（但 2:31-35）“活

石”的踪迹，何处可寻？被基督取名为矶法（亚兰文含有“石头”

之意）的彼得，也曾说道：“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

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

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

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

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前 2:4-6）基督就是这活石，与祂联

合的信徒们也像这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基督就是这灵宫的房角

石，而众圣徒就是建造在其上的“一砖一石”。

我们略略从经文中明白了神国度的发展，这到底与我们现实生活有

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应该以神国

度的扩张/成长为主轴，因这是主基督升天前的最后吩咐：“天上地

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完成天国的使命，是天国子民的首要责任。基督身为女人的后裔，

击打了蛇的头，取得了关键的胜利。如今，魔军大势已去，溃散而

逃。撒旦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过去他所辖制的万族万邦，逐步地被收

复。他的国度逐渐削弱，神的国度将得胜再得胜！身为基督精兵的

我们，应该穿上福音的鞋子，乘胜追击，到世界的地极去为主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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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徒 1:6-8）教会应该持有这个抱负，为主征战。教会的讲

台、教导、祷告、关怀等事工，目的在于能够栽培出一班有心志和

能力投身于宣教（包括植堂事工）的勇士。

3. 天国盼望：国度的成全

在读书会中，我们探讨了关于神国“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性质。“已然”的意思在于，基督已经正式成立了神的国

度，这国度已经是个现实；“未然”则表明这国度有待完结，还处

于发展的过程，犹如一个已诞生的孩子有待成长 -

“inaugurated/established, but awaiting consummation”。神的国确实

已是个事实，所以我们不需要仿效时代论主义者，等待中东的政治

以色列重建圣殿，恢复祭司和献祭制度，然后熬过七年之灾，基督

才再临，正式引进神的千禧年国度。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告诉我

们，这些旧约西奈山的利未制度都已成为过去，只不过是“将来美

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来 10:1）。基督既然应验了这一

切，是神所有应许的“阿们”，我们何必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

学，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加 4:9）

此外，我们也探讨了有关神的国度和天国是否有差异。两者其实是

一样的，可交替使用。我想，神国亦可称为天国，其意义在于其国

度的来源和方向（origin and destination）。所谓天国，顾名思义地

这国度的性质是属天的，属灵的，不能够局限于人任何有形体的机

构组织。它是由天而降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父神赐给基督的

（路 22:29），不是人靠军事武力，政治阴谋所建立的。我们既然

是属天国度的子民，就不能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服事自己的肚腹。

基督徒应该有属天的志向，国度性的抱负。试问我们是否如此，心

里所思所想是否与天国有关？

不但如此，这国度的方向也是属天的。众圣徒期待新天新地的荣

耀，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启 21），受造物期待脱离属地的虚空和败

坏的辖制（罗 8:18-25）和神国度的完全实现。有这盼望的我们，

应该轻看如今在世那至暂至轻的苦楚，以信心仰望那看不见的，那

永恒的国度。（林后 4:16-18；来 11:1；8-16）纵使有形的教会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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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大的内外打击，我们深信，这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是阴间的权

势所胜不过的。无论情况再窘迫，神的国度依然不受影响，向着永

恒迈进；而地上的国度，也就是魔鬼的国度，将要成为过去，走向

永远灭亡的命定。

亲爱的主内肢体们，天国不是近了，而是已经降临了。您进入神的

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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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中，肢体之间不至于失联，

在于基督十字架大爱的激励，把我们牵入爱子的国度里。

基督由始至终定意的爱，引领我们依靠祂的恩典与能力，

敬拜、赞美、团契、探访、学习主话，把信仰落实于生命。

生活既是信仰，信仰既是生活......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

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

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歌罗西书三 16-18



11



12



13



14

在基督里的团契 王福娟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

体面给那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

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

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林前十二 24-26

感谢上帝！2001 年信主至今，前后长达 19 年的岁月里，即便因工

作以及学习期间曾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但神总是很奇妙的把我带进

教会的团契里，在不同处境、地域或环境里，神是持续不断地藉着

主内爱的团契，并跨越年龄层，按着上帝的方式，被神雕塑改变，

建立与人和睦的关系。在基督里的团契，会彰显基督的属性。我们

不懂得怜悯，但基督赦罪舍己的爱，把我们带到十字架面前，经历

基督饶恕的大爱，心思被更换一新，才能依靠十字架，学习怜悯

人、爱人、以恩慈待人，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并且确实的知道，

在耶稣基督以外，靠着自己，当真是什么都不能作。在基督里的团

契，是因基督爱的激励，是从神而来的礼物。在这个团契里，肢体

之间学习爱神并爱人如己的功课。

在基督里的团契，特别显明于教会年长弟兄姐妹的身上。他们敬虔

忠实的生命，告诉我他们的心志：一信主，就把自己交给上帝，让

上帝来使用，直到他们见主面。他们没有停止过聚会， 竭尽所能

的，靠着上帝的怜悯恩典，在年迈的岁月里，为主而活，竖立了美

好的榜样。这样子坚忍跟随的心志，里面渗透了对主的信靠顺服。

人生的风浪，生活上的处境确是因人而异，肉体会衰退，心灵会衰

残，教会银发肢体的见证，帮助我认识耶和华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与

福分，并且主恩常存永在，成为我们一生倚靠的能力。

在基督里的团契，神也带领我与年少的孩子一起成长。无论在马来

西亚，新加坡，或台北，神带来成长的契机，有机会在参与教会年

轻人的团契。青少年团契的成员之间年龄差距，体形体力不均，加

上性格、心情、心思迥异，当神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进行团队活动

时，我们就常常显出以达到目标为导向的心，而忽略了团队之间的

合一。原来神就是要透过团契活动，把圣经的教导应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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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我们活出一个有机肢体合一的团队。常常是藉活动与服侍，青

少年团契的团员比之前亲密、相爱、更体会基督爱我们的心。恩信

的青少年圣经团契也很奇妙，神集合了三个年龄层的肢体：父母

亲、青年人、少年人，因此，这在基督里的团契，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来思考生命的议题，并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让基督在我们心里

无限大，成为我们应对生命境况的根基。

辅导室过去主办的妇女读书会，也是体验在基督里的团契与生命，

更是提供彼此学习，属灵抚育的契机。在这个读书团契里，透过阅

读属灵书籍，彼此扶持，以怜悯人的心怜悯别人的需要。这种怜悯

不是在生活中苛刻谨守信仰教条，而是结合信仰教导，行於生活

中。怜悯人考验我们的忍耐、包容与接纳，从别人的需要与难处，

看见自己的负担，彼此担当扶持。属灵伟人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给属灵人定下的其中一个记号，就是怜悯人的灵，一个经

历福音救赎重生的人，拥有的就是怜悯人的灵，因我们的石心已被

转为肉心，有基督的柔和温暖，以基督的爱，以及真理对难处的教

导与方式，帮助人回转主跟前，在问题中经历基督同在的安稳，单

单依靠祂，得智慧为主而活。

爱在团契里，在教会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团契成长，肢体之间的扶持

是必要的。两个人同心服侍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

的果效（传四 9）。这就好比在溪流中溯溪，让我经历种种的挑

战，引导我按照圣经的教导，与自己的旧老我作战，靠着圣灵的带

领，在生命的急流里，过关斩将，衝锋破浪，才抵达安全的彼岸。

愿这一趟客旅的旅程，在团契生活里，彼此相顾，见证基督，荣耀

归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