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四月份月讯

恩信生命堂
Penang Life Chapel
耶和华却定意（或译：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
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译：他献本身为赎罪
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
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以赛亚书五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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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pm - 9.45pm
教会诗班练习：周六 5.00pm - 6.30pm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 7.15pm -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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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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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月份事奉表
日期

4

11

18

25

证道主题：基督的受难，信徒的坚忍
讲员
讲题
传递饼杯
司琴
传递奉献袋
报告

钱慕恒
安静的得胜者
太十二 14-21

陈文才
最有福的人
路一 39-45

李建安（线上）
圣徒的坚忍
候主再来

林约瑟
不可少的一件
诗廿七 1-14

刘运祥
刘美恩
苏圣源
林约瑟

许诒杰
陈家丽
杨思敏
李学文

朱玮骏
Deborah
吕登展
黄振禾

董志勤
陈家丽
李彦廷
林约瑟

儿童主日学 / 少年班：新约纵览
主日学老师
少年班老师
题目

李彦廷
纪淑敏
马可福音 2

许诒杰
纪淑敏
路加福音 1

许诒杰
纪淑敏
路加福音 2

许诒杰
林约瑟
约翰福音

祷告会（周四，9.00pm - 9.45pm）
主题：耶稣的心意 The Mind of Jesus
日期
分享
题目

1
林约瑟
受难周
信息

8
林约瑟
Firmness in
Temptation

15
林约瑟
Receiving
Sinners

22
林约瑟
Truthfulness

29
林约瑟
Activity in Duty

青少年圣经团契（周六，7.15pm-8.30pm）
主题：教会历史 / 信仰与生命 / 歌罗西书查经
日期
分享

3
朱玮骏

10
朱玮骏

17
李健安（线上）

题目

宗教改革
之成熟：
改革宗信仰

歌罗西书查经
西一 15-23

信仰与
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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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维真 / 恩哲
彦廷 / 新凯
1. 俄里根
2. 修道运动

（二）教会事项
1. 新一年的莅临，教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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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班与儿童主日学【新约纵览】已开课，从圣经救赎历史的架
构，学习每一卷新约书卷的重点内容，结合新旧约前后一致的救赎
信息。
3. 弟兄查经小组【陪你入门】：帮助弟兄们透过阅读圣经，查考经
文，明白基要真理，在阅读中彼此交流，探索，生命得建立。欢迎
弟兄们报名参加。
4. 受难节福音聚会（实体 / 线上）
日期：2021 April 2（星期五）
时间：8.00pm-9.30pm
主席：刘运祥弟兄
讲员：陈文才传道
讲题：为人受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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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月份聚会：
a.
b.
c.
d.
e.
f.

主日敬拜，主日早上 9am 开始，实体 / Facebook Live
儿童主日学，主日早上 11.00am - 12.15pm，实体 / Zoom
祷告会，星期四晚上 9pm，Facebook Live
青少年圣经团契，星期六 7.15pm - 8.45pm，实体 / Zoom
妇人读书会，星期六 10am - 11.30am，实体 / Zoom
弟兄查经小组，星期一 9.00pm - 10.30pm，Zoom

6. 每星期四晚上祷告会，透过 Facebook Live 连接，约瑟长老固定简
短分享十九世纪苏格兰牧者 John MacDuff （1818-1895）的著作 The
Mind of Jesus 【耶稣的心意】，从耶稣生动的形象，学习天天依靠
渴慕他，成为生命实践与得信靠的凭据。
7. 疫情新进展， 槟城属 CMCO 限制性行动管制，各项聚会按政府规
定条款进行，目前主日以 A/B 组轮流同步实体，以及线上敬拜。

（三）祷告事项
1. 耶和华是盾牌，是我们随时的依靠，感谢神。（诗三 3）
2. 教会的牧养与治理祷告，追随大牧人的脚踪，圣经为根基，以基
督的心为心，常 常在主面前慎思主的呼召，尽心、尽性、尽力、尽
意依靠祂，不靠 己，归基督为首为王。（弗二 19-20）
3. 教会的敬虔追求：
 思想神尊荣伟大的属性，敬拜神，渴慕主话，竭力追求，
与神同行（诗一 0 四 1）
 思想基督舍命与救赎，为罪哀伤，悔改更新，生命一天新
似一天（诗五一 14、17）
 思想基督是教会的头，俯伏虚己事奉主，恩赐搭配，齐心
建造教会（弗二 22）
 思想三一神的和谐丰富，效法神，肢体合一，彼此劝诫，
激发爱心，扶持相助（西三 16-17）

思想福音的整全，传讲福音，罪人得救盼望，领人回归回
转，荣耀归于神（雅五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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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会讲台，圣经无误无谬的信息，传主话的心志，活泼的灵命，
成为主的出口，主道光照人心，生命降服神。（弗六 19-20）
5. 教会的探访关怀祷告，分享圣经，信徒交通，分享主爱，促进 慈
惠，心灵得主安慰，生命得主治理。（西四 7-18）
6. 教会年长的肢体，在年迈的年岁，思念主的作为与恩典， 得智慧
的心，成为信心的凭据与依靠。（诗九十 12）
7. 教会的家庭单位，特别为家中信主的父亲（家长），神眷顾，加
添恩典能力，逐步开始带领家庭敬拜，谦卑建立家庭祭坛，全家归
主，跟随主的福乐。（创十八 19）
8. 教会的弟兄们，虔诚习道，喜爱基督的事，心灵火热，为 主担当
使命。（提前二 8）
9. 教会的姐妹们，渴慕主话，沉静学道，有耶稣基督的温和，属灵
的智慧与言语，生命尊荣神。（提前二 9-11）
10. 教会的青少年，学习圣经，确信福音，求神指引脚步，面对世界
的挑战，谨守儆醒在基督跟前。（诗一一九 9）
11. 教会的孩童，听从父母的教诲，认识神，信靠福音，经历神同在
的成长。（箴三 1-4）
12. 教会跟进的慕道友，福音查经，求神挪去一切的拦 阻，改变人
心，归向基督，得着永生。（约六 47）
13. 教会身体软弱的肢体，经历神的眷顾，信心牢固。（诗四一 3）
14. 辅导室妇人读书会，阅读【迈向自由】，藉着阅读与分享，心灵
被浇灌、被督促、被归正、被指责，在真理中探索与整合，成长与
蜕变，认识生命价值的所在。（弥六 8）
15. 弟兄查经小组：【陪你入门】，阅读查考圣经，认识基要信仰，
真理中的团契，生命更新结果，同蒙建造刚强。（诗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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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为新冠肺炎事宜祷告，神护理、眷顾、同在，在变动的处境里，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平稳生活（来十二 2）：
a.
b.
c.
d.
e.
f.
g.
h.
i.
j.

神同在、护理、安慰、建立，爱神爱人
学校阶段性复课，卫生措施，师生教与学的调整
部分网路教学，老师的教导，父母的督促，孩子线上学习
社会的安稳，履行安全措施，居安思危，知足生活
前线医护人员的安危、精神、体力
病患的隔离与康复，疫苗的注射
重灾区工作人士，遵守卫生指南，与人互动，谨慎小心
网路工作与学习，保守我们的心，不掉入网路世界的网罗
小心疫情影响生活、情绪、健康、人际
福音的契机，回应需要与服侍，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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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平安之路
作者：钟马田 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
译者：陈主欣
出版：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
你想获得平安吗？特别当环境失控时，离开你熟
悉的舒适圈，今日不知明日事，精神、体力处于
高压的境况，连个可以分担或体贴你难处的知音
人也没有，且面对生活的窘迫，死神似乎就在你
左右，随时准备吞噬你，身心灵仿佛被大水掩盖
没顶，不然就犹如处于烈火中的火窑，你的心要
如何平静安宁呢？
《平安之路》这本书写于 1951 年，那是一段英国百姓处于艰苦的时
代。那是第二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整个社会与群众面对经济、
社会、国家以及个人需要百般的难题。作为教会的牧者，作者洞察
到这种民不聊生，带来心灵处于焦虑且恐惧的现象，即便在教会
里，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以乐观为傲，有些人落入宿命论的虚
假盼望，有些人信赖世俗心理学的治疗，甚至在困难里落入禁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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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辖制，或寻求其他异端宗教的协助，企图寻找出路，摆脱实际
处境的烦恼。作者就是在这种看似无望的氛围下，站稳圣经教导的
根基，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作为主要的信息，传讲这一短系列的讲
道，一方面帮助信徒认识忧虑与恐惧的真相，并使用这段经文安
慰、坚固基督徒，在“至圣的真道”装备造就牧养他们，并且透过
福音，带领非信徒认识面对生死的唯一道路。
对作者而言，约翰福音十四 1 是耶稣基督最熟人知，又最温柔的话
语之一。这段经文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
我。”耶稣的门徒已经与主生活在一起大约三年之久的时光，他们
跟随主，凝听主非凡的教导，恩慈的话语、知识与聪明；看他行神
迹、赶鬼治病、洁净大痲风、使瘸腿行走、叫瞎眼得看见、甚至死
人复活，耶稣成为他们生活中完全得倚赖。如今主对他们宣告他即
将离开他们，这让门徒既震惊且几度沮丧，心里变得局促不安。因
此，耶稣对着他们的心来作教导，要脱去他们心中因主的离去而产
生的忧愁，穿上信靠神的心志。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夕所说的一
段话，他知道在十字架将发生什么事，他将担当世人的罪，神会掩
面不看他，他的心里甚是忧伤。然而，耶稣不是停留在自己的忧伤
里呜呼哀哉，而是转过身来安慰这些伤心的跟随者，关心他们的悲
伤，舍己安慰他们，挽回他们的心，告诉他们要解决心中的忧愁，
就是信靠神，仰赖神，支取力量，来服侍跟随主到底。
福音不但宣告它能在我们任何的处境里给我们安静的心，它也宣告
它是赐予人安静的心唯一途径。作者回应从古至今，世人尝试以福
音以外的途径，修炼身心和全人，但这个途径只是在帮助我们拖延
问题，或短暂的缓解，无法根源性的处理问题。福音很诚实，福音
不会只说：“好了，现在我们要忘记烦恼，想些美好的事。”福音
是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且应许信靠他的人说：“但你们
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 33）这就是福音的
确实性。这是一本带来安慰，建立盼望，生命实践的好书，帮助我
们在实际的境况里，唯靠福音解释并回应我们的处境，心灵得到真
实的平安，面对我们的日常，在基督里得成长建立。
有意购买此书，请联络家洋弟兄。有意阅读此书，可来辅导室，与
福娟一起阅读。

7

恩典中的自我遗弃

林约瑟

经文：王下 5:19-27
2021 Mar 7 主日证道信息
我们在去年的圣诞节，从亚兰（叙利亚）王的一个元帅乃缦蒙医治
的事件上，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护理，如何使他从不认识神、骄傲的
自我，到他谦卑下来，顺服神医治的方法，领受了白白的恩典。到
最后他从以色列地回到他的地方的时候，经文显示他的心意似乎已
经更新了。
今天我们继续这段经文。焦点转移到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的身
上。
列王记下三次提到这位基哈西。他跟随与服侍以利沙有一段蛮长的
日子。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观察他的行为和他的心，并上帝的
作为，成为我们的警惕。

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 （vs. 20）
乃缦走了以后，基哈西心里想，‘我主人太便宜他这个亚兰人了。
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威胁，又是将军，不只医治了他，还白白给他走
了。这是机会，向他要求什么他必定给予。’我们的行为和决定，
都有心里的动机和渴望所指引。这个时刻，基哈西的心里所推动他
的，很有可能就是‘贪婪’、‘不服气’、‘妒忌’的心思。这些
意念，若没有治死，就生发出事情过后，自己也感到诧异而懊悔的
行为来。
1. 基哈西妄称耶和华的名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vs. 20）。当一个人要作错
事，却以为神站在他这一边，或以为神会祝福他，是一件很
可怕的事情。他也许在想，‘我已经忠心服侍耶和华的仆人
那么久，得到这些回报，神必定许可、赐福我。让我成功
的。’这样的试探也只有是那些信靠主很多年，服事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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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者曾为服侍主，付上代价多年，有事奉成果多年的基
督徒，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的试探。
神对假先知最严厉的责备之一，就是这些假先知们，奉耶和
华的名说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话。
2. 基哈西冒他主人的名字
既然冒用了神的名，再冒用它主人的名字就变成轻而易举
了。‘ 我主人打发我来’（vs.22）。基哈西冒用他主人的
名字的同时，他其实也毁谤了他主人的名誉。因为上文我们
读到，当乃曼要给以利沙礼物的时候，以利沙回答说，‘我
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vs 16）。即
或乃缦再三地求他，他也不肯接受。因此，当基哈西说，是
以利沙差他的时候，这岂不是给乃曼认为，以利沙曾起过
誓，不接受王所给予的礼物，如今又反悔了。
3. 基哈西说谎欺骗乃缦
为了骗取乃曼的礼物，基哈西编造了一故事个，说他的主人
刚刚收纳了两个先知门徒，因此需要一他连得的银子，和两
套衣服，作为收纳新学生的供应。乃缦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刚刚蒙恩，用我们现今得理解，就是有机会奉献给神学院的
神学生，因此就给了他双倍的银子，还差派两个仆人帮基哈
西把银子抬回去（vs 22-23）。
4. 基哈西试着隐藏他的罪行
基哈西就把这些银子和衣服藏在屋里面（vs 24）。当以利沙
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将实情告诉以利沙。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基哈西至少有两次神给他面对他心里
的罪恶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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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当他追上乃缦的马车，乃缦问他。‘都平安么？’
（Is all well ?）(vs 21)。他回答说‘都平安’。这是一句可以
让他自省的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他诚实面对他的心，基哈西
会回答，‘不好，我正要隐瞒我的主人，行一件不好的事
情。’这很像每次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彼此问安说：“平安”
（shalom），指的是，身心灵的完全，是神的赐福、神的喜
悦，知道虽然环境可以恶劣，但知道我是行在主道中蒙他的
喜悦。如果我们正行悖逆不顺从的道路，弟兄姐妹问候我
们，‘平安’，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回到主面前。
第二次，是当以利沙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这是一句
面质的话。基哈西却回答，‘仆人没有往哪里去。’（vs.
25）

罪恶追上了基哈西
基哈西浪费了两次面对他心里罪恶的机会。就如摩西在民数记 32:
23 对以色列人说，‘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
以利沙对他说了一句令他惊讶与害怕的揭露。‘那人下车转身迎着
你的时候，我的心不是和你同去么？’（新译本，vs.26）原来神已
经告诉了以利沙他仆人所行的一切。想隐瞒人、隐瞒上帝的想法，
永远不会成功的。
以利沙接下去给他一个痛心的责问，‘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
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vs. 26）。这是以色列国
的非常时期；这是以色列国属灵争战的时刻，这是神透过先知教
导、警告、显大能的时刻，这是神刚刚向以色列人显出耶和华胜过
外邦亚兰人的诸神，统管万有，且将白白的恩典赐给外邦人的日
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基哈西看重的，确是他心里面所恋慕的
银子、和所带来的财富、享受和地位。他的行为是一个‘反恩典’
的行为。神要乃缦白白领受的恩典，基哈西要他付上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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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最后给他一个审判。‘乃缦的大麻疯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vs.27）。基哈西得到了乃缦的礼物，却也得到了他
被治疗的大麻风，失去了享用这些财富的快乐。他赚得世界，赔上
了自己的生命。

基哈西给我们的警惕
基哈西就如新约中的犹大一样。在神的恩典中生活却自我遗弃。他
随从以利沙，经历许多恩典和见证神的作为。他和以利沙在书念的
时候，看见先知把妇人无气息的孩子抱进房子，然后吩咐妇人进来
将复活的孩子抱出去。他见证乃缦的痲风神迹性的蒙医治。犹大同
样与耶稣在一起三年的时间。看见耶稣的爱、怜悯、能力，最后选
择离弃、出卖主。
乃缦和基哈西形成两个对比。一个原本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骄
傲自我的 ，污秽的乃缦，竟然蒙恩洁净了，欢欢喜喜的敬畏服侍
神；一个很靠近神的话与能力的基哈西，却自我遗弃了，带着污秽
的心和麻风的身体退去。我们也不晓得他以后有没有回头。
乃缦和基哈西的遭遇，不是告诉我们，救恩会因我们的过失而失
去。这是警惕我们，要知道自己确实是上帝藉着基督救赎的恩典中
站立。我们的盼望在于基督。这位无罪的羔羊，是义的代替不义
的。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
亲爱的每一位，‘都平安么？’
愿主赐恩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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