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 徒 19:9-10)

611 线上学房目前共 11 个国家地区共 33 间教会一起上课

 

列国招生 双语翻译 末世收割 

穿越疫情 全地连线 装备不停 

●新加坡： 
GK611 灵粮堂

●马来西亚：
东马古晋 古晋 611 灵粮堂
东马诗巫 活水 611 灵粮堂 
东马诗巫 实宝 611 灵粮堂 
东马亚庇 圣印 611 灵粮堂 
东马美里 天井 611 灵粮堂
东马民都鲁 生命树 611 灵粮堂
东马古达 圣泉福音点
西马吉隆坡 GA611 灵粮堂 
西马槟城 槟城 611 灵粮堂 
西马怡保 GB611 灵粮堂
西马新山 GT611 灵粮堂

●泰国：
廊开 GC611 灵粮堂

●日本： 
大坂 生命树 611 灵粮堂 
札幌 Hesed 611 灵粮堂

●菲律宾： 
土甲卢 611 灵粮堂
马尼拉 611 灵粮堂

●杜拜：
生命树灵粮中心

●澳洲：
悉尼 喜悦 611 灵粮堂 

●纽西兰：
南奥克兰灵粮堂

●香港： 
611 灵粮堂
大埔 611 灵粮堂 
新锐 611 灵粮堂 

●澳门：
阿们 611 灵粮堂 

●台湾： 
台北 台北 611 灵粮堂 
桃园 内坜得胜灵粮堂
宜兰 宜兰 611 灵粮堂
台中 神住 611 灵粮堂 
云林 伯利恆 611 灵粮堂 
台南 台南 611 灵粮堂 
高雄 天泉 611 灵粮堂 
台东 台东 611 灵粮堂 
台东 长滨长老教会

2018 年回应神的呼召进入日间学房装备，数年前已于约书亚学房毕业的我，深知道日
间学房的装备不只是真理的装备，而是生命的塑造，预备好生命被修、被剪、被洗涤。
两年学房的装备使我的身心灵得著歇息、重整、复苏和更新，生命如何调整来对准神，
更发掘自己的 BEING，感谢主。
 
日间学房的课程有血有肉，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活学能用是学房的另一大特色，透
过和老师同学的互动，将学习活化在服事和牧养上，让整个学房的学习立体起来。学
房集真理、圣灵和生命于一起，整合为牧养、传福音的利剑，为每一位服事神的奠下
真理与生命的基石。

如果你在考虑回应神的呼召，进入全时间的装备，我推荐你来能对你生命说话，能为
你生命打桩的日间学房学习，学习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祝福大家！
( 报读学房前任职中学训导主任 )

为生命打桩 奠下服事基石

许静族长

在学房中，每星期的晨祷师生小组，当老师同学一同分享亮光，大家的生命也流露着对真理的
渴慕，彼此分享得着跟个人埋首研读圣经的感觉大有不同，是更丰富的得著和新鲜的启示。而
学房课堂所学的也不只是知识，而是每一个老师真实敞开的生命见证，他们不只是圣经老师，
更是福音大能的见证人。生命的历程不是知识，相比厚叠叠的神学理论，学房老师的生命故事
更让我看到神荣耀的真实，看到天国如何在我们中间展开。放下对理性和知识的单一追求，我
在学房重新学习拥抱生命的真实，拥抱在神家中的美好连结。

感谢神，学房两年匆匆时光如白驹过隙，但这两年的装载是满满的，虽是重整和倒空，但得着
却也是厚实的、满足的。在学房经历的一切也让我更有信心，在生命树下成为更合神使用的器
皿。
( 报读学房前任职中学老师 )

周亦骏族长

走上生命重整 倒空装载的旅程

611 学房不像传统神学院专注学术和知识，反之课程看重同学的生命突破和成长。我们在修读
学房的两年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神迹，我跟父亲 30 多年破损的关系得到修复，父亲更愿意接
受救恩归向基督。 

生命树气息课让我们的心很激动，我们非常认同牧师师母分享的牧养理念，他们提到家的重要
性，孩子被父母的爱包裹、肯定，就能活过来。我们也很认同我们在生命树下活出 being，就
不需要不断用 doing 来满足自己和要求别人改变。感恩天父把更多的羊量给我们，我由教练转
化成父亲，太太欢喜快乐地做多子乐母。我们真的在这裡看见天国在人间的盼望。神是真的，
教会是神家！
( 报读学房前是职场长老，任职工程项目总监 )

卢文伟弟兄

不再 doing 疲乏困倦 生命树 being 成父亲

地址：GA611 灵粮堂祷告帐幕　　
No.8, Jalan Bersatu 13/4, Sek 13,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网址：https://ga611bol.org/zh　  电邮：gati@ga611bol.org  

咨询 : 陈露蒖传道 (+6012-337 1988) / 黄晓芳同工 (+6017-285 9329)

611 线上学房（GA611 分校）网站
https://ga611bol.org/zh/611- 线上学房 - 编辑版

611 线上学房 Facebook
www.facebook.com/611Leadershipinstitute 611 线上学房 FB611 线上学房

（GA611 分校）网站

学房学生于 2020 年所设计、共同制作的生

命树围巾、T 恤及画架，作为毕业纪念。



线上开堂礼 GA611 非洲分堂 GRS 611 开堂礼

国语 2020.12.16 及英语 2020.12.22 各一场

网络特会 首次线上网络会议

线上装备 装备课程全面上线

整合器皿 开启末世宣教
我们许多人虽然信主了，但其实信仰跟生活是分割的。自己虽然信主，但是配偶、孩子却
未信主。或者是在职场当中，其实同事也不太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这样的分割使得我们的
信仰没有力量，也无法被神大大使用。

面对末世即将来临的福音大收割，福音要进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
同的社会阶层当中，必须透过整合的器皿，才能大大打开福音的大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神感动你成为天国精兵，叫一切在亚西亚的人，都听见主的道。欢
迎你报读611学房，与我们在未来的年日，一起为福音、为真道、为主再来，打那美好的
仗。

611 学房教务长 
王建胜牧师

观看列国  领受属神的国度观 
神说，神要让整个学房进入一个崭新的一页，而且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说祂看着学房，
神要带领学房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且这个领域不只是为神的国度装备
更多的人才，装备更多的勇士跟将领，乃是神要让学房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是观看列
国，要让学房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个属神的国度观，有一个列国的胸襟，不只定睛在香港，
自己的生命、职场、家庭，神说要把一个属神的国度观及眼界放在学房每一位老师、每一位
同学的眼中！ (2021.07.23 为学房先知预言撮要)

董帖心牧师

领受目标齐进发 医治缠裹再启航
神说：「孩子，未来一年是一个很平静、很安稳的一年。这个大海洋里很平静安稳，但我
看见一些破船慢慢划着就来到海洋中，一艘小小的破船又另一艘小小的破船在不同的时间
就来到学房里面，有受伤的或窘迫的人会来到这大海的里面。」
 
神说要祈祷，神必定会让整个学房向前，不单医治、缠裹，更加有方向向前，知道目标后
他们就会向着目标进发、去冲、去装备自己。神说：「孩子我是与你们同在的神，我是祝
福你们的神。」 (2021.07.17 为学房先知预言撮要 )谭淑仪牧师

天地震动 稳立磐石必然兴旺

611 学房校长 
张恩年牧师 

2021年全球仍处于抗疫的艰困期，世界翻天覆地，震动不断加速。在此环境下，我们经得
起考验吗？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
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
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
倒塌得很大。」(马太福音7:24-27)

唯有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才能在长期压力与震动下站立得稳。我感恩二十年前，神呼召
我回香港建立611灵粮堂，从三人到万人；神更赐下五十二年遍植生命树的异象，在全地建
立生命树教会。这两年香港在社会运动与新冠疫情的震动中，神使我们经得起考验，不断
成长发旺。

2022年，圣灵进一步引领学房转型，课程设计更适切新时代、新环境的需要，装备我们成
为生命树。
 
以赛亚书61章是611的异象，我们靠圣灵被神建造成为生命树，並起来建造生命树教会，带
领万民归向神，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叫神得荣耀。神应许我们2070年完成遍植生
命树，时间不多，现在是加快接受装备、起来被神使用的时刻。我呼召弟兄姐妹进入611学
房，接受装备成为生命树，复兴遍地，叫神得荣耀！

疫情下小组长按立礼 首次开放线上牧养组员

疫情下浸礼 2021 年 6-8 月连续 3 个月浸礼共 365 人受洗

611 YouTube 频道 跟随神 ● 妈妈的味道 心版十诫 漫游十诫 ● 十诫心版化

* 完整内容请浏览 GA611 网站

2021.07.11 

2021.03.28

生命树气息 神当下在 611 的带领及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