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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祷现场直播：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咨询：钟佩仪同工 



信息 精华 

2020面对困局的策略  

以马内利住棚在人间 

一、5781住棚恩膏 
希伯来字母פ（Pey）它的数值是80，形状像口。口用以表达，因此我们

口所说或所宣告的话是会成就的。在这10年里，我们要好好发挥囗的功能，
有智慧宣告合神心意的话、造就的话和正面的话，以造就生命和周遭的环境。 

  
今年5781年，81是Peh Aleph的一年。Aleph，由三个希伯来字母组成  ל  א

פ  。Aleph- א 指神，形状像一个人一只手举向天，一只手指向地，这字母代
表人和神之间的中保——耶稣。Lamed – ל 形状像牧人拿著杖，有指引和教导
的意思。Pey -  פ 形状像口。5781年是神教导我们的口的一年，我们要按神的
指示决定什么时候开口宣告，什么时候安静不说话。 
  
二、耶稣与住棚（赛12：2-3） 
A）救恩泉源欢然取水（约7：37-40） 

根据拉比形容，为祭司取水时，民众会在耶路撒冷城特别是朝圣的路上
一起唱歌、击鼓弹琴、还用丝弦乐器大声赞美神，这个仪式叫做 “Hoshana 
Rabba”。 

  

这预表着从耶稣这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而耶稣自己也亲口说过“我所
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就在犹太人求雨、祈求神
拯救时，住棚节的最后一天站出来说：我就是拯救。 
  
B）拯救百姓出罪恶（出26：30、太1：21-23、赛7：14） 

在旧约，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当神的帐幕立起的那一天，神就住在他
们中间。从《民数记》可以看见百姓一直跟随着神的帐幕走，每个支派都面
向帐幕析扎营，神的帐幕一直都在他们中间；到了新约，透过耶稣在住棚节
出生，以及耶稣的名字也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可见，神
是渴望与人同住的。 

  

耶稣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就是救恩、拯救；基督住棚在人间，基督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应验。 
  
C）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赛8：9-10；启21:3） 

耶稣住棚在人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就建立了我们确信。先知
大声的宣告，一切人为的、束腰佩带能力的人，他们的计划和商议都会被粉
碎，人所立的条约也必不会成立。 

  

耶稣已经住棚在人间，耶稣还要再来。有预言说祂很可能是在吹角节到
来，在赎罪日审判、在住棚节与我们同住。■【本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10月
4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江月霞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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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1.线上聚会 

一、直播 

 浏览www.ga611bol.org，点击“线上崇拜”，或登录  Youtube 搜寻

ga611tv，点阅“线上崇拜”。鼓励您订阅GA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

跟上每星期的崇拜。 

 

A）主日崇拜，每周日，8:30am、11am。 

B）I-Gen崇拜，每周六，4pm。 

C）儿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8:30am、11am 。 

D）晨祷直播，每周二 - 周五，8am。 

请点击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收看 

 

二、 Zoom 聚会 

A）沙仑玫瑰《信心系列》，每周三，10:30am。 

B）香柏崇拜，每周六，1-2pm。 

C）小组（教会暂不公开场地供小组聚会，请组长们斟酌决定线上小组

或改用其他场地。） 

D）拿约小学房 ，  每周六，10 - 11:30am。 

E）学房、MLI、沙仑玫瑰文凭班、装备中心 照旧进行Zoom线上课程。 

 

2. 订阅GA611TV YouTube频道  

经过这几个月的线上崇拜，我们发现无国界敬拜是我们将来要走的方向，让

更多不同地点、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可得到健康的灵粮喂养身心灵。

因此，我们盼望能长远使用YouTube成为GA611线上崇拜与布道的频道。为

此，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帮忙订阅GA611TV，将我们的频道推广给你身边的人，

让更多人能看见GA611TV，将好消息带到世界各角落。 

  

大家只需要跟着以下简单步骤，就能成功订阅GA611TV YouTube频道： 

1. 进入 YouTube GA611TV 专页:   

https://m.youtube.com/user/ga611tv?feature=results_main 

2. 点击 “订阅/Subscribe” 

3. 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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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3. 奉献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A）Public Bank 3133173103（什一和奉献） 

B）Public Bank 3133173334（建殿） 

*银行代码：PBBEMYKL 

*备注：请保留转账收据直到崇拜恢复如常。你可以将收据投入任何崇拜

的奉献袋。 

 

4. 因疫情況有变，我们会延后开 希伯来文《初阶》，直到另行通知。若弟兄姊

妹仍有兴趣，可以留意周报的报告，任何不便，敬请见谅。 

 

 

5. 《第五十三届》浸礼 ，11月份（日期将个别通知受浸者）。 

好消息！请想要洗礼的弟兄姐妹们和组长们留意，鼓励大家可以到网上下载，

填写《浸礼表格》后交回给我们。 

 

 

 

 

 

 

 

 

 

咨询：周晓君传道、李佩婵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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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届浸礼表格 

https://ga611-first.eventbrite.com/
https://ga611-first.eventbrite.com/


牧区 报告 

各牧区与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牧区 / 聚会 地点 负责人 

周日  

8:30/ 
11am 

成人崇拜 网上崇拜 
江月霞 

主任牧师 

9am 菲律宾崇拜 暂停 
何丽嫦 

实习传道 

儿童教会主日崇拜 

“星”起发光，迈向复“星”，欢迎4-12岁孩童！  

     8:30am、11am 网上崇拜 

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11am 印语崇拜 暂停 洪佩娴牧师 

周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的色彩 

《信心系列》 
10:30am, Zoom 线上聚会 

咨询：洪佩娴牧师 

周六 

香柏崇拜 
1-2pm，Zoom 线上聚会 

咨询：李新财传道 

I-Gen 崇拜 

4-6pm，网上崇拜 

 咨询：邢志中牧师 

儿童教会周六崇拜（4-12岁） 

  “星”起发光，迈向复“星”，欢迎4-12岁孩童！ 

4pm，网上崇拜 

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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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焦点 

教会： 

1）感谢神，无论实体崇拜或网上崇拜都一路地带领和保守我们全体弟兄姐妹，

有神超自然的保护。特别为各崇拜的录制和直播祷告，求神恩待所有媒体

同工，恩膏膏抹他们、媒体器材、网络等。让弟兄姐妹和各分堂继续透过

网上崇拜得以与主联合。 

2）为教会祷告在疫情中仍然住在神的遮盖之下，求神大能的膀臂护庇我们，

也保护教会的弟兄姐妹远离一切的瘟疫。 

 

各分堂： 

1）为着GA各分堂的疫情祷告，求主耶稣的宝血成为他们家庭、教会的遮盖，

远离一切瘟疫的灾害。 

2）也为着GA 分堂英文学房来祷告，求神帮助各分堂的牧者能没有顾虑地来

接受装备，祝福和供应他们的夫妻关系、经济、媒体网络的需要；也求神

保守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透过学房大大地被喂养，成为他们国家的祝

福和神所要用的器皿。 

 

国家： 

1）继续为着国家的疫情来守望，求神怜悯和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要断开感

染链，斥责瘟疫不再扩散。 

2）也为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各政党领袖代求，求神赐他们智慧和做出明智的

决定。祈求神赐众教会醒觉的灵，国家的祭司更多地起来守望祷告，堵住

国家的破口。 

祷告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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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会时间表（网上祷告） 

 早祷：10am-11am / 晚祷：3-4pm             咨询：郑晓颖牧师 03-7956 7709                                                               

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每周三 
12:30-

1:30pm 
以萨迦 
的恩膏 

伍凤洁 
姐妹 

每周四 
11am - 

1pm 
城市、教
会与家庭 

陈彩云 
姐妹 

每周三  
1:30 - 

2:30pm 
圣地 

高月群 
传道 

每周五  
2:30 - 

3:30pm 
新圣城 

黎彩萍 
姐妹 

每周三  
8:30 - 

10:30pm 
拿细耳人
祭坛 

杨蕙芳 
姐妹 

每周六 
12 - 

12:30pm 
复兴火苗  

谢瑞庄 
实习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