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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电子版信息笔记 

 

中文版 英文版 

2020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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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全“信”进入新季节 

一、我们会成为眼睛所看见的 

A）看见美景是好事（民13：25-27） 

探子到了那地，“果然是”美地，他们从那地拿回来的果子非常丰盛，又大
又美。圣经形容他们从葡萄树砍下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 
  

B）看法自卑消极会坏事（民13：28、31-33、申1：21-22） 

探子们知道迦南地很好，“然而”他们“看见”巨人亚纳族，就害怕说他们是
吞吃居民的，因为他们身量高大。 
 

这班探子看到自己是蚱蜢，这是“蚱蜢心态”或“奴仆心态”；当他们看到自
己渺小，就会反射别人高大；看到自己不能，就是看到自己样样比不上别人。
过去他们曾在埃及作奴仆400年，神领他们出来，要他们不再作奴仆，可是他
们还存有奴仆和蚱蜢心态，就是只“看见”自己渺小，“看不见”神的伟大，巨人
把他们的视线挡住了。 
 

C）用信心去看困难变胜利（民13：30） 

迦勒看见神的赏赐：流奶与蜜之地，就兴奋，巴不得赶快得地。“我们立
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消极的人看的是消极，积极的人看的是积
极，看见神的人就看见神的祝福，看不见神的人就看到恶信、灾难、死亡。 
 

二、我们会成为口所宣告的 

A）宣告咒诅就得咒诅（民14：1-4、28-30） 

百姓埋怨领袖、埋怨神，认为神要带他们出来倒在刀下，死在旷野，所
以他们情愿死在埃及，他们要另立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结果他们这一代
果真都死在旷野。 

 

我们要在神面前讲人，在人面前讲神，不要跟神站在相反方向。消极的
灵会使我们乱说话，说出抵抗神、悖逆神的话。 
 

B）宣告赦免就得赦免（民14：5、13、17-20） 

摩西代求，神就照着他的话赦免了以色列人。我们的口很重要，我们的
口要说神的话，造就的话，甚至为别人代求，神会按我们口所说的成就。 
 

C）宣告得胜就得胜（民14：6-10、24） 

约书亚和迦勒宣告的是得胜的话语，这是明白神心意的人所讲的话。 
 

专一跟从神，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并且“相信神的人”就可以进入应许。
最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仍然存活，得以进入应许之地。 

 
三、不信不能进入应许（信的人可承受应许）（来3：15-19） 

神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相信神，我们就会
以神的眼光看事情、看环境，以神的心肠看人和说话。■【本主日信息讲于
2020年9月20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郑晓颖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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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1.住棚节 

A）欢庆住棚献初熟，3/10（六），4 pm ；4/10（两堂主日），8:30am、
11am，祷告帐幕。 

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守住棚节，并在这两天里带着初熟奉献来朝见神。 
  

B）住棚献上祷告塔和祷告屋，10/10（六），10:10am，祷告帐幕。 

这一日是住棚节的最大之日，也是GA进入祷告帐幕的10周年。教会将在这
日献上祷告塔和祷告屋。 
 

C）5781住棚主日，11/10（日），8:30am、11am，祷告帐幕。 

i.《实习传道按立礼》，8:30am 

实习传道： 黄国山、 方献美、李佩婵、 许瑞瑛 
 

ii.《牧师按立礼》，11am 

牧师：曾子莲、洪佩娴 
 

2. 实体聚会: 
A）主日崇拜与线上直播，每周日，8:30am、11am，GA611祷告帐幕。 

一、网上预约 
每堂主日崇拜只允许180人参加，请预先上网预约座位，先到先得。 
a.浏览www.ga611bol.org获取相关资料，或 
b.扫描以下QR Code 或浏览以下网页： 
 

i.  第一堂崇拜，8:30am ii. 第二堂崇拜，1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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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无预约者需在门外等候空缺座位才得入场。 
d. 教会有关负责同工将按现场情况，决定是否给予入场。 
 

二、出席聚会须知 
a. 有鉴于近期沙巴和吉打州的疫情出现恶化现象，为保护你我，我们

恳请凡近期曾到這地方的弟兄姐妹或身体不适者，按需要自行居家
隔离14天，请参加线上崇拜和小组。线上崇拜时间同为8:30am、
11am，星期日。 

b. 进入祷告帐幕大堂前，请先接受体温检测、扫描SELangkah应用程
序或填写个人资料、消毒双手。体温超过37.5 C°者不能进场，请立
即求医。 

c. 请务必佩戴口罩。 
d. 除男女洗手间和大堂开放以外，其他空间包括茶水间暂不开放使用。 
e. 入座时或与他人交流时，请保持1公尺（1 meter）的社交距离。 
f.  为减少肢体接触，暂不派发周报，请到GA网站下载电子版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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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三、主日崇拜直播详情： 

a. 浏览www.ga611bol.org，点击“线上崇拜”，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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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en实体崇拜与线上直播，每周六，4pm，祷告帐幕。 
C）沙仑玫瑰新系列《信心系列》，每周三，10:30am，祷告帐幕/MPH。 
 

 

咨询：洪佩娴传道 
 

D）学房已恢复实体上课。 
 
3. 各个线上聚会： 

A）晨祷直播，每周二 - 周五，8am。 
请点击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收看 

 

B）香柏崇拜，每周六，1-2pm，Zoom 线上聚会。 
 
 

C） 儿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8:30am  YouTube直播，11am 实体崇
拜。 

 
     
 
 

       https://gask.eventbrite.com 
 
 

D）拿约小学房 ， 5/9开始 （ 逢周六）， 10 - 11:30am，Zoom。 
 

E） MLI、沙仑玫瑰文凭班、装备中心照旧进行线上课程。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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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希伯来文《初阶》，17/10（六）开课，10:30am -12pm，D.H/基利心。学费：
RM360（12堂）。只收取10位学生，额满即止，入学条件：GA611受洗的弟
兄姐妹。 

 

课程范围： 
1. 希伯来文辅音和元音，能朗读《创世记》1：1-10 
2. 希伯来象形文字 
3. 基础希伯来文语法 
4. 古典与现代希伯来文基础理解 
5. 背诵主祷文、Shemar和希伯来祷告文 

 
咨询/报名：林子绮同工（016-796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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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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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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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陈悦万弟兄（章守必弟兄的组员），于2020年月9月29日与世长辞，愿主的
爱与安慰临到他们家，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 

 
8. 萧惠霞姐妹、萧惠清姐妹之令堂， 方献美同工之家婆郑娇姐妹（李碧玉姐妹

之组员） ，于2020年月10月1日与世长辞，愿主的爱与安慰临到他们家，请
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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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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届浸礼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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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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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崇拜、11am D.Hamodal。 

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11am 印语崇拜 暂停 洪佩娴传道 

周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的色彩 

《信心系列》风暴中得安稳的信心 
7/10 ，10:30am，祷告帐幕/多用途礼堂 

咨询：洪佩娴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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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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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临活动： 

•儿童教会将会在4/10 （11am) 恢复实体崇拜，为着所有孩子们和父母来祷告，

有神的恩典与超自然的保护，也求神赐儿童教会的老师有智慧和能力。 

•我们一同为着10/10献祷告塔和祷告屋来祷告，求神保守当天的天气，赐下祂  

祷告与敬拜的火与恩膏在每个人身上，无论是现场或网上的，都被神的灵触摸。 

•也为着11/10 16周年堂庆来感恩，感谢神在过往的年日一路地带领和保守我们，

领我们到祂的旨意。求神保守所有筹备团队和节目组有神的智慧与恩典。 

2）各分堂： 

•为着GA各分堂的疫情祷告，尤其是缅甸和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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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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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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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沙巴、吉打和雪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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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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