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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属神的班次

一、班次中有早祭和晚祭（出29：38-39、民28：1-4）

从大卫24班次的圣殿服侍中，我们得知其实这并不是24/7的观念，而是

献早祭和献晚祭的观念。早上九点是献早祭，下午三点是献晚祭，这就是大

卫用圣殿献早祭晚祭的模式建立的祷告班次。

教会的祷告班次是采用圣殿献早祭晚祭的模式，不是24/7。相信这个领

受是合乎圣经且大有能力的。

二、班次的服侍有恩膏（代上23：1-5、24：24-25、25：6-8、5：11-14）

大卫为圣殿制定了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祭司和利未人各有 24 个班次。

据《历代志上》 23：5的记载，另外还有奏乐器的4,000人，其中有288 人是

诗歌班，他们被分派到耶和华的殿中唱歌。在他们当中有钹、琴、瑟等乐器

伴奏。当4000人诗歌班一起唱歌和奏乐时，这肯定是非常壮观的画面。至于

有多少祭司参与就不得而知了。祭司当中有120个被挑选出来吹号。

诗歌班也分为24班，每班有12个唱歌的，有超过150个奏乐的。利未人的

诗歌班是在圣殿一开门献早祭之前开始，吹号的、诗歌班和乐手一同献上讚

美和颂赞给神，晚祭献完后也一样。

这就是犹太人在圣殿服侍的模式。特别在所罗门王完成父亲大卫王的心

愿把圣殿建好后，所有犹太人都在新殿中以这样方式来服侍神，神非常与他

们同在。这样不单有分班次的恩膏也有连合的恩膏。

三、祷告班次与传福音

《使徒行传》作者路加16次点出有关祷告的重要性，因为每次有重大的

事，或要福音有突破都与祷告有关。《使徒行传》里的初期教会，无论是在

圣灵大浇灌打开传福音的门，或在重大事情的突破和神迹奇事的发生，这都

与祷告有关。可见祷告和传福音是息息相关的，神迹奇事也与祷告大有关系。

把祷告纳入生活一部分的人都会经历祷告蒙垂听，特别在传福音的事上，用

祷告承托传福音的人和为未信者提名祷告，往往会有很多精彩的见证发生。

在福音和许多属灵争战的事情上，我们要跟神祷告和祈求。“随时多方”

是指在我们固定的位置上，表示我们在某地方、某个时间点或某个状态中都

要警醒，坚持不懈地代求。为在前线传福音的人和所有的弟兄姐妺祷告，让

传福音的人有口才、有胆量、有能力讲明福音里的奥秘。■【本主日信息讲

于2020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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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e崇拜，每周六，3pm-4pm。

C）I-Gen崇拜，每周六，4pm。

D）儿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8:30am、11am 。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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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大力丸》系列，每周三，10:30am。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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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装备部招生季

A）611 线上学房，开学日期：5/1（二）（若有更改会另行通知），报名截

止：13/12（日）。报名费：RM 200（所缴报名费恕不退还），面试及笔

试日期：待定。

列国招生，双语翻译，末世收割，穿越疫情，全地连线，装备不停。

咨询：陈露蒖传道 (012-337 1988) / 黄晓芳同工 (017-285 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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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Gnpm9BbLSsJUKjfZ9

网上申请表链接与二维码：

http://www.ga611bol.org/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https://forms.gle/Gnpm9BbLSsJUKjf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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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A 职场领袖学校，开学日期：9/1（六），报名截止：13/12（日）。报名

费：RM220（首次报名，面试通过后才缴交，恕不退还）。面试日期：待定。

一队职场大军，正在兴起，透过你和我这样的信徒，将神的国临到社会各个

角落。全人装备兴起，为神赢得职场，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网上申请表链接与二维码：

https://rb.gy/swigba

咨询：许瑞瑛实习传道 (012-278 9601) 

3. GA沙仑玫瑰事奉文凭班，开学日期：8/1/2021（五）【若有更改会另行通

知】，截止报名：20/12/2020（日）。报名费：RM 200 （面试通过后才缴交，

所缴报名费恕不退还）。面试日期：待定。

恢复生命的色彩、提升器皿的身量、扩张生命的疆界、超练属灵的恩赐、装

备妇女成为大军！

网上申请表链接与二维码： 电子传单链接与二维码：

https://rb.gy/nyd8zy https://rb.gy/zsfcky

咨询：洪佩娴牧师 (012-631 1448) / 詹慧冰同工 (012-307 2337)

4. 第11届《蒙福的婚姻-婚前辅导》网上装备课程，10am-12pm，2/1-6/2（六）。

课程费用：RM10 （6堂），报名截止：30/12 （4:30pm）；仅限90位，额满

即截止。

本课程由郑晓颖牧师和教师团队授课，鼓励大家一同携伴认识婚姻的真义及

个人在婚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公开给单身男女、正在交往中并且有意愿结

婚的情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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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资格：GA611已受洗弟兄姐。

咨询：钟惠欣实习同工 (012-866 2523) / 林子绮同工 (016-796 0917)

5. 《苗圃八福》网上课程，1-2:30pm，2/1-27/2 （六）。课程费用：RM10 （8

堂），报名截止日期：30/12 （4:30pm）。报名名额：仅限90位，额满即截

止，开放给新朋友与弟兄姐妹。

我们深感基督徒进入丰盛的生命必须先被神的爱医治，也要除去偶像、家族

的咒诅。透过《口出恩言》; 《一笔勾销》; 《笑口常开》; 《一团和气》;

《代代平安》; 《重新得力》; 《病得医治》;《凡事富足》深入浅出的真理教

导，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带领我们进入蒙福之路。

咨询：周晓君传道 / 詹玉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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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mkgijBgH3Z8uqAon9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Maybank 5-
12334-30127-6)

*备注：
1. 转账时请注明：EC PRE
2. 请将转账收据 Whatsapp给 012-

866 2523 （钟惠欣实习同工）。

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HUuiZ2YSjApMA2L27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Maybank 5-
12334-30127-6)

*备注：
1. 转账时请注明：MIAO PU
2. 请将转账收据 Whatsapp 给 017-

5040052 （詹玉慧同工）。

https://forms.gle/mkgijBgH3Z8uqAon9
https://forms.gle/HUuiZ2YSjApMA2L27


家事 报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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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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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第五十三届》浸礼，浸礼日期改为 11&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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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请电邮至 gabaptism@gmail.com。

咨询：周晓君传道、李佩婵实习传道

9. 蔡楼圣弟兄（张伟良牧师之组员）与曾筱茜姐妹（曾子莲牧师之组员）将于

19/12（六），9:30am，在祷告帐幕举行婚礼。敬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

和祝福这对新人。

10. 陈郑瑞贞姐妹（叶俐俐姐妹之组员），于2020年月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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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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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届浸礼表格

mailto:gabaptism@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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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大力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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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e 崇拜

3-4pm，网上崇拜

咨询：杨慧君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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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夜，有主站在保罗旁边。（徒 23:11）

疫情

感谢神，虽然国家疫情严峻，但神仍站在我们旁边。求主也施怜悯于在我们

国家寄居的外来者，也感动雇主能善待这些受感染的群体，改善他们的坏境

卫生，停止瘟疫的传染。

国家

为国家的领袖和经济代求，求神也与他们同在，赐下智慧与启示在他们当中，

能稳住经济至于还能有效地控制国家的疫情。

教会

祷告耶稣宝血的遮盖保守弟兄姐妹的家庭和夫妻关系都能平稳，情绪不受攻

击，宣告我们的家人和后方一切产业都蒙保守，出入有平安。

分堂

请为GK611在来临的12月21-30日十天的小组福音布道和31日的倒数祷告会

（6:30pm-6:30am）来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能透过这个布道会来向他们未信的

亲戚朋友们来为主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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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地

高月群
传道

每周四
3:30 –
5pm

城市、教
会与家庭

陈彩云
姐妹

每周三
1:30 -

2:30pm
以萨迦
的恩膏

伍凤洁
姐妹

每周五
2:30 -

3:30pm
新圣城

黎彩萍
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