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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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华跟从修殿节的主

一、过去的修殿节（但12）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期间，先知但以理看到

一个异象：有一兴起撒旦，它废掉神的律法和节期，除掉圣殿的敬拜和献祭，
并且会在圣殿里设立那可憎之物——偶像，这个预言在主前169到165应验了。

A）安条克四世的逼迫
主前169，安条克四世镇压耶路撒冷的叛乱，3天内屠杀了12万犹太人，1

万多人被卖为奴隶。他强制性希腊化犹太人、废除犹太教、焚烧妥拉、不准
行割礼、不准守节期和安息日。把圣殿改成希腊神宙斯的殿，把圣殿献给偶
像（可憎之物），自称为神、在祭坛上献猪血、喝酒淫乱，强迫犹太人守希
腊的节日、敬拜他、若有不听从就依法处死。

B）马加比起义之战
犹太祭司玛他提亚和他的儿子们，在主前167，兴起了马加比起义。他们

以弱小的势力，神迹般击败叙利亚的军队，成功收复耶路撒冷、洁净被沾污
的圣殿，清除所有异教物品，重新把圣殿献给神。

此后，犹太人为了记念神的拯救与奇妙的作为，每年基斯流月25日开始，
一连庆祝八天，这日被称为Hanukkah，修殿节。

二、末后的修殿节（太24）
当耶稣启示门徒们关于末世的光景时，也提到但以理的预言（读这经的

人须要会意）。也就是说，过去发生在修殿节的事件，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
前，会重复发生。

A）敌基督任意而行（启13、帖后2）
在末后的日子，撒旦会在全地任意而行42个月，没有人能够拦阻它。敌

基督掌握了全球经济、政治和宗教，若不跟从它所设立的制度，就会被依法
处死。

预言记载末后有许多人，甚至是偏离正道的基督徒会去敬拜它。因为这
敌基督有一位假先知用邪术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帮助它迷惑众人去拜它。

B）耶稣再来，争战和审判（启19）
在这末后极大的逼迫里，主耶稣会与众天使骑着白马，从天上降临，要

为圣徒们争战和审判敌基督。敌基督会迷惑列国，集聚在以色列北部的米吉
多和主耶稣基督争战。在这一场末世大争战里，主耶稣击败了敌基督和它的
军队，擒拿了它和假先知，然后将他们两个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三、来跟从世界的光（约8：12）
耶稣在修殿节期间，大声的向众人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这生命的光会

引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并且让我们生命、家庭、婚姻、职场、每一个领
域发光并照亮身边的人。■【本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12月13日，经编辑组整
理成文。】

◎黄国成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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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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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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费：

RM 200（所缴报名费恕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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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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请表链接与二维码：

https://forms.gle/Gnpm9BbLSsJUKjfZ9

http://www.ga611bol.org/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https://forms.gle/Gnpm9BbLSsJUKjfZ9


家事 报告

B）GA职场领袖学校，开学日期：9/1（六），报名费：RM220（首次报名，

面试通过后才缴交，恕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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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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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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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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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资格：GA611已受洗弟兄姐，稳定参加小组，并有组长推荐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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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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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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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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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届浸礼表格

mailto:gabaptism@gmail.com
https://forms.gle/mkgijBgH3Z8uqAo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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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箴 10:25）

疫情

祷告主伸手止住瘟疫病毒蔓延和变种，特别是在德国、英国和欧洲国家。求

主继续保守马来西亚的疫情。

国家

为国家东海岸水灾地区祷告。求主怜悯受影响的家庭，政府能给予及时的帮

助和支援，供应人民的需要。

教会

愿主的灵充满每一个外展、传福音的服事，藉着佳节来得着更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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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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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