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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 的话

行动管制令生效的这几天，整个大地似乎进入平静里，人

少，车也少。无形中，空气污染指数降低了。花草树木仍旧生

长，也随风摇动，教会的花草看起来比以前更青翠了。

行动管制令生效前的一个星期，祷告帐幕内院的花园飞来

了一只鸟妈妈，它在只有一个成人身高的矮树梢上筑巢，还生

了两粒蛋。因着晨祷仍旧直播的缘故，一大早我还是要回到祷告帐幕，这让我

有机会看见这两粒鸟蛋孵化成两只雏鸟。起先看见时，它们

的眼睛还闭着，之后慢慢张开了。鸟妈妈每天都在平静的四

周里寻找食物喂养它们。我可说是看着它们一天一天长大。

最近一个星期里，完全没有人在祷告帐幕四周走动，所以没

有人会打扰到它们，它们就这样平静的一天天成长起来。

现在外头的氛围有点紧张，大家都要把自己关锁在家里，深怕受感染，能

在身边待着的，也只有家人而已，可说是全家一同共度患难。为此，家人之間

多了个机会互相修复和强化关系。从小鸟成长记里，我领悟到天父的心，祂岂

不是盼望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吗？疫情看起来严峻不少，然而亲情也深厚

多了，家庭生活更稳固。小鸟一家在我们空间庞大的祷告帐幕里安宁的生活着，

它们一家可说是“包园”，包下了整个花园，完全不受疫情的影响，天父仍然

每日喂养它们。

大地似乎在忽然间的停顿里被迫休息，人可能因停下脚步会觉得慌乱无助，

然而就如《诗篇》113里所说的一样，神却谦卑下来，观看天和地。如今世界

所发生的每一幕，祂都看见，祂都知道，祂都了解，最重要的是，祂也保护！

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面对任何挑战，不要惊慌，也不要骄傲自满，

而是要更多呼求神保护我们全家大大小小，一同走过此次瘟疫，也一同在安静

中重新得力。在行动管制期的两周里，我们一边在家工作和一边照顾家人，同

时也求神帮助我们重新预备好自己面对下一波的大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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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有牧养之心

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行程中，被圣灵引导从腓利比前往帖撒罗尼迦。保罗在
当地传的福音果效很好，许多人都接受福音，结果引起犹太人的妒嫉，他们招
聚一大群匪类扰乱，使全城陷入混乱中。保罗为保护当地信徒，被逼离开帖撒
罗尼迦，后来他差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教会。大约一年后，提摩太把帖撒罗尼
迦教会的好消息带给保罗，保罗非常高兴，于是写了这封信给他们。

一、为牧养的人大大感恩

A）他们要常在我们心中（帖前1：2-3a）

保罗虽然不能亲自呆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但他以为父为母的心记念他们，
因为保罗用福音生了他们，就会想辨法建立、牧养和警诫他们。

B）信心、爱心和忍耐都长进（帖前1：3b、6a）

保罗带领他们信了耶稣后，只相处很短的时间就要离开了，他只有昼夜
为他们祷告，和派属灵儿子提摩太过去帮助他们。一年后，帖撒罗尼迦信徒
们虽仍在逼害中，但他们对神的信心并没有减少，为了爱愿意付代价，对主
耶稣仍有盼望和忍耐，更宝贵的是他们有圣灵所赐的喜乐，不因环境而埋怨
或发脾气，反而在迫害中有喜乐，这令保罗非常安慰。

C）接受牧养，在跟随上为榜样（帖前1：6b、7）

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很认真，也愿意随保罗、西拉和提摩太。
他们真的成为了欧洲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榜样。

二、要神的话和见证传开

A）主的道因我们传开

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不但紧紧守著信仰，还大大传讲神的话，勇敢地
影响马其顿和亚该亚及各处的人，他们都听见了他们的见证。假使保罗在我
们这里，相信他也会这样写说：“因为主的道（话logos）从你们（GA弟兄姐

妹）向神的信心，不但（只有）在马其顿（吉隆坡）和亚该亚（八打灵），
就是在各处，都传开出去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口传，信心的
见证就自己说话了。

B）做见证服事神（帖前1：9-10）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众人面前见证自己怎样遇见保罗、如何离
弃偶像归向真神并服侍神，也过著等候与盼望的生活。我们也当效法帖撒罗
尼迦教会，信仰不只停留在我们自己，而是继续火热地把福音广传。■【本
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3月8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江月霞牧师

3



家事 报告

1.特别报告:
亲爱的GA全体弟兄姐妹，经过核心同工祷告领受又加上客观考量，因着爱和保护
大家，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在马来西亚特别是吉隆坡，有蔓延扩散的报告，为了
避免人流聚集引致疫情扩散的可能，GA611教会所有场地从2020年3月5日开始，暂
停开放，详情如下：

A）各堂崇拜：
1.周六Hasava崇拜（4-6pm）有现场直播、主崇则网上崇拜（8:30am&11am)，

请 弟 兄 姐 妹 留 在 家 中 与 家 人 一 同 敬 拜 神 。 （ 连 接 链 请 查 看
www.ga611bol.org）

2.周六儿童教会（4-6pm）和周日儿童教会（8:30am & 11am）也将会网上崇拜，
请父母帮助或陪同孩子在家中，一家大小一起敬拜神。（连接链请查看
www.ga611bol.org）

3.苗圃崇拜、GA Uni、GA Youth、沙仑玫瑰、香柏牧区、GAIW & GAPW 都暂停，
大家将联合Hasava崇拜的时间或主日两堂崇拜的时间进行网上崇拜。

B）教育装备中心活动：
1. 学房照常上课。
2. MLI将网上上课，时间为星期六1-3pm。（教育装备部将私下发送连接链）
3. 装备中心课程全面暂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4. 沙仑玫瑰文凭班将由网上上课。（同工将私下发送连接链）
5. Youth School、拿约学校延后开课。

C）晨祷：
1. 晨祷晨祷依旧现场直播，弟兄姐妹可在家同步晨祷。

(citygatemedia.co/ga611-morning-devotion/）

D）小组
1. 教会不会开放场地供小组，亦暂不鼓励组长开放家里供小组，建议改为
Zoom Cloud Meetings网上小组。

E）奉献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1. Public Bank 3133173103（什一和奉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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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敬爱的江俊雄弟兄（江月华姐妹、江俊冬弟兄、江月霞牧師、江月玲姐妹之
二哥），于2020年月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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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黄春煌弟兄（钟劼洺弟兄的门徒）之父黄善民弟兄，于2020年月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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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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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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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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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树、生命河》系列暂停

咨询：洪佩娴传道

周六

香柏崇拜暂停
咨询：李新财传道

4pm GA Uni 暂停 黄国成传道

4pm GA Youth 暂停 张伟良牧师

新灵崇拜，您心灵的驿站

《生命自由》系列暂停。

咨询：杨慧君传道

极丰极盛崇拜（Ha Sava）

4-6pm，直播。
咨询：邓榕钧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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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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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焦点

1.为马来西亚的疫情代求

 现在感染人数不断上升，求主保守所有国民的健康和性命。

•让人民有智慧保护自己和他人，好让瘟疫停止传染。

•为医务人员和受感染者代求，特别为病重的病患。

•为国家领袖和执法人员有智慧下对策，也以爱执行任务。

2.为教会和福音工作祷告

 为教会主任牧师夫妇和掌舵委员有智慧做对的决定。

 求主的灵膏抹我们，使用教会和弟兄姐妹透过媒体更有效的来传扬

主的道，让福音快快行开。

 媒体制作人有智慧聪明，健康体力和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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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