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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 的话 

26日是尼散月的第一天，27日以色列在经过共三次选举后，终
于宣布新政府的诞生。4月8日便进入逾越节第一天，逾越节的第七

天是我国第二阶段行动管制期的结束。身处在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中，
令我想起了旧约时期逾越节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那时的以色列人正
要出埃及，却在出埃及前遇到了十个灾殃，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
之灾，这是神审判埃及的一灾。这灾发生前，神提醒以色列人要躲
在家里，全家一同吃烤羊，羊的血要涂在门楣上，当灭命天使看见
门楣上有羊羔的血，便会越过这家，然而门楣上没有羊羔的血的埃
及家，长子们全遭击杀。 

 

今日，我们身处尼散月，似乎是在提醒神的子民，我们深陷在这
瘟疫里，是谁才能领我们走出这困境？明显在提醒我们，只有靠着
耶稣和祂的宝血才能得拯救。 

 

因疫情导致的这一停顿，逼得海陆空交通频率大幅度降低。美国
NASA报道说，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天空变得晴朗了，空气

也清新了，威尼斯小城里的河水也清澈了，还能看见许多鱼游进去。
祷告帐幕四处都有小鸟筑巢，繁衍下一代。当人类在面对生命灾害
的当儿，大地却在修复着，这是强烈的对比，看来人类对大地造成
的伤害并不小，我们真要对大地有更深的爱护。除此之外，我们也
要在这安静期好好明白自己，也要更认识神。求神保护我们不失掉
信心，而是更成熟，更预备好自己，更期待未来。 

 

弟兄姐妹，继续持守信心、彼此相爱和忍耐的心。在面对疫情时，
继续作好消毒和防护措施，保持适度的社交距离，同时定时一起在
网上崇拜，支取属灵的能力。鼓励小组长们善用Zoom来牧养弟兄姐
妹，常常彼此代祷，用信心和祷告仰望神。 

 

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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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在宝血下越过瘟疫！ 
  

  

大家原本期待3月31日可以恢复自由，但随着疫
情再度升温，政府必须增加额外14天管制期至到4月
14日。这对大家来说真是不容易，因为需要继续待

在窄小的空间里，有的活动空间可能只有一间房间
的，更加不容易熬过。然而，大家仍然要继续忍耐，
瘟疫和一般的灾难不同，因为它会传染，而且也关
乎人命。 



信息 精华 

2020面对困局的策略  

为此而生  

一、灭命危机，无处可逃（斯3：12-13） 

王下令人人都要跪拜哈曼，因他地位仅次于王，但末底改拒绝向哈曼下
跪，哈曼接着就在亚哈随鲁王面前诋毁犹太人，讹称他们危害国家，求王下旨
在十二月十三日减除所有以色列人。这是一个灭命和灭族的危机。 
 

二、躺在灰中，起来前行（斯4：1-3） 

当所有以色列人听见这危机时，他们有两种反应： 
 

 A）躺在灰中 

当亚哈随鲁王颁布消灭犹太人的诏书后，引起波斯帝国境内所有犹太人
的恐慌与不安，他们哀痛、伤心、哭泣、禁食，甚至披上麻衣，躺在灰中。
人人都处在哀哭和绝望里。但是在一片的绝望中，末底改却站起来往前走，
他有着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反应。 
 

B）起来往前 

末底改虽有悲哀，但他不停止在悲哀中，而是带着盼望起来走向朝门去
找以斯帖，想要改变局势。 

 

很多人处在危机中时，只会躺在灰中哀号，一蹶不振，但神要我们起来，
不单起来，还要往前走到朝门，那就是面对当下的状况。 

 

三、冒死前进，为今机会（斯4：7-17） 

当末底改把话传给以斯帖，以斯帖也要面对她的困难与顾虑，因为王已
经30天没有见她了，如果她擅自进宫见王，她会被治死的。 

 

虽然以斯帖也面对着困难和担忧，但她有一个活在盼望中的义父。末底
改坚持不断鼓励以斯帖，还对她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的身份就是为了
现今的危机”。上帝要透过以斯帖的职位来拯救所有犹太人。 

 

末底改把危机看成转机，他看见王后的身份就是解决这危机的机会。神
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身份就是为着现今危机的机会！！末底改的坚持激励
以斯帖站起来来，于是她冒死去见国王，结果就带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翻转。 

 

反败为胜就是从一个人的愿意起来而开始的。这个人可以去激励另一个
人，结果局势便能扭转！这信仰给予他们盼望和确信往危机前进。我们看见神
在历史中掌权，神要搭救，但是祂需要有人起来回应。 

 

虽然整本《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但是神却在暗地里出手 。我们可以
为神站起来，使用神所给予从祂而来独有的恩赐和地位，为这个时代解决危机。
■【本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3月15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邓榕钧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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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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中心课程（包括学房、MLI与沙仑玫瑰文凭班）一全面暂停，直到
另行通知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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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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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和神的子民 

• 神的道快快传开。 

• 守望教会媒体部同工，日夜录制剪接需要神的智慧和体力。 

• 弟兄姐妹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不掉入网罗。 

• 牧养更深，组员倍增。 

  

2. 国家疫情 

• 求停止瘟疫传染，国家领袖有智慧决定，人民顺服配合。 

• 捆绑不法之徒，不得乘机搞乱。 

• 医务人员有平安，国民身体强壮。 

• 早日有疫苗和治疗的安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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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0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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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