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2日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日期

14/4（二）

15/4（三）

16/4（四）

17/4（五）

书卷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章节

1

2

3

4

*晨祷现场直播：http://citygatemedia.co/ga611-morning-devotion/

咨询：钟佩仪同工

电子版信息笔记

中文版

英文版

善用居家，创新事

主任牧师

的话

我们的网上崇拜已经进入第七个星期，我忽然对敬拜
上帝有了一个新的、更深的认知。记得耶稣曾对井边的妇
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
诚实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祂
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4：23-24）。神的属性
岂不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受时空限制的吗？
因着国家实行行动管制，也是目前被认为是最好控制疫
情的方法，所以大家都无法回到教会聚集，结果大家被逼着
学习将聚会网络化，没想到这样就让每场崇拜、信息、福音和权能医治超越国
界了。那学房、分堂学房、装备中心的课程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更广泛进行呢？
我们要珍惜即可在家线上学习和崇拜，又可在家教育孩子的机会。世上有两个
伟大的发明家就是在家有了卓越的发明。
牛顿，当时伦敦发生鼠疫，虽然剑桥受影响的程度不大，但剑桥大学在
1665年8月关闭，牛顿6月底就回到老家伍尔索普，他母亲的庄园，他在此度过
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两年。1666年的某一天，牛顿在庄园的苹果树下散步和休
息时，一粒苹果刚好掉下，引发了他去思想物体为什么会是垂直往下掉落到地
面上，而不是斜着或是上升？如果落下的这条线一直延伸下去，几乎就会穿过
地球的中心。万有引力的灵感就这样突如其来了。
爱迪生，他并不是因为瘟疫留在家。他认为母鸡能孵蛋，他应该也能，于
是他拿了一粒鸡蛋，坐在鸡蛋上。老师因着他的行为而称他为“臭蛋”
（addled）。他爱发问、爱动脑子和超越的思维触怒了老师。爱迪生的母亲认
为该把儿子带回家接受教育和做科学实验。他之后回忆往事时说：“我在家的
学习中，母亲是我成功的因素。”
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
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
的意念。”我相信上帝是盼望我们能抓到历史上这宝贵的时刻。我们看见，至
少因这次的疫情，许多人的家中重新有了祷告的声音。另一方面，待在家无形
中强化了一些家人的关系。如我的孩子们说：“我们好像天天晚上都是家庭祭
坛，吃安息日晚餐一样”。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有说有笑，多了很多彼此分享
的机会。我们原本忙碌的时间表已经被打乱了，多了很多在家活动和休息的时
间；我们免了塞车，节省了很多进出的时间，这对身体不外是一件好事。
不论事情如何演变，我们要不断从神的角度，并用喜乐的心去面对，更不
要将时间浪费在次要的事上。GA的弟兄姐妹，加油哦！我们想念你们，也爱你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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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路上有神迹

信息 精华

◎张伟良牧师
一、 末路的呼求（可5：21-24）
当耶稣走进会堂时，有一个管会堂名叫睚鲁的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再三
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病得快要死，求祢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
了。”
对睚鲁来说，女儿病得要死了是他生命中的绝路。在绝路中，他来找耶
稣，他的信心是有对象的，这对象就是耶稣，因为他相信只要耶稣按手在女儿
身上，女儿就得痊愈。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无论是疫情、经济、婚姻或人际关系，是不是
已经走到绝路了呢？
二、 沿路有神迹（可5：25-34）
耶稣跟着睚鲁回家去医治他的女儿。在路途中，另一个神迹发生了。
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花尽她所有的，不但治不好血漏病，反而
病得更重。她用尽所有力气在人群中摸耶稣的衣裳，因为她深信只要摸到耶稣
的衣裳，她就会痊愈。结果，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后，血漏立刻止住了。

耶稣转身问门徒是谁摸祂的衣裳？因为耶稣感觉到能力从祂身上出去。
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便将实情告诉耶稣。这时，耶稣称呼这妇人为
女儿，耶稣恢复了妇人的身份，从患血漏的女人变为耶稣的女儿。耶稣的医治
是完全的，不但能医治我们的身体，也能医治我们的灵魂。睚鲁亲眼看见这神
迹的发生，他亲身经历到耶稣能力的彰显。神常常会透过环境、见证和经历来
提升我们对祂的信心。
三、一路相信下去（可5：35-36）
当耶稣还在跟这女人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他的女儿
死了，何必还劳动耶稣呢？当睚鲁听见这消息，他一定很伤心、很绝望，因为
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即便睚鲁刚刚才亲眼见证神迹的发生，但是他的信心还是
被摇动了，因为他选择相信所听见的事实。这时，耶稣就对睚鲁说：“不要怕，
只要信。”耶稣也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相信那创造宇宙万物，为我们成
就救恩的神。
四、 最终，信救了你（可5：37-43）
耶稣不许其他人跟随祂到睚鲁的家，只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去，因为
其他人只是要看热闹而已。耶稣要让在他身边的这五个人，包括睚鲁的女儿经
历死人复活的神迹。睚鲁的女儿后来真的复活了。
我们若全然相信神，神会带我们经历极大的神迹。惧怕、迷茫、失掉信
心的，再次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让祂带领你一同经历神迹。■【本主日信
息讲于2020年3月29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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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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装备中心复课特别报告：
1. GA学房，沙仑玫瑰文凭班与MLI职场领袖学校将于4月份开始以网上连线方
式复课，上课时间如下：
i. GA学房 ： 逢周三至五，10am-11:30am
ii. 沙仑玫瑰文凭班 ： 逢周五，10am-11:30am
iii. MLI职场领袖学校 ： 逢周六，1pm-2:30pm
**所有上课链接将发于群组，请同学们留意。
2. 装备中心课程暂停（如 长大成熟、成为祷告的人、MG12 小组长训练...）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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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美华姐妹（李佩婵同工的组员）之父蔡恩财弟兄，于2020年月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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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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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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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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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

香柏崇拜暂停
咨询：李新财传道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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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焦点：

焦点

主的节期
1）求神帮助我们在除酵节期间带领家人自卑地省察我们的生命，在主面
前认罪悔改。
2）求神也赐我们信心与甘心乐意的心献上初熟与感恩奉献。我们相信当
我们认真并有预备的守主的节期，主必赐下他的保护，拯救，医治释
放，供应与恢复我们过去所失去的！
教会
1）为我们每周晨祷和各崇拜的信息和录制代祷。
• 求神赐更大的智慧和技巧
• 恩膏媒体团队与牧者同工把最好的信息和敬拜献上
• 造就弟兄姐妹与广大的人群
全地的疫情
1）求主保守医务人员的安全，求主医治在疾病中的人们。
2）呼求神的国要彰显在地上，瘟疫要止住。（可大声用方言祷告）

祷告会时间表（网上祷告）
早祷：10am-11am / 晚祷：3-4pm
周次

时间

咨询：郑晓颖牧师 03-7956 7709

祷告项目 负责人

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城市、教 陈彩云
会与家庭 姐妹

每周三

12:30- 以萨迦的 伍凤洁
1:30pm
恩膏
姐妹

每周四

11am 1pm

每周三

1:30 2:30pm

高月群
传道

每周五

2:30 3:30pm

圣地

8:30 - 拿细耳人 杨蕙芳
每周三
10:30pm
祭坛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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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圣城

12 每周六
复兴火苗
12:30pm

黎彩萍
姐妹
谢瑞庄
实习
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