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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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面对困局的策略  

清理和建立生命的季节  

一、选择世界的家庭 
A）看利益，不看道德（创13：1-13） 

罗得看重世界，举家搬迁到繁华的所多玛。他选择眼前的利益，而不看重
道德。所多玛（Sodom）的字根是鸡奸，是同性恋泛滥、道德腐败的城市。罗
得属世的眼界影响了他做出属世的决定。 
 

B）有高位，没影响力（创19：1-5） 

罗得在所多玛享有权柄，却对社会和家庭没影响力。当两个天使到来，他
尽地主之谊招待天使。这引来了全城男人的围观，也激起他们对那两位来客
的淫念。可见所多玛当时的社会风气极其败坏。 
 

C）有家庭，却很疏离（创19：6-14） 

罗得与家人的关系疏远，家庭道德因受周遭环境影响，相当败坏。天使吩
咐罗得转告家人离开所多玛，因为神要毁灭这城，但他的劝诫却被家人和未
来女婿当耳边风，他的话语毫无影响力。 
 

D）蒙拯救，却往后看（创19：6-14、26） 

灭城的当儿，罗得一家迟延不走。天使唯有拉着他们离开，罗得妻子在逃
走之时往后看，结果成了盐柱。因着他们留念过去的罪恶，所以只有死路，
没有未来。 
 

E）家庭亡，敌神后裔（创19：31-32、36-38） 

家庭的根基非常重要。若一开始就建立在世界观上，便会影响后裔。如罗
得的后裔，摩押和亚门人，便世世代代与神为敌。 

 
二、选择跟随神的家庭 
A）神首位，神祝福（创12：1-8） 

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族、本乡，往迦南地去，他便立即回应神，带着家
眷和所有的起行。亚伯兰把神放首位，顺服和跟随神的带领，神就赐福予他。 
 

B）有软弱，神保守（创12：10-20、20：1-7） 

亚伯兰跟随神，但他也有软弱。他为了保命而出卖撒莱，叫妻子隐瞒身份
称是妹子，撒莱因容貌漂亮而两次被当地的王带走，差点成为嫔妃，所幸神
及时出手保护，亚伯兰才不至于失去妻子。 

 

C）转向神，回到祭坛（创13：1-18） 

亚伯兰从软弱中蒙拯救后，就定心回到当初在伯特利筑的祭坛，更多地回
转向神。同样，在这行管令期间，是我们回到祭坛，重整、清理和建立生命
的宝贵时段，让我们无论身在任何光景，都能紧紧抓住神。 
 

D）家庭筑坛，世代跟随（创19：31-32、36-38） 

亚伯兰不仅自己筑坛，也带领孩子筑坛。他的后裔世世代代也起来筑坛，
跟随神。当属神的家庭设立好榜样，便造就出属神的后裔。■【本主日信息讲
于2020年4月26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邓榕钧牧师、郑晓颖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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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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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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式推介” I-GEN 第一次线上崇拜， 9/5（六），4pm线上见！ 

 

好消息！ 这个星期六你可以透过线上直播，参加Youth和Uni第一次联合的全新
I-GEN崇拜！ 

 

I-GEN崇拜是聚集所有年轻人，一起为神筑梦，在世界发挥影响力的大家庭！这
次崇拜，我们将会分享I-GEN的起源、异象、展望等，也邀请了特别嘉宾分享信
息。 

 
C）GA青年学校招生，17/5 （日）开课，11am-12pm， 报名费： RM100（一年）。 
 

青年学校将会透过Zoom开课，这是特别提供给中学生及大专生的2年制青年学
校，欢迎今年想报读或续读的同学赶紧报名！ 

 

咨询: 李子康传道 (017-3512600)/ 黄晓芳同工 (017-2859329) 

 
D）教育装备中心网上课程复课报告： 

1. 第19届《MG12小组长训练》（初阶）， 9/5–20/6（六），10-11:30am，课

程费用： RM10 （7堂），报名截止日期：8/5 （4:30pm）。 
 

按立小组长必修课；本课程由邢志中牧师和教师团队授课，使你承传GA611

教会的基因——―人人带小组‖，成就耶稣叫你―使万民作我门徒‖的呼召。 
 

 

 
 
 
 
 
 

报名资格： 已修毕《遇见神营会》、《长大成熟》、《天国精兵》及《苗圃8福》课程，并有组长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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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PhV6H99PPgn62ZNP9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Public Bank 3133173103) 
 

* 银行代码：PBBEMYKL 
* 备注： 
1) 转账时请注明：EC MG12CLT 
2) 请将转账收据 Whatsapp 给 012-866 2523 

（钟惠欣实习同工） 

https://forms.gle/PhV6H99PPgn62ZNP9


家事 报告  
 

2. 第1届《脱债得财》，16/5–13/6（六），10-11:30am，课程费用：RM10 （5

堂），报名截止日期：15/5 （4:30pm）。 
 

面对财务上种种挑战却无所适从？本课程由李新财传道队授课以圣经为基础，
帮助同学明白如何以神国价值观处理财务，经历脱债得财，生命翻转的恩膏。
一起成为神国财务好管家。 

 

 

 

 

 

 

 

 
       报名资格：开放给新朋友与众弟兄姐妹；报名名额：仅限90位，额满即截止。 

 

3. 第2届《亲子乐悠优》，16/5–6/6（六），1-3pm，课程费用：RM10 （4堂），
报名截止日期：15/5 （4:30pm）。 

 

孩子出牌不按牌理，时而天马行空，时而脚踏实地，叫父母们焦躁不已，沮
丧难过。本课程由郑晓颖牧师和李子康传道授课，帮助父母们明白孩子们的
个性类型，运用正确的应对方式，找到有效的教养诀窍，打造出量身订做的
教养法，享受紧密美好的亲子关系。 

 

 

 

 

 

 

 
 

报名资格：开放给新朋友与众弟兄姐妹；报名名额：仅限90位，额满即截止。 

 
E）晨祷直播连接链： 

1.晨祷现场直播，弟兄姐妹可在家同步晨祷。（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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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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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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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xt9Sg95gX9fC5bh39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Public Bank 3133173103) 
 

*银行代码：PBBEMYKL 
*备注： 
1) 转账时请注明：EC DEBT 

2) 请将转账收据Whatsapp 给  016-796 0917 

（林子绮实习同工） 

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n7r4hNyCSirvH7fS9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Public Bank 3133173103) 
 

*银行代码：PBBEMYKL 

*备注： 

1) 转账时请注明：EC FAMILY 

2) 请将转账收据Whatsapp 给 012-866 2523 

（钟惠欣实习同工） 

https://forms.gle/xt9Sg95gX9fC5bh39
https://forms.gle/n7r4hNyCSirvH7f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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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N崇拜 

            4-6pm，网上崇拜。 

        咨询：邢志中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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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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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崇拜。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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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焦点 

个人与家庭 

继续过圣洁生活。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依靠他，成为圣洁作

美好见证的人。 

 

列国与疫情 

1) 全马同心- 特别为执政的祷告。在抗疫、政治、经济上全国同心一起建立

国家。 

2) 国家复工- 疫情继续受控。经济蒙神祝福，转危机为生机。特别记念贫穷

的和孤儿寡妇。 

3) 列国疫情- 全地认识神的权能，全地回转向神，全地得拯救。 

 

教会与福音 

1) 生命成熟- 弟兄姐妹在神的话、爱心、信心、清洁上主更成熟。生命不停  

顿，在逆境中更加倍成长。 

2) 福音广传- 求主恩膏教会，在这关键时刻把福音有效地广传。教会同心合

一，满有权柄和能力，在黑暗中成为光和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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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