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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2020面对困局的策略  

360°好妈妈秘诀——先神后人再大地  

一、对的次序，带来恩宠  
A）人在前，工作在后（得1：16-17） 

当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死了后，拿俄米打算独自从摩押地返回以
色列，也极力劝两位媳妇，路得和俄珥巴留在摩押地。 

 

按逻辑分析，路得可选择留在摩押地再嫁，开始新生活。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
与背景，寡妇被视为极悲惨的，路得到以色列会被鄙视为外邦女子，也很可能无定
所、无工作、生活无定向，还得扛起照顾婆婆的重担。然而，她坚决要求与拿俄米
同去。 
 

B）从贫苦进入恩宠（得2：1-3、11、得4：13） 

路得和婆婆回到以色列，她在异国他乡生活并不容易，她需要到田里拾取麦穗
养活婆婆。然而神带领她并供应她所需，她恰巧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这“巧
合”正是神的安排。 

 

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至亲，路得在波阿斯眼里蒙恩宠，短短五十天后，路得成
为了波阿斯的妻子，从可怜的穷寡妇成为财主的妻子、大卫王的曾祖母。耶稣就是
降生在这谱系里。 

 

二、对的次序，带来合一  
A）夫妻合一是神的心意（创2：24、25、创3：1-13） 

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他们二人成为一体，这表示夫妻联合是神的心意。丈夫
和妻子分工合作打造美好的家庭，这是合神心意的。 
 

B）配偶在前，孩子在后（诗128：3） 
《诗篇》128：3说，妻子是在丈夫的内室，内室指最靠近丈夫的心的地方，也

就是最亲密的人；儿女围在桌子，桌子是指外围。这表示夫妻要摆对秩序，妻子把
丈夫放在前头，丈夫把妻子前头，也就是在父母、孩子或朋友的前面，这样会带来
夫妻合一，使家庭蒙福。 
 

C）爱与顺服，夫妻合一（弗5：22-25） 

丈夫要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己；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当教会顺服基
督，就得神的喜悦，神便赐下祝福赐给教会；当妻子愿意顺服丈夫，便得神的喜悦，
神也会透过妻子的顺服而赐下祝福。 
 

三、对的次序，领受大爱（赛49：15-16） 
女人很伟大，如全方位360°女主人一样，兼顾各方面。360°女人必须有以下

几项特点： 
 

一、向上，要爱神、敬畏神。 
二、对丈夫，顺服、帮助丈夫成功。 
三、对下，孩子，给予培育和无私的爱。 
 

神的爱如同母亲的爱，祂爱我们如同母亲爱她的婴孩一样。思念母爱之时，当
先思念爱我们超过母爱的神。■【本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5月10日，经编辑组整理成
文。】 

◎郑晓颖牧师、曾子莲传道、何丽嫦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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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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特备节目 
1. 线上直播五旬节聚会，28/5（四），9pm，Youtube/ga611tv。 

 

来临星期四傍晚6点钟就进入五旬节，这是天窗打开的时刻，因此教会将在当
天晚上直播特别聚会，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守节并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千
万不要错过神的时机！ 

2. 五旬节舞台剧《点燃复兴》主日崇拜，30/5（六），4pm；31/5（日），
8:30am、11am，YouTube/ga611tv。 
 

大家除了自己观赏，也鼓励你邀请你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领受五旬节的祝
福。*I-Gen与HaSava联合崇拜 

 

C）教育装备中心网上课程复课报告： 

1.第2届《亲子乐悠优》，30/5–20/6（六），1-3pm，课程费用：RM10 （4

堂），报名截止日期：28/5 （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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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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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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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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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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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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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省察自己的生命并再次立志吧。 

或当你跟从耶稣时是否遇到困难和逼迫？来到耶稣面前再次领受他的安息
吧。 
  
国家与疫情 
1) 国家政治 – 在这关键时刻，让我们同心宣告耶稣至高权柄掌权在马来西

亚，呼求神来拯救国家。 
2) 国家经济–求主赐人民诚信和正直的灵，就算在救市的困境中依然有美好

德行，如此，神必赐福并翻转国家。 
3) 列国疫情- 感谢主疫情渐受控制，祷告人们继续有觉悟和悔改的心，并承

认上帝是掌权者。 
  
教会与福音  
1) 属灵生命 – 祷告弟兄姐妹复工后不忘跟从耶稣，凡事以神为首。担重担、

疲乏的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得安息并重新得力。 
2) 福音广传 –我们是跟从耶稣的门徒，求主赐力量使我们继续跟从、随处

传道，好让我们可以收割灵魂作为五旬节的素祭(Shavuot)献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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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