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4/8（二） 5/8（三） 6/8（四） 7/8（五） 

书卷 罗马书 罗马书 罗马书 罗马书 

章节 9 10 11 12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电子版信息笔记 

 

中文版 英文版 

2020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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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的跟随 

一、跟随耶稣价值观要转化（太19：16-22） 

A）要超越守律法 

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遇见一个有钱少年官，他提问耶稣该做些什么

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少年官认为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但耶稣回答说守律法、

做善事，做好人不能叫我们得永生；唯有凭信心接受耶稣，才能得永生。 

  

B）要超越永生 

耶稣告诉少年官要做个完全人，即符合天国标准的人。耶稣盼望少年官来

跟随他，耶稣吩咐他先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少年

官听完后，在钱财和跟从耶稣之间，他选择了钱财，最后忧忧愁愁地走了。

人要跟从耶稣，需要付出代价并改变价值观。 

  

耶稣随后告诉门徒，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如同骆驼穿过“针的眼”。“针的眼”

指当时城门口旁边的小门。骆驼要进这小门前，须卸下背上的东西，然后蹲

下来，靠主人边拉边推的，一步步趴着进去。骆驼要穿过针的眼是一件难事，

财主进天国也是如此。他需要放下所有钱财、身份和地位，谦卑地跟随主。

过程虽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 

  

二、跟随耶稣会与祂一同坐王（太19：27-28） 

针对彼得的提问，耶稣回答他，凡跟随耶稣的人，做主门徒的，当耶稣第

二次再来在地上做王的时候，他们在天国的国度里必有权柄与耶稣一同审判、

一同做王。现今，我们处于末后的日子，趁还有机会，我们要好好地跟随耶稣，

成为得胜者。 

  

三、撇下跟随必得百倍（太19：29-30） 

“撇下”指放手，卸下主权交给耶稣。人之所以放不下是因为人不够相信神，

神是信实的，我们要相信他。神也应许我们，当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随神，在

今世必得百倍，并且得永生。 

  

此外，耶稣也告诉门徒，许多人看为最重要的将来要成为最低等的；人看

为最低等的却是最重要。财主看他的财富、身份和地位比一切都重要，但在天

国里这些都不重要。门徒放下一切跟随主，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耶稣说他

们要坐在宝座上，和耶稣一同做王，一同审判。我们活着乃为神的国度，应当

把主权交给神来跟随祂，并谦卑自己效法耶稣活出生命树的生命，在今生必得

百倍。■【本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7月19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洪佩娴传道、周晓君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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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1. 八月份各崇拜动向: 

感谢神的保护与恩典，国家疫情减缓，故此GA611各类聚会将逐步开放，详

情如下： 

 

A）实体主日崇拜与同步直播，2/8开始，每周日，8:30am、11am，GA611祷告

帐幕。 

因着RMCO的缘故，每堂崇拜只允许160人参加，欲参加者需预先上网预约

座位，先到先得。详情如下： 

 

一、网上预约 

a.浏览www.ga611bol.org获取相关资料，或 

b.扫描以下QR Code 或浏览以下网页： 

i.  第一堂崇拜，8:30am 

 

 

 

 

 

https://ga611-first.eventbrite.com 

ii. 第二堂崇拜，11am 

 

 

 

 

https://ga611-second.eventbrite.com 

c. 如无预约者需在门外等候空缺座位才得入场。 

d. 教会有关负责同工将按现场情况，决定是否给予入场。 

 

二、出席聚会须知 

a. 凡7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12岁以下的孩童、过去14天从境外回国，

或身体不适者，请参加线上崇拜。线上崇拜时间同为8:30am、11am，

星期日。 

b. 进入祷告帐幕大堂前，请先接受体温检测、扫描SELangkah应用程序

或填写个人资料、消毒双手。体温超过37.5 C°者不能进场，请立即

求医。 

c. 请务必佩戴口罩。 

d. 除男女洗手间和大堂开放以外，其他空间包括茶水间暂不开放使用。 

e. 入座时或与他人交流时，请保持1公尺（1 meter）的社交距离。 

f.  为减少肢体接触，暂不派发周报，请到GA网站下载电子版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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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三、崇拜同步直播 

a. 浏览www.ga611bol.org，点击“线上崇拜”，或 

b. 登录 Youtube 搜寻ga611tv，点阅“线上崇拜”。鼓励您订阅GA频道并

开启小铃铛，以便跟上每星期的崇拜。 

 

B）线上崇拜（详情请浏览www.ga611bol.org） 

a. 沙仑玫瑰，（三），10.30am - 11.30am，Zoom线上聚会。 

新朋友或第一次参加的姐妹们请扫描QR code并填上电子版表格，负责人

将联络您以寄上Zoom链接链。 

 

 

 

 

 

b. I-Gen，六，4pm，YouTube直播。 

c. 儿童教会，六，4pm；日，8:30am、11am，YouTube直播。 

d. 香柏牧区，日，8:30am、11am，YouTube主崇直播。 

  

C） 学房、MLI、沙仑玫瑰文凭班、装备中心 照旧进行线上课程。 

D） HaSava崇拜暂停 

E） 教会暂不公开场地供小组聚会，请组长们斟酌决定线上小组或改用其他场

地。 

 

2. 晨祷直播连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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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奉献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A）Public Bank 3133173103（什一和奉献）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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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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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线上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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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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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祷告 焦点 

个人与家庭  
1) 没有任何事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为自己与神的关系更深、更密切祷告。 
2) 家人深深领受神的爱，被神的爱吸引，从过去伤害或苦难里得医治和安

慰。 
  
国家与疫情 
1) 为国家领袖能感受上帝的爱祷告，求主得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并认
识神。 

2) 为政府有智慧带领国家经济成长。 
3) 为各国的疫情祷告，求主怜悯从地上挪开这个瘟疫，看见死亡人数每日

上升，他们有许多人还不认识耶稣，求主赦免人的过犯，使我们从瘟疫
的辖制中得释放。 

  
教会与福音 
1) 感谢主，来临主日我们将开始实体崇拜。求主保守所有的行政流程，也

让每一个渴慕来敬拜神的人，不管在现场或在线上崇拜都深深感受神的
爱，灵里再次被挑旺。此外，求主保守每一个人的安全，身体健壮，免
受瘟疫的感染。 

2) 为小组牧养祷告，求主坚固每一个人的信心，神的爱与他们同在，让每
一个人都在小组里被牧养，灵里得满足、生命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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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