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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神是一切的中心 

一、神在召集军队 
A）神在帐幕中的说话（民1：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一日，是他们离开埃及足足
十三个月。过去一年，他们在西奈山附近的旷野里度过；从神那里领受律
法，建造帐幕。当时帐幕已建立一个月了，律法典章也已全部颁布，百姓
已作好属灵的装备。 

 
帐幕代表神与人同在，神在旷野的帐幕中向摩西说话。摩西和亚伦透

过神说的话来带领全以色列会众。 
 

B）召集能打仗的军队（民1：1-3） 
首先被数点的是二十岁以上的男丁，他们是能出去打仗的一群，他们

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迦南得应许之地。要得地，就一定会面对争战；要争战
得胜，就需要有组织和能走在前线打仗的部队。这个部队需要的是有承担
力和服从能力的人。 

 
二、要与领袖同站（民1：4-16） 

神从会中选召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族长来帮助摩西和亚伦。有了首领，才有
跟随者，做族长或组长的，就是个领袖，做领袖首先要站好自己的位子，人才
会起来跟随你。领袖也要懂得跟随，如此，所有人才能形成一支有队型的军队。 
 
三、按对的关系分队（民1：17-46） 

12支派分别围绕在帐幕的东南西北方向扎营。他们扎营的地点是按关系分
配的。南面有利亚的儿子流便、西缅和利亚婢女悉帕生的迦得。东面也是利亚
的儿子犹大、以萨迦和西布伦。西面是拉结的儿子约瑟的后代以法莲、玛拿西
和拉结的儿子便雅悯。北面是拉结的婢女辟拉所生的但和拿弗他利，以及利亚
婢女悉帕所生的亚设。 

 
四、以神的帐幕为中心（民1：47-54） 

利未人扎营的地方是在最前排，也就是最靠近帐幕的四围。以色列的十二
支派扎营的地方则是在利未人之后。所有人都围绕着帐幕，以帐幕为中心，这
表示以神为中心，这是“先神”的观念。“帐幕”代表神同在的地方，神在帐
幕里向摩西和亚伦说话，摩西和亚伦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吩咐12支派。 
 

《民数记》从一开始就以神为中心，无论是百姓扎营和拔营、数点军队、
家庭生活，全都要以神为中心。在扎营时，无论是有打仗能力的军队或各个家
庭，都要各归本营、各归本纛。当兵的依然和家庭绑在一起，并没有分开；服
侍神的利未人围绕帐幕安营，专注守着帐幕，服侍神。以色列人按照“凡耶和
华吩咐摩西的”去行，这就成为他们将来得胜的根据。■【本主日信息讲于
2020年8月23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江月霞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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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1.  《从吹角到住棚》，18/9 - 10/10。 

A）5781吹角节，18/9（五），6pm。 
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在家中高处、公司或属于你的地方周围吹号角，进入
5781年。 

  
B）赎罪日，27/9（日），6-8pm，祷告帐幕。 

因SOP的限制，鼓励同工和小组长们出席实体《赎罪日严肃会》，弟兄
姐妹可透过线上直播一同守节。大家同心为疫情、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
献上悔改和代求。 

  
C）14天为国家禁食祷告，14/9（一）6pm 至 28/9（一）6pm。 

为配合赎罪日，教会将进行为期14天的禁食祷告（但以理或流质）。各
人在这期间要自我省察，同时也为疫情和国家代祷并悔改。祷告部将提
供祷告事项。 

  
D）住棚节 

i.  欢庆住棚献初熟，3/10（六），4 pm ；4/10（两堂主日），8:30am、
11am，祷告帐幕。 
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守住棚节，并在这两天里带着初熟奉献来朝见神。 

  
ii. 住棚献上祷告塔和祷告屋，10/10（六），10:10am，祷告帐幕。 
这一日是住棚节的最大之日，也是GA进入祷告帐幕的10周年。教会将
在这日献上祷告塔和祷告屋。 
 

2. 实体聚会: 
A）主日崇拜与线上直播，每周日，8:30am、11am，GA611祷告帐幕。 

一、网上预约 
每堂主日崇拜只允许160人参加，请预先上网预约座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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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第二堂崇拜，11am 

 
 
 

 
 
https://ga611-first.eventbr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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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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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二、出席聚会须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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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日崇拜直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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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n实体崇拜与线上直播，
C）沙仑玫瑰实体崇拜

学房已恢复实体上课。

3. 各个线上聚会： 
A） 晨祷直播，每周二 - 周五，8am。 

请点击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收看 
 
B）香柏崇拜，每周六，1-2pm，Zoom 线上聚会。 

宝贝们一起来！香柏崇拜透过Zoom 与大家见面。一同欢乐，跳赞美操，
彼此分享、勉励和祷告。期待在线上与你相会。 
 

C） 儿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8:30am、11am，YouTube直播。 
 
D）拿约小学房 ， 5/9开始 （ 逢周六）， 10 - 11:30am，Zoom。 
 
E） MLI、沙仑玫瑰文凭班、装备中心照旧进行线上课程。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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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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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4. 《第五十三届》浸礼 ，10月份（日期将个别通知受浸者）。 
好消息！请想要洗礼的弟兄姐妹们和组长们留意，鼓励大家可以到网上下载，
填写《浸礼表格》后交回给我们，报名截止日期：13/9（日）。 
 
 
 
 
 
 
 
 
 
 
咨询：周晓君传道、李佩婵同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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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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届浸礼表格 

https://ga611-first.eventbr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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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咨询：洪佩娴传道 

周六 

香柏崇拜 
1-2pm，Zoom 线上聚会 

        咨询：李新财传道 

    崇拜
                 4-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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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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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焦点 

个人与家庭 
1) 神有时候要我们往前行，有时要我们停下来等候，关键是要学习跟随和

依靠祂。感恩全能的神祂在我们前面的路上为我们寻找和预备可安歇的
地方，那是多么安全多大的福分啊！为自己祷告能对神有更大的信心和
依靠，并愿意跟随祂的带领。 

2) 我们也相信神会如此地带领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无论神如何带领，我们
和我们的家就如何跟随。 

 

国家与疫情 
1) 我们也为着神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如云彩般的遮盖来感恩。我们求神兴起，

愿神一切的仇敌从我们的国家四散，在神面前逃跑，没有一个能站立得
住。 

2) 继续为全地的疫情变化来祷告，也特别为国家近日内疫情的新增病例迫
切祷告。求神拦阻一切的恶化和蔓延，一切的瘟疫都要逃跑。求天上的
父施恩怜悯，拯救全地脱离瘟疫的灾害。 

 

教会与福音 
1) 我们感谢神对教会一路的引领，我们继续为教会来祷告，求神遮盖保护

我们所有的实体崇拜；也为我们还在线上崇拜的儿童和香柏崇拜来预备
前面的路和一切的决定，都蒙神带领，进入祂的心意。 

2) 继续求神大大恩膏教会的五重与传承，扩张媒体部、传福音、代祷者，
也兴旺所有的牧养和装备，同心合一地跟随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得着神
所量给GA的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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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