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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2020面对困局的策略  

不发怨言 

一、怨言会达到神的耳中（民11：1-3） 

神听得见我们的怨言和恶语，这些话语会拦阻我们进入神的应许里。神带
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然而他们无法进入，因为他们
生命里充满着怨言。不管我们身处任何环境，不要抱怨，而要常常喜乐，不住
祷告，凡事谢恩。 

 

我们也不要以怨言回应怨言，对付怨言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回应，而要像摩
西一样向神祷告，神会亲自审判那些用谣言来攻击我们的人。神听怨言，更听
祷告。我们听见怨言时，要起来为讲怨言和说谣言的人祷告，求神止住审判。 
 

二、怨言会传染，从下往上（民11：4-15） 

怨言会传染。原本是少数人说的，最后都会演变成全部人都说。人越抱怨，
越觉得不足够、越觉得自己凄凉，甚至还可能说出失实的话。当时的以色列人
就是听到一句怨言，结果对所有都不满，自哀自怜。我们若不警醒祷告，怨言
的灵会辖制我们，导致眼睛所看的和口中说的话被扭曲成负面，最终也导致别
人被辖制，怨声四起。若耶和华审判的火降临，抱怨的人是不会好受的。故此，
不要让怨言的灵在我们身上发动，而是要用信心来抵挡它。 
 

三、怨言仍有恩典有审判（民11：16-35） 

面对百姓的怨言，神如何回应？神仍旧赐恩典。 
 

A）恩典一：预备团队 

在一片怨声中，神仍为摩西设立七十个人，神的灵充满他们，他们便可以
帮助摩西分担管理百姓的工作。 
 

B）恩典二：预备食物 

神对摩西说，祂会为百姓预备肉吃，但这时的摩西竟不信。摩西因为怨言，
忘记了神当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的。当人抱怨神时，就会忘
记神的大能和过去神给我们的祝福。 
 

C）审判：死 

神有恩典，也有审判。此时此刻，就连约书亚也犯错，他嫉妒那70个被神
的灵充满的人说预言，原来抱怨会带来嫉妒。神的心意并没有因为约书亚的
反应而停止，神的灵仍旧充满这70个人。 
 

神将鹌鹑布满在以色列民的营地，数量多不胜数。以色列民第一时间张口
吃肉，还不断捕捉鹌鹑回营，每人捕获约一千公斤。他们只顾满足自己贪欲
的态度惹神发怒，神用重灾审判他们。 

 

我们的生命一旦出现抱怨的灵，我们要立刻跪下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
好让神的爱和信心充满我们，取代怨言。■【本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9月13日，
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张伟良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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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1. 《从吹角到住棚》，18/9 - 10/1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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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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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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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4pm，祷告帐幕。 
C）沙仑玫瑰新系列《信心系列》，每周三，10:30am，祷告帐幕/MPH。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9：23） 
 

咨询：洪佩娴传道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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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直播，11am 实体崇
拜。 

 
     
 
               https://gask.eventbr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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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订阅GA611TV YouTube频道  

 
经过这几个月的线上崇拜，我们发现无国界敬拜是我们将来要走的方向，让
更多不同地点、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可得到健康的灵粮喂养身心灵。
因此，我们盼望能长远使用YouTube成为GA611线上崇拜与布道的频道。为此，
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帮忙订阅GA611TV，将我们的频道推广给你身边的人，让更
多人能看见GA611TV，将好消息带到世界各角落。 

  
大家只需要跟着以下简单步骤，就能成功订阅GA611TV YouTube频道： 
 
1. 进入 YouTube GA611TV 专页:   
https://m.youtube.com/user/ga611tv?feature=results_main 

2. 点击 “订阅/Subscribe” 
3. 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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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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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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崇拜、11am D.Ha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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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系列》实现应许的信心 

30/9 ，10:30am，祷告帐幕/多用途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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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n 崇拜 

                 4-6pm，祷告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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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吹角到住棚》14天禁食祷告： 

教会与祭司： 

1）祭司献赎罪祭洁净：蒙召的祭司和利未人、服侍神的领袖、小组长们，让我们

为着自己服侍神的态度、我们的侍奉和牧养来自审，再次把这些事工献上给神；

也代表所有组员和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认罪。求主耶稣大祭司赎罪的宝血再次

来洁净和遮盖教会，悦纳我们手中所献的祭。  

 

2）圣灵膏抹与大浇灌：我们呼求圣灵膏油的大浇灌，求神以火与能力膏抹祂的众

仆人和使女，断开在我们心思和肉体上一切的困锁，成为神圣洁大能的战士。

也来领受圣灵属天的智慧和启示、超自然医治和释放的恩膏；并遵主命出去使

万民做主的门徒 、医病赶鬼，叫瞎眼看见、瘸腿行走、死人复活、受压制的得

自由、被掳的得释放，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城市与国家： 

1）为国家认罪：我们一同自卑跪在神面前为国家来祈祷、认罪悔改，也代表我们

国家的君王、领袖和一切在位的，承认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执政管理这片土

地，行恶叛逆偏离神，以贪婪行巫术、一切拜偶像的邪行、流无辜人血的罪污

染了土地得罪神，我们呼求公义慈爱的神赦免我们国家的罪，再次领我们进入

羔羊宝血的救赎里，挪去我们脸上的羞辱。 

 

2）重建国家属灵围墙：我们也代表全国人民曾对国家政府和领袖的毁谤、怨言和

抵挡来认罪，求神赦免我们，并赐我们合一顺服的灵。求主转眼看、侧耳听我

们的祷告，伸出祂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重建国家的属灵城墙，堵住一切破口；不

再遭到仇敌的毁坏、抢夺、攻击和辖制，使地不再被咒诅。奉主名宣告马来西

亚必蒙保护且要进入神给它的命定。 
 

3）神兴起祂的器皿：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在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中

拣选你要使用的器皿；尤其是做决策的和一切在高位的领袖。神你来掌权，一

切的权柄都出于你，你必与你的受膏者同在，并要止住一切怨言和叛逆贪权的

权势。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国家，仇敌的计谋必不能得逞。主啊！求你大大

地施行拯救。 

 

4）神向国家的仇敌夸胜：求神赐我们国家的王和领袖有智慧谋略，可以带领国家

去到神要我们去的方向。也求神把属灵的弓箭赐给教会，叫我们所发的祷告都

是耶和华的得胜箭，能以击打和战胜我们国家的众仇敌和一切偶像的权势，直

到把他们灭尽。奉耶稣的名宣告国家要进入全面悔改、全面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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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