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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2020面对困局的策略  

诗121，永远的保护 

一、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诗121：1-2） 

诗篇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四篇，这一组十五首的诗歌被称为上行之诗或登
阶之诗，新译本译为“朝圣之歌”。耶路撒冷座落在锡安山上，代表神同在之圣
殿所在。每年有三个的节期，凡来朝见神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颂唱这一组诗
篇。他们的心是向往神、依靠神，盼望能得神的赐福。故此，“我要向山举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若要得到神的赐福，必须先内里决定“我要”，“我要”

向上！这是一个内在驱动力促使我们往上，否则，就会随地心引力往世界看、
往下沉。 

 

我们往上是找神，而不是找山。我们不要把依靠放在受造之物，而是应当
将眼目放在这坚固的造物主——耶和华的身上，祂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因为
祂是自有永有的真神。 

 

二、保护你的“四个必不”（诗121：3-6） 

在这一章里，一共出现了6次“保护”。前段的三次，“保护”的词性是主动分
词；后段的三次，“保护”的词性是未完成式。这表示，神给予我们的保护是主
动式的。这里神也用了四个“必不”来保护我们；保护（Shamar）带有看守、管
理和负责之意。 
 

A）祂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脚不摇动是个极大的保护，因为脚是我们全身的立足点。一旦脚摇动了，
我们就有可能受伤。脚，也指路程，神保护我们前方的路程不摇动。 
 

B）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唯有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祂主动为我们提供24/7的保护与看顾。 
 

C）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自然界不能伤害到我们，除非我们故意去做违反自然定律的事。 
 

D）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属灵的黑暗权势也不能害我们。 
 

三、保护你直到永远（诗121：7-8） 

神的保护是未完成式的，表示仍在继续进行中。神保护我们免受任何伤害，
保守我们的性命、每日的进出，直到永远。 

 

每逢逾越节、吹角节、住棚节，以色列人都会带着礼物上圣城朝见神。他
们会一边唱这首上行诗，一边献上感恩。在整个过程里，他们付上代价，凭信
心将家业、路途、平安，再次交给神。同时，他们也透过这首诗得医治。 

 

愿这首诗成为我们的祷告，每回朝见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再次奉献我们的
信心，知道神是我们永远的保护。■【本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8月23日，经编
辑组整理成文。】 

◎邓榕钧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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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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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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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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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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n实体崇拜与同步直播，5/9（六），4pm，祷告帐幕。 

 

C）沙仑玫瑰实体崇拜，每周三，10.30am，祷告帐幕/多用途礼堂。 

 

D）线上崇拜（详情请浏览www.ga611bol.org） 

a. 香柏崇拜，逢周六，1-2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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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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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学房恢复实体上课 。MLI、沙仑玫瑰文凭班、装备中心 照旧进行线上课程。 

 

F） HaSava 崇拜暂停。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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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五十三届》浸礼 ，10月份（日期将再个别通知）。报名截止日期：13/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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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周晓君传道 、李佩婵同工 

 

3. 拿约小学房 Zoom网上开课， 5/9 （ 逢周六）， 10 - 11:30am 

 

拿约小学房终于要开课了！欢迎9到12岁的小朋友接受装备，成为神国大军！ 

 

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 韦丽莹同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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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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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临活动预告：  

A）5781 犹太新年 / 吹角节，18/9（五），6pm  

B）5781 赎罪日、小组长聚会，27/9（日），6-8pm  

C）5781 住棚节， 2/10 （五）  

D）16 周年堂庆，11/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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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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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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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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与家庭 

1) 神乐意祝福和保护我们，甚至教导大祭司如此为他的子民祝福（民6：

24-26）。感谢神对我们的爱。 

2)  以（民6: 24-26）为家人祝福祷告。 

  

国家与疫情 

1) 感恩国家独立63年以来，神一直保守国家。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需要神更

多来拯救与医治，同心呼求神更多来充满国家，并且兴起属神的领袖和

君王起来与神对齐，与教会一同转化国家。 

2) 愿耶和华赐福给全地，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全地，赐恩给

我们。愿耶和华向全地仰脸，赐我们平安，全地不再受到瘟疫的伤害。 

  

教会与福音 

1) 9月611学房开课了，为师资、连线技术支援、学生的学习、功课与实习

操练祷告，求主兴起末日生命树的军队起来，为主预备道路。 

2) 为各小组的牧养和外展祷告，求主的灵膏抹组长，带着神的能力牧养、

医治和释放神的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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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