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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聚会

浏览www.ga611bol.org，点击“线上崇拜”，

或登录 YouTube 搜寻ga611tv，点阅“线上

崇拜”。鼓励您订阅GA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不错过每星期的各式崇拜。

主日崇拜，每周日，8:30am、11am

（实体崇拜已开放，欢迎到www.ga611bol.org订位）

Arise 崇拜，每周六，3pm-4pm

（实体崇拜已开放，⽆需订位）

I-Gen 崇拜，每周六，4pm

⼉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11am

晨祷直播，每周⼆ - 周五，8am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Zoom 聚会

沙仑玫瑰

每周三，10:30am，欢迎各位姐妹参与我们。

香柏崇拜

每周六，1-2pm。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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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房、敬拜祷告学校、MLI、沙仑玫瑰事奉班、

装备中⼼、拿约小学房、拿细耳⼈学校，

进⾏Zoom 线上课程。

有声⾳ 传福⾳
用⼗天的时间为未信者祷告，鼓励各小组定时同步祷告，

或者接⼒祷告。

这⼗天里，边祷告边透过⽹路或电话传福音。

送出爱之语卡片给未信者。

简单三步曲，让您轻松传福音，

请扫描此⼆维码以获得更多详情。

http://www.ga611bol.org/
http://www.ga611bol.org/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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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四届》浸礼

好消息！请想要浸礼的弟兄姐妹们和组长们留意，鼓励⼤家到⽹上

下载《浸礼表格》，填写表格后请电邮⾄ gabaptism@gmail.com

日期待定，仍接受报名
咨询：⽅献美实习传道

Call to All ⽉朔祷告会

1/12（三），8-10pm，线上直播。

咨询：郑晓颖牧师

祷告会直播详情请浏览我们的官⽅⽹站

www.ga611bol.org, 或登录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

11、12⽉活动

《识多⼀个⼈》 6/11（六）

开启福音⾏动《有声音传福音》

《第五⼗四届》浸礼

萧立升弟兄（张伟良牧师之门徒）

张韵姐妹（曾⼦莲牧师之门徒 ）

将于4/12（六），10:30am，

祷告帐幕举⾏婚礼。

敬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和

祝福这对新⼈。

关汉强弟兄（李新财传道之组员）

李丽萍姐妹（郑⽟笑姐妹之门徒）之夫

于11月24日安息主怀，愿主的爱与安慰临

到他们家，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

圣餐主⽇
实体崇拜与线上崇拜

5/12（日），8:30am、11am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mailto:gabaptis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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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线上学房（招⽣）

4/1/2022（⼆）开学（若有更改，将另⾏通知）

报名截⽌日期：15/12（三）

报名费：RM 200（所缴报名费恕不退还）

面试及笔试日期：待定

列国招⽣，双语翻译，末世收割，穿越疫情，全地连线，装备不停。

咨询：陈露蒖传道 (012-337 1988) /黄晓芳同⼯ (017-285 9329)

GA 职场领袖学校 （招⽣）

8/1/2022（六）开学（若有更改，将另⾏通知）

报名截⽌日期：15/12（三）

报名费：RM 220

（首次报名，面试通过后才缴交，恕不退还）

面试日期：待定

⼀队职场⼤军，正在兴起，透过你和我这样的信徒，将神的国临到社会各个角落。全⼈

装备兴起，为神赢得职场，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咨询：李⼦康传道 (017-351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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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届《苗圃8福》（开放给新朋友和众弟兄姐妹 ）

8/1 （六）开课，4:00pm-5:30pm ， Zoom 线上上课

报名截⽌日期：25/12（六）4:00pm，或额满即⽌

课程费用：RM10/8堂；

GA 弟兄姐妹必修课

本课程由张伟良牧师和教师团队授课，我们深感基督徒进⼊丰盛的⽣命必须先被神的爱

医治，也要出去偶像、家族咒诅。透过《⼝出恩⾔》、《⼀笔勾销》、《笑⼝常开》、

《⼀团和⽓》、《代代平安》、《重新得⼒》、《病得医治》、《凡事富⾜》，深⼊浅

出的真理教导，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带领我们进⼊蒙福之路！

咨询：陈明慧实习传道 (018-259 6117) /何丽虹同⼯ (012-820 6925)

请汇款⾄：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Maybank 5-12334-30127-6)

＊备注：转账时请注明 EC MP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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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银⾏代码：PBBEMYKL

备注：请保留转账收据直到实体崇拜恢复如

常，将收据投⼊任何崇拜的奉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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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祷书卷

负责⼈：江牧师、邢牧师

30.11 星期⼆

罗马书

第5章

1.12 星期三

罗马书

第6章

2.12 星期四

罗马书

第7章

3.12 星期五

罗马书

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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