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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祷现场直播：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咨询：钟佩仪同工



信息 精华除掉假神蒙拯救

一、七次恶性循环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从士师记第一到十三章总共出现

了七次。

第一次出现“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记载时，接下来就是形
容以色列人行的恶事：他们拜偶像、行邪淫、迷信和行邪术；他们背约偏离
神的道和命令，在信仰上妥协了；他们与未信的人通婚。

这七次的循环可称为恶性的环循，行恶被欺压、呼求、拯救，不断重复，
但每一次神都会兴起士师起来拯救他们，赶走欺压者。这卷书共记录了12位
士师。

二、七个欺压者的出现
从第二到十三章共记载了七个欺压者，他们分别为：

1.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萨田，迦勒的女婿，士师俄陀聂出现。
2.摩押王伊矶伦，士师以笏和珊迦。
3.迦南王耶宾，西西拉被底波拉和巴拉连手追赶，被雅亿用撅子锤子
杀害。
4.米甸人，士师基甸出现。
5.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辖制百姓；士师陀拉和睚珥出现
6.非利士人和亚们人，出现士师有耶弗他、以比赞、以伦和押顿
7.非利士人，士师参孙出现。

三、认清自己的罪（士10:6）
以色列人有七重拜假神之罪，他们去事奉：

1.诸巴力，迦南人的神。
2.亚斯他录巴力之妻或叫亚舍拉，是生育繁殖女神。
3.亚兰的神，就是叙利亚的神。
4.西顿的神，有巴力、亚舍拉、亚斯他録、亚拿。亚拿是生殖神。
5.摩押的神，基抹，它是残暴的战神。
6.亚扪人的神，有摩洛又名米勒公，需向它献上活婴为祭。
7.非利士人的神，有大衮和巴力西卜。

他们的心被这些假神充满，结果离弃耶和华、不事奉祂。

四、重复的忘记神（士10:10-14）
神这一次没有立刻接受他们的哀求和施行拯救，因为他们重复再犯又再

犯，神就用过去祂曾七次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七个欺压者的事来提醒他们，
可是他们还是重复忘记神。他们在信仰上妥协，不听从神，继续事奉别神，
令神很烦厌，所以神不再施拯救。

五、但神必救我们（士6:15-16）
百姓这次真诚向神认罪悔改，并且用实际行动，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拿掉偶像假神，不妥协，也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转向事奉雅威，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蒙拯救。

2021是“得得”的一年，虽有争战，但我们会争战得胜。疫情会过去，
跟神有对的关系就会有翻转，经济会有突破，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是神救我
们，我要把荣耀归给祂。■【本主日信息讲于2021年1月17日，经编辑组整理
成文。】

◎江月霞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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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1. 线上聚会

一、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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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跟上每星期的

崇拜。

A）主日崇拜，每周日，8:30am、11am。

B）I-Gen崇拜，每周六，4pm。

C）儿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8:30am、11am 。

D）晨祷直播，每周二 - 周五，8am。

请点击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收看

二、 Zoom 聚会

A）沙仑玫瑰《圣灵大力丸》系列，每周三，10:30am。

B）香柏崇拜，每周六，1-2pm。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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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拿约小学房， 每周六，10 - 11:30am。

E）学房、MLI、沙仑玫瑰文凭班、装备中心照旧进行Zoom线上课程。

2. Call to All 月朔祷告会，3/2（三），8-10pm，线上直播。

祷告会直播详情请浏览我们的官方网站www.ga611bol.org，或登录 Youtube

ga611tv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咨询：郑晓颖牧师

3. 网上装备 - 第1届《医治释放 DIY》，20/2 – 13/3（六），10am-12pm，课程费

用：RM20（4堂）；仅限90位，额满即截止。

常觉得做医治释放很难吗？或害怕去做吗？本课程由陈露蒖传道和教师团队

授课，让你轻松、容易学医治释放，我们一起上路吧！欢迎GA611按立组长

与准组长们踊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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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45PddiH34gQw4MyY9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Maybank 5-12334-30127-6)

*备注：
1）转账时请注明：EC H&D
2）请将转账收据Whatsapp 给012-866 2523 

（钟惠欣同工）。

http://www.ga611bol.org/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https://forms.gle/45PddiH34gQw4MyY9


家事 报告

报名资格：GA611按立组长或准组长，并由父系组长推荐上课。已修毕《遇
见神营会》，《长大成熟》，《天国精兵》及《苗圃8福》课程。

咨询：钟惠欣同工 (012-866 2523) / 林子绮同工 (016-796 0917)

4. 熊帼珍姐妹（温佩仪姐妹之组员）之父熊志祥弟兄（刘亚苟弟兄之组员），

于2021年月1月25日与世长辞，愿主的爱与安慰临到他们家，请弟兄姐妹在

祷告中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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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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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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youtube.com/user/ga611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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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am 菲律宾崇拜 Zoom 线上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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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m 印语崇拜 Zoom 线上聚会 洪佩娴牧师

周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的色彩
《圣灵大力丸》

10:30am, Zoom 线上聚会
咨询：洪佩娴牧师

周六

香柏崇拜
1-2pm，Zoom 线上聚会

咨询：李新财传道

Arise 崇拜

3-4pm，暂停

咨询：杨慧君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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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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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焦点早祭、晚祭、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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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会时间表（网上祷告）

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星期一 9-10am 早祭 陈露蒖传道

8.30-9.30pm
利未人，教会领袖

和小组复兴
李晓宣姐妹

10-11pm 兴起吧！祷告大军 叶柔和姐妹

星期二 2:30-3:30pm 中东 江馨薇同工

3-4pm 晚祭 李子康传道

8-9:15pm 双刀 雷希慈同工

星期三 12:30-1:30pm 圣地 高月群传道

1:30-2:30pm 以萨迦的恩膏 伍凤洁姐妹

1:30-2:30pm 沙仑玫瑰 高丽芬姐妹

3:30-5pm 城市、教会 陈彩云姐妹

3-4pm 晚祭 李新财传道

星期四 3-4pm 晚祭 洪佩娴牧师

9-10pm 约书亚的世代 谢瑞庄实习传道

星期五 9-10am 早祭 杨慧君传道

2-3:30pm 新圣城 黎彩萍姐妹

3-4pm 晚祭 邓榕钧牧师

8:30-9:30pm 点燃列国生命火 钟佩仪同工

星期六 9-10am 早祭 温健峰弟兄

备注：鼓励所有的祷告勇士踊跃参与其中的早祭、晚祭和祷告会。欲知更多详情或咨

询，请联络封美玲同工（012-6445062）。

祷告焦点：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17：6）

1.为着我们各人任意而行的罪来向神认罪，求神赦免，也饶恕我们国家的领袖任意
执政，没有按着神的心意管理、治理和牧养祂的地。

2.求神亲自来成为我们国家的王，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法制、经济和疫情掌权。求
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怜悯我们。

3.在疫情和行动管制令的期间，请继续祷告神仍然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生命的王，
也成为我们家庭、工作、经济、关系中的主，在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坏境中仍然依
靠神、等候神。呼求神为我们开路，经历祂的信实与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