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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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华关系突破，两代同行

一、丈夫愿意认罪（弗5：22-25）
保罗在《以弗所书》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比喻为夫妻关系。丈夫如同

基督，妻子如同教会，因为有基督才有教会，而基督愿意先为教会舍己，并
且基督也愿意听教会的祷告，人才有盼望。

丈夫比喻为基督，丈夫若是对太太先有舍己的爱，也肯听妻子的祷告和
倾述，家庭就有盼望了。丈夫付出舍己的爱，妻子也会爱家庭；愿意拿起权
柄承担责任的丈夫，妻子和儿女们才会有机会改变。

丈夫除了要赚钱养家，或做更多的牺牲和付出以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
事，是让夫妻关系突破的，就是肯听太太的祷告、提醒和劝告。这是因为，
家庭大小事情中有妻子，丈夫才有帮助者。

大家看到彼此的不同，但却可以完全接纳彼此。意见不同、看法不同，
但关系依然可以很好的。做丈夫的要接纳妻子跟我是不一样的人，爱妻子如
同爱自己的身子。夫妻关系好，这会直接影响屋檐下的关系。

二、妻子继续相信（箴21：9、19）
做妻子的要学习帮助丈夫成功。相信大部分妻子都想帮助丈夫成功，只

是丈夫常不知道怎么让妻子帮助，又或者不认为他们需要帮助，关系便停顿
下来。久而久之，夫妻关系越走越远，进入不和蔼里。妻子们在丈夫还未成
功前就用了错误方法天天追赶他们，用比较、唠叨、发怒、埋怨、争吵或冷
漠方式，结果丈夫越躲越远。

夫妻生活，要有真知识、了解、医治，也需要操练对的沟通模式，真正
谦卑下来去学习，这就家庭的关系的宝贝，夫妻关系便有出路。

一旦夫妻关系突破，家庭关系才能突破；做爸爸的有了突破，孩子才能
有改变。否则，彼此很快便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三、两代同行（玛4：6）
父亲若有改变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又转向父亲，家庭就必蒙福；家

庭和好，就有能力出击。当两代有和好的关系，就可以同心夺取仇敌的城门。

要两代同行，就要夫妻和好，父母与儿女和好，这样就会带来教会复兴，
战胜所有争仗。我们相信下一代会比上一代做得更好。

和好最后会破除一切咒诅和恶性循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建立一切美
好的关系。■【本主日信息讲于2021年2月14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江月霞牧师、邢志中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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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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e崇拜，每周六，3pm-4pm。

C）I-Gen崇拜，每周六，4pm。

D）儿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8:30am、11am 。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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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的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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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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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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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敬拜祷告学校，开学日期：30/3（二），报名截止：21/3（日）。报名费：

RM 200（首次报名者需缴费，恕不退还），面试日期将会另行通知。

挑旺个人敬拜祷告生活，以赞美敬拜进入与神更深的亲密关系里，领受多方

祷告的能力。为复兴铺路，装备敬拜祷告大军；重建大卫的帐幕，迎接神的

荣耀、能力、同在、圣洁、宝座回到祂子民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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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报名资格：GA611 的300 祷告勇士或敬拜赞美团员。

咨询：韦丽莹同工（ 016-834 0931） / 封美玲同工（012-644 5062）

4. 第二届《遇见神营会（全新修订）》，10am – 12pm （六），免费上课，报

名截止日期：17/3（4:30pm），额满即截止。

本课程由周晓君传道和教师团队授课。这是一门针对渴慕认识耶稣的新朋友

与初信基督徒而开设的造就课程，内容包括介绍基要真理，基督徒灵命成长

的秘诀，并帮助大家认识教会生活，成为神国新使者。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5aV2AWbgsjiTYmG7A

5. Arise崇拜，6/3开始（每周六），3pm-4pm，Youtube 网上崇拜。

透过琴与炉，经营神的同在，让你进入圣灵超自然的运行里，生命经历多重

的医治与释放，被建造成为生命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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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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请表链接与二维码：

https://forms.gle/3Ep4ScbLZhXEk8rU6

电子简章链接与二维码：

shorturl.at/gitQX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PBB 3133173103）

*备注：
1. 转账时请注明：GAPP 

School
2. 请将转账收据电邮至

gappschool@gmail.com

https://forms.gle/5aV2AWbgsjiTYmG7A
https://forms.gle/3Ep4ScbLZhXEk8r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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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胜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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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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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祷告焦点：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来 11：6）

疫情

1. 以信心来到神面前，相信神有祂的权能和方式来止住全地的瘟疫，包括

透过疫苗。奉主名祝福市场上所有研发成功的疫苗，宣告全地的瘟疫得

到控制，并且斥责瘟疫的扩散和变种。

国家

1. 继续为着国家的经济祷告，主耶稣既已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让我

们能以来到神面前，祂也必能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各企业开一条又新又

活的路，恢复和提升经济活力和新的增长点，尽快摆脱疫情影响。

2. 为着全国学校将渐渐复课来祷告。求神赐恩于所有教师、父母与学生们，

赐他们智慧与能力，也帮助学生和新生能够适应课室上课和将来临的考

试制度。

教会与分堂

1. 为弟兄姐妹祷告无畏的信心，有能力继续地坚忍、坚信神而信心不动摇。

也求神赐力量给弟兄姐妹进入教会接下来的14天禁食祷告，全心来寻求

神，并相信祂必赏赐那寻求祂、等候祂的人。

2. GB611：青年牧区将开始苗圃系列,求神带领更多新朋友一同参与聚会。

3. GK611：求神祝福普珥节庆典筹备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呈现的见证与节目

带着恩膏触摸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让大家能进入在基督里‘反败为胜

'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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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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