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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大天国的

◎张恩年牧师
香港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感

谢主，GA611五周年了。今年九

我们更体会到，611作为一个圣灵工作的

次得地为业，神又差遣便雅悯和玛拿西

月初，我们首度和母堂台北灵粮

先锋教会，父神真的不断在提升我们，

的勇士来跟随。

堂一起在香港举办灵粮特会「神的教会

进入全新的领域。

向前行」。看见众多的教牧领袖济济一

611在荃湾建殿也是首次得地为业，

堂来敬拜、祷告、领受祝福，心中感动

以色列之行主要是去参与耶路撒冷

并于今年再向四面扩展。我们在以色列

不已，这实在是父神莫大的恩典。在特

万国祷告会议。由于今年周神助牧师没

作金门和狮子门的长老，刚巧分别代表

会中，我们分享了611灵粮堂这些年来

去，大会邀请我作「金门」的代表并在

便雅悯和玛拿西支派，之后，神就给我

从神领受的九个核心价值，并如何透过

中国之夜分享信息。代祷者把耶路撒冷

们话语，便雅悯和玛拿西的勇士们也要

五重职事来建立教会，经历祂丰盛的恩

按十二支派划分为十二道门，轮班为耶

聚集到这里，为神复兴的命定直奔，印

典。

路撒冷二十四小时守望，香港位处「金

证祂要提升我们、壮大天国的军队。

门」，金门属便雅悯支派。后来我又被
我们盼望，我们相信，五周年的

邀当「狮子门」中国的代表，狮子门属

不错，作先锋的教会必然是冒险

GA611也能够进入这五重职事的恩典里，

玛拿西支派。我们忽然成了金门、狮子

的，但也是蒙福的。藉GA611五周年的

为主建立强大的军队、建立荣耀的教

门的长老，分别在两个时段守望祷告，

机会，我要祝福你们也要进入洗革拉时

会。因为五周年庆祝过后的第一天，就

并向与会牧长领袖分享中国兴起的信

代，壮大军队，成为真正的大军（Great

是GA学房的第一届毕业典礼，很多同工

息。

Army），为主征战，继续为主赢得万千

可以被释放出来，再次全情投入事奉。

灵魂，让神的教会继续向前行。 ■

况且，九月之后，也是进入犹太历的

回港后父神再藉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

5770年，也是完全恩典的一年。GA611要

给我们话语，印证以色列之行的领受。

进入完全恩典的一年。

祂今天要给我们尊荣，带领我们进入新
的季节里，勇士们将要聚集，往复兴的

九月中到以色列走祷，之前我们领受

路上直奔。大卫因敬畏神情愿冒险逃到

了教会要在住棚节欢庆，并安排海滩浸

洗革拉，然而神在此地兴起他，使他向

礼等活动，九月底从以色列走祷回来，

四面扩展(撒上27:6)。大卫在洗革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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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向上行
◎江月霞牧师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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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决定顺服圣灵感动而修改今年五

（三）靠神和启示——撒母耳记下

周年堂庆主题时，神就藉着第二天的晨

5∶17-25。当大卫面对着仇敌更大的

祷对我们说话。这次正读到撒母耳记下

工作时，虽然他已经是王，他仍然是靠

第5章，说到大卫第三次被膏，走进了他

神和启示，并且随时可以改变策略。第

009年9月13-19日往世界最高峰的

的命定，不但成了犹大家的王，也成了

23-24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

旅程中，对GA611是一个先知性的行

全以色列众支派的王。大卫作王之后就

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

做了以下的事：

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

动。教会向高处行，相信不仅是地理上
的高处，也是灵界里的高处。当我们双

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

脚踏进西藏土地的那一刻，其实是在顺

（一）夺高地——攻打耶布斯人之

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

服神的催逼，愿意代表教会将身体心灵

地，夺下耶路撒冷。撒母耳记下5∶6

军队。」他就顺服遵行，不倚靠自己的

当作活祭献上。相信在未来的一年，无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

能力，乃是等候神先出手，在不迟不延

论是在属地的权柄治理上，或是在属天

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

的情况下急速前去。这是得胜的策略！

灵里的祷告能力上，神都要掌权。当教

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

会向上行，我深信就会带下更多神的荣

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决不能进

教会要向上行，包括了弟兄姐妹的灵

耀同在、教会刚强有能力、神子民遍满

去。」耶路撒冷是高地，地方不大，那

命、对主话语的认识和经历、生命品格

全地，神迹奇事会不断发生，使神的心

时只有11英畝，约海拔797公尺。大卫要

的成熟度、属灵的眼光和见识、祷告的

意早日显明在大地。9月19日回到吉隆

得这地，是看准了这是一个保障，可以

信心等等，无论是深度和阔度都要向上

坡，这么巧就进入犹太新年的开始，同

成为政教的基地，容易防御。他夺了这

行。教会向上行，有肉眼可见的领域，

时也是吹角节，当时的感受好像诗篇121

高地后，就起名叫大卫城。

也有肉眼不可见的属灵层次，这一切都

上行诗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

需要我们去争战得着。有些地方长年累

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二）为子孙——大卫日见强盛，他

月受恶者霸占，以致仇敌洋洋得意，然

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

知道是因为神同在（撒母耳记下5∶10-

而大卫则靠着上水沟攻夺了坚固城，因

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

12），连邻居推罗王也运来上好的香柏

此我们可以确信，任何森严营垒或高不

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

木及差遣巧匠来帮助他建造宫殿。神坚

可攀的区域总是会有破绽的。

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立他作以色列王，使他的国兴旺，大卫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

知道并非是因为自己，乃是神为了祂所

弟兄姐妹，明年在我们的土地上将会

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

拣选的以色列民。同样的，神今天怎样

竖立起祷告的帐棚，表示未来我们要同

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

祝福恩待GA611，乃是因为马来西亚，因

心合意在帐棚里不歇息地祷告赞美神，

时直到永远。」

为中东国家和我们子孙后裔的缘故。神

使神的同在临到这一片大地。相信总有

要我们起来受装备成为大军，参与末后

一天，神的子民会得着物质界和属灵界

的福音大收割。

的高地，使神的国强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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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ding Church
O

By Rev Esther Kong
(Senior Pastor of GA611 BOL)
Translated By Dr. Lawrence Ng

ur journey to the world’s highest pla-

2 Sam. 5, in which David was anointed the third

revelation, and was ready to amend his strat-

teau in 13th-19th September 2009 was

time and stepped further into his destiny - not

egies. Verses 23-24 “Therefore David inquired

rather a prophetic act for GA611. The church

only became the king of Judah tribe, but the

of the LORD, and He said, “You shall not go up;

is ascending not only to the high grounds of

King of whole Israel. After he was crowned, the

circle around behind them, and come upon

the world, but also ascending onto the spiritu-

foremost things he did were:

them in front of the mulberry trees. And it shall

al high grounds. When our feet stepped onto

be, when you hear the sound of marching in

Tibet, it was actually an act of obedience to

(1) Capturing the high ground – he at-

the tops of the mulberry trees, then you shall

God’s prompting. We represented the church

tacked the land of the Jebusites and captured

advance quickly. For then the LORD will go out

by offering our whole selves - body, soul and

the city of Jerusalem. 2 Sam. 5:6 “And the king

before you to strike the camp of the Philistines.”

spirit - as a living sacrifice. We believe in the

and his men went to Jerusalem against the Je-

He obeyed, not relying on his own strength

coming year, be it the ruling authority over

busit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land, who spoke

but waited for the Lord’s hand to strike, being

the world, or the prayer power in the spiritual

to David, saying, “You shall not come in here;

ready to advance as directed by the LORD. This

realm, it will bring forth God’s glorious pres-

but the blind and the lame will repel you,”

is the strategy for victory!

ence, the dynamic church power, God’s people

thinking, “David cannot come in here.” Jeru-

multiplying all over the earth, and explosive

salem is on a high ground, not a big area just

The Church will ascend, this includes

signs and wonders, so that God’s will be made

about the size of 11 acres at 797m above sea

the spiritual lives of every brothers and sis-

manifest soon on earth. On 19th September,

level. David wanted this land because he saw it

ters; know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Word of

as we returned to Kuala Lumpur, it coincided

as a stronghold for his government that can be

God; maturity in Christian characters, spiri-

with onset of the Jewish New Year, which be-

easily defended. After he conquered the land,

tual worldview and understanding; our faith in

gan with the Feast of Trumpets, and I deeply

he named it the city of David.

prayers. The ascend must both be in depth and

felt the ascending Psalm 121:

width. As the Church ascends, we must battle
(2) For his descendants - David became

to possess both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I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where does

stronger and mightier and the LORD of Hosts

spiritual realms. Some areas may have become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was with him (2 Sam. 5: 10-12), even Hiram

‘strongholds’ of the enemies, yet David took

LORD,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He will

king of Tyre sent quality cedar logs and crafts-

this stronghold from the enemy via the water

not let your foot slip—he who watches over

men to build a palace for David. David knew

shaft. Therefore we are convinced that no mat-

you will not slumber; indeed, he who watches

that the LORD had established him as king over

ter how fortified the strongholds or how im-

over Israel will neither slumber nor sleep.The

Israel, and exalted His kingdom for the sake of

penetrable the fortresses are, there will always

LORD watches over you—the LORD is your

His people Israel. Similarly, our God is bless-

be a flaw for conquest.

shade at your right hand; the sun will not harm

ing GA611 for the sake of Malaysia, because

you by day, nor the moon by night.The LORD

of the link between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our prayer tabernacle

will keep you from all harm—he will watch

our generations to come. God is preparing us

will be erected in our land next year. This signi-

over your life; the LORD will watch over your

as a great army for the end time great Gospel

fies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pray and worship

coming and going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

Harvest.

God unceasingly in unity, so that the presence
of God will come upon this land. I believe the

When I decided to obey the prompting of

(3) Relied on God and revelation - 2 Sam.

day will come, where God’s people will inherit

the Holy Spirit by changing our church Fifth An-

5:17-25. When David was facing the rising op-

the high grounds in both the physical and spir-

niversary theme, the Lord spoke to us through

position of the enemy, though he was already

it realms, thereby strengthening and prosper-

the following day’s devotion. We were reading

a king, he continued to depend on God and His

ing the Kingdom of God. ■

西藏之旅

走上世界最高峰 ~ 西藏

邢志中传道
江月霞牧师

进

入西藏是我们从来未想过的事，因这是一个世界之脊，

会众为这事工做了第一笔小小的奉献。2008年10月，第一次认

藏传佛教的大本营，而我们一向来则非常专注地为「爱

识马可牧师，听见他们为藏民小孩走上不归路的见证，也明白

回」来祷告。由于生长在一个以回教为国教的国家，认为这土

神在西藏正在做的事，透过Touching Heart触摸了成千上万的

地的复兴与我们才有关系，为回教徒摆上祷告是挺自然的事。

藏民小孩。在第二次为这事工奉献时就听见从西藏传来的好消
息——中国政府愿意拨款80万美元完成最后一笔款项的神迹。

记得第一次接触西藏是在2007年7月中旬，乔美伦老师从西
藏一回来就到我们当中。第一晚她分享西藏之旅，特别提到7

2009年6月，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因着一次的误机、一个的

月1日（中国的党庆）他们到了拉萨自治区人民医院，为马可

会面、一次的医治释放服事，再加上一个负担和爱，就把我

牧师在西藏Touching

Hearts医疗项目（当时，他们正等候购

们和那位年青的医疗宣教医生Dr.Lawrence连结起来。当时正

置医疗小孩先天性心藏病导管设施的一笔款项）同心在医院的

巧又是7月1日，我重听了西藏的分享，和两年前同样的一句

空房里祷告。在分享过程中，有一句话令我对西藏有了一份

话∶「…神不会越过任何一个族群而不理的…」又再一次激动

情。她看法说∶「神要西进进入爱回前会先居住在西藏，因为

了我的灵。我寻求外子的意见，原来他与我也同感一灵，使我

神不会越过任何一个族群而不理会他们的…」这一句话深深地

决定开始着手研究西藏与Touching

进入了我的心里面。（过后提到有一个马来西亚年青医生在短

迦利亚书10∶1「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

期医疗宣教后正考虑去留之间，因着那一次的祷告他愿意为西

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的应许要临到

藏小孩留下来。）

西藏，于是乐意帮助他们写文稿，让GA611的多媒体部门为这

Hearts医疗项目，看见撒

事工创作多媒体的呈献，在我们有限的能力上支援他们。老实
是的，藏族长期在灵里的黑暗中生活，我们创造万物宇宙的
神怎么会不理会他们呢？当时我的灵里有很大的感动，还带领

说，我们也不晓得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旅

西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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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在为前往西藏寻求最后印证前，一个的凌晨三点钟，神叫我起来读当天晨祷的书
卷，正读到撒母耳记上23:1-5「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
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
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
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
士人交在你手里。」神仿佛透过这一章在对我们说话，基伊拉这地方对我当时的情况仿佛代
表了西藏，而我们都面对相同的仇敌——非利士人；其实大卫这时也正面对着扫罗的追杀。
在这非常的时期，非常不方便的情况下，跟随大卫的人像似对大卫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
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我们自身难保了你还要
去救人？基伊拉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大卫第二次再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的回答是「你
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是的，我们也真是有许多不方便、不可能、不足的地方，西藏与我们也好像没什么关系。
要去到世界最高峰、灵里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凭什么可以得胜呢？种种的问题都浮现在眼
前。经过祷告、神话语的启示及同工们的印证，我们肯定西藏与我们有关系。
若感动我的那句话是对的，那么要为爱回复兴摆上的人，就必须先要到西藏一同打赢这一
场仗，才能越过山脉往西前进。Lawrence认了我们为属灵的父母，那么他的事岂不就是我们
的事吗？如撒母耳记上23∶16-18记载「…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
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今天GA有超过600位会友，而
这一章也提到大卫有约600位跟随的人与他一同出阵。神在第5节就应许说「大卫和跟随他的
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
拉的居民。」
若有危险，神也会如撒母耳记上23:27的方式介入「忽有使者来…」有了神话语的启示和引
导，我们还怕什么呢？
旅途中，我犹如皇后般，身边有一位贴身保镖兼护士和一位007秘探兼医生，经历了新的
触点、新的体验，加上认识了藏民的家庭，藏民的医生和吃藏餐，又因高山反应被逼漏夜赶
路、打点滴、流血和医治等等。一方面体验了身体上的痛苦，感受到患先天性心脏病小孩的
难受与无助；另一方面旅程却是充满着温馨的回忆和感受。我相信所留下来的痕迹，在灵里
对西藏会是另一层突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军队会临到这一片百年干旱的土地上，并要GA的
异象——以西结书37∶10对这一片土地发预言，向风预言耶和华的气息要从四方而来，吹在
这些人身上，使骸骨长筋长肉长皮，成了有灵的活人，「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

异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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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回顾和延续
进

入2009年9月1日，圣灵一大清早就叫我读诗篇99篇，一开头就说「耶和华作王…
」，接下去（第4节）又说「王有能力…」。进入犹太历577O年，也是GA611进入

第五周年堂庆，我们要认定耶和华是王，并且是有能力的王。既然是王，那么我们是否真
的把生命主权交给祂，愿意爱祂所爱的，做祂所做的呢？
回顾过去，这位万之王岂不是用祂的王权为我们争战，赶走一切仇敌，并用各种不可
思议的方式引领我们走进我们未曾想过、未曾做过的新领域、新地界吗？从我们得着地业
的那一刻开始，神无论是在异象、呼召、土地权柄、命定，以及关系上，都大大地提升了
我们，使GA611走入更高的层次。
今年，神带领我们进入以下五方面的领域，并继续使我们往高处行：

（一）建立祷告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
2008年10月杪探访印尼棉兰（Medan）GBI教会，参加了他们星期六早上两小时的祷告
会。当时有位美国讲员分享了简短的信息，他同样引用了我在四周年年刊写《心中最大
渴慕》时所用的一段经文，也就是出埃及记33章。我感受到圣灵的恩膏在会场里大大地
运行，仿佛听见神对着我的心说：「向我求那要指示你的路，因为你心中最大的渴慕岂不
是在我面前蒙恩并有我的同在吗？」我当时坐在祷告会中，果然真的按着摩西的祷告来祷
告，也祈求神显出祂的荣耀给我看。
当晚在酒店睡到半夜突然醒起来，在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幅图象：有一个由帐幕搭
起来的祷告殿在我们的土地上，而且帐幕面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在帐幕的东南西北四个
角，皆有供守望人休息的地方。另外还不断地出现这一句话：「神的帐幕在人间」。
第二天的主日，棉兰GBI主任牧师的主题信息竟然是刚过的住棚节期，并引用了哈该
书2章，说到在犹太日历七月二十一日（住棚节的最后一天），神有话临到哈该说：「你
们都当刚强做工（指的是建殿），因为
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
要惧怕…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
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
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
耀。」我就把这事放在心中。

邢志中传道
江月霞牧师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夫妇

印证一

由棉兰回到吉隆坡，在机场的回途中，张牧师

退……我从旷野中拣选了大卫，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

在车上突然再一次问到有关地的用途，接着坦诚说出了心里的
感动。他不盼望地就这样租出去，因为地已经有神这么大的恩
膏，就不该让神的恩膏滑落下来，这样会让人泄气。所以，他
建议暂时可以先搭帐棚成为守望之处，让神同在的恩膏可以在
地上继续加增。我不禁大声说‘BINGO’！这岂不是两天前在
棉兰所看见的图象吗？圣灵突然间好像充满浇灌着整辆车，即
使把冷气调至最低温最大风，我们仍然热得不得了。自从2008
年8月5日付清了地的款项之后，已经停顿了三个月的异象，忽
然之间又活过来了。

印证二

第二天吃了早餐，我们一行六人一同踏入土地

去走祷，之后回到教会的绘图祷告室（Mapping

Room）。当

我再一次分享属灵绘图的时候，神的启示又临到了。在属灵绘
图法老头的前额有一个交通圈，相对着的路段是Jalan

19/8

，很快地张牧师就打开圣经读出埃及记19:1-8，特别是第4-5
节记载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
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
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
我的。」而以赛亚19:1-8是论到埃及的结局。神似乎在对我们
说为什么要为这地建立守望的帐幕。神提醒我们买地的目的，
岂不是要我们站在有合法地位的土地上，透过敬拜赞美和祷告
带下神的同在并宣告得胜吗？神应许法老的权势和谋略会被败
坏。

印证三

513 众教会联合祷告会
哓颖实习传道那时正在香港受训三个月。她当

晚在香港也发了一个异梦，她看见有一个祷告洞在我们地的中

敌人。因此，我膏抹他，又再差遣他上战场。他对战场是一

间，而这祷告洞却是能看见天空并且分作三层次，到了第三层

无所知的，但是当他听到敌人说话时，他就知道了。我正在带

次时就可以通天了。当时有敬拜赞美团队在歌唱，头两次歌唱

领你进到一个层次，那就是当仇敌说话时你能听见，而那就是

时似乎无法达到天上，到了第三次才终于成功了。她在梦中仿

我要你去对抗的，即仇敌所说的以及它会如何呈现自己。这些

佛听见说：「这是GA611在这地上、这国家上的命定。」

都是关键时刻，而这些时刻将比平常争战得胜所需的时间还更
短……」

（二）同心合一 —— 使地得医治
这一天，这区域的一班代祷者非常低调地聚集在GA611祷
2009年5月13日，恰克皮尔斯（Chuck

Pierce）向世界发出

的预言：

告，这是经过好几个月所预备的联合祷告会，目的是促进这区
域的牧者和代祷者，可以顺利地进入24小时连锁通宵认罪祷

神说：「一股出人意外的恩膏将要来临。我将于你目前所在

告，并联结众牧者一同行走在四十年前事发地点作认同式认罪

的工场上膏抹你，但这股恩膏是为了我即将差遣你去做的事而

祷告，破除及推翻一切灵界的阴谋和幽暗。事后，教会联合一

用的。你一旦被膏抹，你将看到那组织架构、那掌权的势力，

同进入敬拜赞美的庆典。相信那一天24小时的行动所带下的

以及那使人烦忧的灵在等候着要拦阻你。这使人烦忧的灵要抵

合一恩膏，在灵界里击破了仇敌对国家的谋略和拦阻复兴的幽

挡你进入更高一层的提升。你必须够健壮，好叫那烦忧之灵后

灵。

异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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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进超文化宣教——安提亚教会诞生
2009年6月初，我们忽然被“召”回香港母堂参加Rev

Bob

Weiner聚会。接着，传福音的火接而连三地不断被挑旺，神更
把初期教会灵魂得救马上进行洗礼的新策略赐下，把起初仍然
带着战战兢兢宣告说「从今年4月至明年4月要达成200人洗礼
的目标」变得有信心，并重组宣告词说：「从今年6月至明年6
月要达成400人洗礼为目标。」Father

Bob更预言我们会进入

万人教会的倍增中，听起来很感动也很被挑旺，但心底却不知
如何回应，只能说Amen！Amen！
正逢读到使徒行传，这么巧就在6月份的最后主日读到使徒

在香港611首次遇见 Rev Bob Weiner

行传11章，当天非常有启示和神的同在，圣灵带领GA611走进
另一个兴奋的新阶段。使徒行传11:26下-30这样记载：「门徒
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
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来，藉着圣
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
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
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那主日，正要差派Ps Amos & Ps Philip送捐款到菲律宾南
部的一个小岛给一位埃及籍的宣教士Nour Malak（八年前曾因
一个奇妙的情况，他像似神专程领来到我们当中印证我们的属
灵绘图）。其实，送捐款的事项纯粹是因为肢体的爱，为要帮
助他重建被火烧毁的家园，不料却在同一个主日，除了也为一

被差遣到中东的宣教士夫妇（右）

对夫妇作差派祷告（太太是我们的组员，现今要跟随丈夫到中
东一起生活，并服事当地的中国劳工），还有从西藏医疗宣教
项目回来探访我们的医生，以及我们的青年人GA Youth走进校
园并经历了许多神奇见证的种种分享。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也如恰克皮尔斯同一篇预言说：「让我重新定义什么是你的负
担，你自己是不会选择这项负担的。我会除去你上一个负担的
焦虑，重新为你的负担下定义…」
是的——安提阿教会诞生了！GA611走进了传福音大收割的
季节中，同时也走入超越文化的宣教预备期。不是我选择，乃
是神已经为我们设定了。GA611的大军，你预备好同走同行了
吗？
送捐款到菲律宾给 Nour Malak

异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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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要的呼召——进入命定
时隔三年后的2009年7月，克安通牧师（Father Anton Cruz）再一次来到我们当
中，带给我们灵里极大的震憾。他所发的预言，重新坚定了这几年来放在我们心中也
行在其中的异象是对的。虽然我们经历了不少风浪，翻过了不少个筋斗，然而我要见
证神仍然是好神！是祂把渴慕放在我们里面的。当教会只有一百人的时候，祂就对我
们说要兴起三百个基甸祷告勇士；教会近三百人时，祂就要提升我们的信心，激励我
们付上昂贵代价买下一块不是我们能力可以买的地，目的是要彰显祂的荣耀；现今教
会进入六百人了，祂就启示我们要在这块地先建立24小时祷告帐幕，并告诉我们这是
神对GA611首要的呼召，也是带来个人、家庭、国家，甚至是整个亚洲之属灵气候改
变的钥匙；神甚至透过先知不断地说：「这是差派的中心！这是差派的中心！」

（五）神平反关系——从跌倒之处站起来
今年8月往沙巴前-天，晨祷后-不留心踏错了-步，从差两级高度的讲台上跌下
来，膝盖先碰地，痛得我哼不出声，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结果膝盖红肿起来，走起
路来-拐-拐。第二天晨祷，读到撒母耳记上3章，同工还带领做-个先知性行动，要弟
兄姐妹跪下如童子撒母耳般，表示愿意谦卑聆听神的声音，同工叫我代表教会向神祷
告，全体已经跪下，然而我却因膝盖受伤不能跪下，心里难过，就在这时我感受-股
内心涌出的谦卑，仿佛听见主说∶「孩子，外表谦卑并不重要，内心真正的谦卑才是
我要的。」
回到沙巴，参加我开拓的第-间教会20周年记念庆典。看见过去所带领的孩子们，
如今已经婷婷玉立，心里感觉非常喜乐，也很感恩。大家非常热情叙旧并兴奋介绍他
们家的孩子，勾起了我许多的回忆，试问那种情谊怎么会忘记？第二天专程探访巴色
会现任的会督，心中浮起许多的画面，环境虽然相同，但人事和感觉却完全不-样。
双脚踏入会督府，坐在5年前的同-个位子上，当时因为圣灵更新，领受属灵绘图异象
和-些做事方式并不获得他们认同，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被
审问、被弃绝… 当时心里是极其难过痛苦的，无助的感觉是
那么样的真实。
然而，现在会督夫妇却热情欢迎我们，聆听我们的分享，
彼此接纳，过后还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如以赛亚书61∶2-3节
记载说「…安慰-切忧伤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日子，代
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我也愿
神大大祝福他们。

巨人的肩膀

是的，2009年8月是我们关系得医治和平反的月份。过去的
羞辱如今已完全被涂抹了，仇敌再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我们

之前的一跌，膝盖虽然非常疼痛，然而却向我的生命启示

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神报仇的日子到了。写到这里，我忍不

说：「我曾在那里跌倒，也要在那里站起来！」如今，我要加

住要向我属灵的爸妈张恩年牧师师母说：「衷心谢谢你们的爱

倍带着更深地谦卑来到神面前，因为相信祂还有更大的事要成

和接纳，毫不在乎我们是谁就先爱我们、祝福我们，并继续陪

就在我们的身上。

伴我们走过一切一切……真的是打从心底要对你们说：我爱你
们！」

◎江月霞牧师
踏入五周年堂庆，「五」代表恩宠，我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备了那上好的福分，但我们必须先处理过去的羞辱，使我们能

如

够毫无拦阻，毫无伤痛地踏进恩宠里。弟兄姐妹，你们是否也

体」，那装备中心一定是属
是在服事上的信心、对神话语的认识、身量、丰盛，以及各种

是预备好了呢？在神面前让祂抹掉你的一切羞辱，你且要饶恕

于
「肩膀」的部份。站在肩膀上，可
挑战等更不用说了。GA611的弟兄姐妹，我也要为你们献上赞

过去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不再记念过去的伤痛，喜喜乐乐地面

以
让人看得更高更远。GA装备站一直
美和感恩，更以你们为荣！当年若不是你们全心信任、爱护、

对未来的挑战吧！ ■

果教会被形容成是一个「肢
回想神在这短短几年的祝福，远远胜过先前的二十年。无论

扮
演着这个成全圣徒，各盡其职，建
顺服和勇敢地跟随，我们又岂能有今天呢？
立基督的身体的角色。正如以弗所书
4:11-13所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
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
上同归於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
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随着教会的快速增长，GA装备中心一
直在跟随而做出许多转型，改变及调
整，以至能够及时装备许多信徒之余也
不会使其质素降低。过去一年来，GA
装备从基础课程到进深课程，都是在
神同在的见证。GA装备站的理念是帮
助教会的信徒有机会接受更深入的装
备造就,生命得更新成长,同时,恩赐
得以发挥挑旺,进入自己呼召命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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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养 • 牧人

◎郑晓颖实习传道
牧祷部负责人
活动报导：郑国聪弟兄

2

009年GA611牧养部诞生了。牧养
是在教会里不可或缺且非常重要的

2月15日 情牵男女

部分。耶稣说：“爱我，就牧养我的

牧祷部主办的单身之夜《情牵男

羊。”以往并没有一个特定部门来执行

女》共有70位弟兄姐妹参与。除了有

牧养行政及推动小组各类的活动。但从

缤纷浪漫的布置，我们的节目有团体

今年开始，一切都不再一样了。

烛光晚餐、男女大比拼、情歌颂赞送
汽球、爱之语分享、金玉良言等等。

我很荣幸担任了牧养部的负责人，

当晚我们颁发最“潮”服装男女奖、

由于我也担任祷告部负责人，因此这两

劲爆人气男女奖和情牵男女大奖，共

个部门就自然合拼起来成为“牧养祷告

有12位弟兄姐妹得奖。

部”。目前“牧养祷告部” 的成员有国
聪弟兄和益英姐妹，他们都是我得力助
手，盼望在我们的同心配搭下，能更完
善地服务众弟兄姐妹。
目前牧养部的工作范围包括：
1）筹划各节庆：教会今年开始全面恢复
以色列节期，如普珥节、逾越节、五旬
节等；
2）婚姻与家庭：如婚姻辅导、重立婚
约、夫妻营、家庭日等；
3）小组行政与资料库：如小组报表、
小组资料、小组长按立礼、小组长手册
等；
4）筹划小组集体活动：如小组大聚会、
小组长动力会、遇见神营会等。
今年牧养部就举办了多项精彩的活动
与节目...期盼牧养部再接再励，为弟兄
姐妹和组长们设计更多有趣、创新、造
就性的活动！

3月1日 重立婚约
在3月1日下午4时，由江牧师为10对已婚的夫妇举行一个《复兴圣洁、重立婚
约》的婚礼，一圆他们的梦。当！当！当

当！…结婚进行曲的音乐奏响，这10

对夫妇挽着伴侣的手，没有伴娘，也没有花童，陪伴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踏入庄严
神圣的教堂却是自己的孩子。从他们绽放的仪容中，看到的是非一般新婚夫妇所
有的，因他们曾一起奋斗，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今天却能让他们可以在这平
台里，彼此赞赏、鼓励，和再次说：「我爱你！」江牧师勉励他们，夫妻相处之
道犹如一面镜子，因为孩子正学习他们怎样处理冲突。基督徒的婚礼是在神面前
立约，基督成了彼此之间的天梯，没有后门可逃，因此，在任何境况里，都要彼
此互相尊重、包容...

3月27日《爱火重燃》电影欣赏会

巨人的肩膀
《爱火重燃》一部深触

人心的电影，教导了许多
的夫妇或弟兄姐妹，明白
夫妻相处之道。

5月1日《51家庭日》

如

◎江月霞牧师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果教会被形容成是一个「肢

51家庭日，当天共有15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GA611大军赞美操打

体」，那装备中心一定是属

响了首炮，然后再来分队的益智运动大比拼。最后一场水战游戏来结

于「肩膀」的部份。站在肩膀上，可

束。这个家庭日，不但充满欢笑，还让教会的男女老少、弟兄姐妹御

以让人看得更高更远。GA装备站一直

下身份打破隔膜，在游戏中促进情谊。

扮演着这个成全圣徒，各盡其职，建
立基督的身体的角色。正如以弗所书
4:11-13所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
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
上同归於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

8月22日《奇异之旅 Amazing Race》
与青年牧区协办的《奇异之旅 Amazing Race》约有150位
弟兄姐妹及新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虽然在轻轻的小雨之下进
行，但不减大家的热诚，最后在江牧师的颁奖之下圆满结束。

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随着教会的快速增长，GA装备中心一
直在跟随而做出许多转型，改变及调
整，以至能够及时装备许多信徒之余也
不会使其质素降低。过去一年来，GA
装备从基础课程到进深课程，都是在
神同在的见证。GA装备站的理念是帮
助教会的信徒有机会接受更深入的装
备造就,生命得更新成长,同时,恩赐
得以发挥挑旺,进入自己呼召命定中!

9月6-7日 《第9届遇见神营会》
第9届《遇见神》营会于
2009年9月6-7日顺利进行。这
次参加的弟兄姐妹，男女老幼
共有23位。2天1夜的营会中，

9月20-21日 《第10届遇见神营会》

弟兄姐妹都经历不同方面的医

《第10届遇见神营会》总共有37位参加。在这次的营会中，

治，包括亲子关系、男女关

弟兄姐妹最大的领受是心灵医治和圣灵充满。这次的节目有特

系、原生家庭等等。

别教导婚前守贞，让青年的弟兄姐妹学习如何迈向圣洁之路。

图为GA Youth的核心同工、小组长与领袖们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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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神在GA教会购地的时候，行了极大的神迹，挑旺了我们对神的信心。
因 为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今天我们却能拥有这一片价值千万

之地，这让我们经历神实在是无所不能的神！教会为了要让全世界知道
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竟然选择了军用机场跑道
2009年5月，GA Youth 的战士到印尼泗水参加<亚洲为耶稣复兴>特
会。这次的特会是由印尼沙崙玫瑰教会和台湾“亚洲为耶稣”联合教会
联办。这次泗水之旅，神再次扩张我们的信心，打破我们许多的旧框
框，特别是理性分析，我想神不单只是要我改变，也要让GA Youth 的
思想改变。

极大的信心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耶利米书32:17 》“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
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亚洲为耶稣
复兴》特会主题“Army Of God”，从来没有想过有人
会用这样的主题来做布道会，重要的乃是神的工作！不
但如此，除了在电视频幕上能够看见万人布道会，想不
到还能亲身体验。沙菕玫瑰教会举办这次的特会，是为
了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史无前例的
选择了军用机场跑道成为布道会的地点，这实在难以相
信。因为机场是世界上保安最严谨的地方，再加上那是
军用机场，可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当Ps.Philip述说
他们去申请时，前后被拒绝了40多次，但是Ps.Philip仍
然坚持说全世界都是神的，今天神要用这个地方。从Ps.
Philip的坚持看出他对神的信心，更看见神的大能真的像
耶利米所说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生命翻转的见证
在特会当中有许多公众知名人物，如艺人、歌星、世界知名
舞蹈员、模特儿等等，他们都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展现在众人
的面前。因他们的生命曾与神触摸，使他们勇于在众人面前
分享自己的软弱，见证神的大能，不但改变了许多艺人的生
命，也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

信而受洗的人多而又多
特会中信而受洗的人真的多而又多，就如同使徒行传所说的
一样。当讲员呼召的时候，许多的人就冲到台前，要决志信
主场面真的是非常宏伟及感人。三晚布道会里，现场与网上
的决志人数高达四千多人。这些人不但决志，更有超过五六
百人当场接受浸礼。感谢赞美主！
我们向神祷告，发生在印尼的一切复兴工作，马来西亚也
要。我们相信马来西亚有一天也会像向印尼一样地复兴，一
样地荣耀神。

Awakening For Jesus 是一个联盟，

为要兴起新一代的拿细耳人分别为圣,以禁食祷告、
敬拜赞美、来转化国家，创造历史带动复兴 。
2009年的今天，A4J已经第七年了，无论在举办特
会，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看见神的荣耀和工
作都与我们同在。2009年A4J特会主题是《国度复
兴》。这次的特会感受到圣灵的强烈同在，让所有
的参与的学员或弟兄姐妹大大的被提升。

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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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GA611五岁了!
◎赖纯玉姐妹
儿童事工负责人

2.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
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

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着重与孩子的内

祢的心意是不让一个孩子失落，祢渴望

习安静，心里充满着安慰与满足感。我

每一个孩子都能承受祢的国。求神祝福

们当中有部分的孩子在等候神的时候看

我们，让我们遵祢的旨意服侍下一代。

见异象及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相信孩子

在生活，每一次的课堂都有半个小时的
时间等候神。看见孩子从不能安静到学

能从等候神当中有更大的经历与突破。

3.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感谢神的供应和带领。过去一年的带

--核心祷告团队

领，恩典满满。

除了每个月一次的儿童祷告会，从六月
开始儿童教会也加增了核心祷告会。这

--第二堂崇拜

些小小代祷者是特别被拣选的，我们对

因看见成人第二堂崇拜的需要，儿童教

这小群代祷者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

会在今年的5月开始了第二堂崇拜。

他们信任。每一次的祷告会都会跟他们
分享儿童教会的方向与计划等。并让他

--拿约儿童事奉学校

们一同祷告，领受神的启示。孩子们开

过去事奉学校只收9岁以上的孩子，但

始学习在祷告中听神的声音并勇敢的分

我们发觉当这一班孩子被装备，参与事

享。

奉，不多久他们就进入青年教会了，导

的挑战，毕竟他们的年纪还小，希望所

4.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
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
离凶恶。

有的课程能够适合他们也能帮助他们成

主啊！ 我们呼求祢特别保守这个世代的

长。感谢神，时间验证他们是可以的。

孩子，祢的话语可以教导他们，炼净他

是恩典。我以感恩的心向神做这样

现在我们的儿童教会参与事奉的孩子已

们的心思。让孩子的心贴近祢的心，远

的祷告:

不再限制与9－12之间而已了。

离试探并胜过一切的诱惑。

致服侍人员不足。今年我们开始收取7
－8岁的同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

5

感谢神！因着母堂的祝福，我们被允许

1.我们在天上的父

自由采用儿童版的苗圃八福及长大成熟

5.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

祢是我们儿童教会的头。是每一个孩子

之课程，还有许多提拔领袖的课程将陆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祢的，直

的父亲。

续登场。

到永远。阿门！■

巨人的肩膀
◎江月霞牧师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如

果教会被形容成是一个「肢
体」，那装备中心一定是属于

「肩膀」的部份。站在肩膀上，可以让
人看得更高更远。GA装备站一直扮演着
这个成全圣徒，各盡其职，建立基督的
身体的角色。正如以弗所书4:11-13所
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
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
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认识神
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
随着教会的快速增长，GA装备中心
一直在跟随而做出许多转型，改变及调
整，以至能够及时装备许多信徒之余也
不会使其质素降低。过去一年来，GA装
备从基础课程到进深课程，都是在神同
在的见证。GA装备站的理念是帮助教会
的信徒有机会接受更深入的装备造就,生
命得更新成长,同时,恩赐得以发挥挑旺,
进入自己呼召命定中!

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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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展新枝
◎魏素珍同工
长者事工负责人

2

009年2月17日以我为首的事工团

余晖晚照、老有所为的平台。因为我们

到目前为止我们每星期约有20-22

队“GA长者事工”开跑了。我们的

相信老树是可以展新枝的！在他们的金

位长者出席聚会。其中有一位长者因得

团队勇敢地踏出第一步，但不知前面的

色年华当中，可以藉着灵性的关怀，经

神触摸后，便向两个女儿作见证，她们

路要怎样跑，只知道神的灵火同样焚烧

历爱和被爱，最终在基督里，建立有意

就信了主，并且在9月9日与丈夫一起受

着全世界长者的心。

义和丰盛的晚年！

洗。

GA611灵粮堂的异象（结37:10），神
可以使一堆骸骨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也教导了基础

至今，长者事工已有5位接受主，5

肯定也可以令年老体衰的肉体和退化的

门徒训练，包括「聆听神的声音」、「

位受洗。我们盼望, 今年年底, 至少有

思想恢复健壮。我们深信他们的力量那

等候神」、「圣灵的洗」、「祷告及代

10位长者受洗，感谢主！■

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书14:11下）

祷」和「传福音」等。我们诚心盼望，
每一位长者都能有神超然的爆发能力，

我们为长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关怀、

使他们能过着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生活。

教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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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做医治释放
巨人的肩膀
◎陈雪嫄实习传道
◎江月霞牧师
医治释放事工负责人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多

年来，许多弟兄姐妹经过医治释
放的服事后，看见他们的生命在

成长和突破，也修补了当中许多夫妻、
亲子、个人关系等，让教会带来极大的
安慰和益处。
感谢神不断扩张医治释放事工的境
界。在江牧师的鼓励下，今年6月28-29
日举办了第一届GA学房《医治释放营》
。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除了有个别预
约的服事之外，还能以营会的方式来作
群体服事，让人可以勇敢地在众人面前
敞开自己，使自己的软弱成了神的得胜
和荣耀。
今年第一届学房的短宣队，蒙神恩待
让同学有机会被分配与当地牧者同工们
为三位青年姐妹做医治释放，三方都得
着极大的帮助。我们相信得胜在乎耶和
华，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中！我们更盼望
人人都能起来做医治释放，因为「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
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约1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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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24小时祷告勇士
◎郑晓颖实习传道
◎江月霞牧师
牧祷部负责人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如

果教会被形容成是一个「肢
体」，那装备中心一定是属于

「肩膀」的部份。站在肩膀上，可以让
人看得更高更远。GA装备站一直扮演着
这个成全圣徒，各盡其职，建立基督的
身体的角色。正如以弗所书4:11-13所
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
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
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认识神
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
随着教会的快速增长，GA装备中心
一直在跟随而做出许多转型，改变及调
整，以至能够及时装备许多信徒之余也
不会使其质素降低。过去一年来，GA装
备从基础课程到进深课程，都是在神同
009年7月23日，克安通（Anton Cruz）牧师向我们教会说话，再次印证与认定我们的异象——三百个祷告勇士。
在的见证。GA装备站的理念是帮助教会

2

的信徒有机会接受更深入的装备造就,生
克安通牧师指出，我们教会的异象经文（以西结书37:10）“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
命得更新成长,同时,恩赐得以发挥挑旺,

成为极大的军队。”他灵里感受到这军队就是基甸的三百个勇士，也就是三百个祷告勇士的意思。他一道出这话，我们就回想起六
进入自己呼召命定中!
年前董月兰牧师与江牧师，Ps. Amos行走祷告时，在Sunway Hotel月兰牧师看见异象：那时天空正闪着电，耶稣站在空中，祂手里
拿着一把刀朝我们这方向砍来，并听到「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以及基甸的三百个勇士。」当时月兰牧师说，教会要兴起三百个祷告
勇士，这是一个转化国家、打败区域黑暗权势的策略。另外，克安通牧师也预言说，神首先要GA611做的事，就是建立24小时祷告
殿。BINGO！这不是神给江牧师多年来的渴慕及凭信心买地的目的吗？
预言既然两次向教会说出，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回应神。今年虽然教会代祷者人数一直在加增，但是距离三百个还有一段距离。那
么，该如何达到三百个祷告勇士呢？如何建立24小时祷告塔？

祷告部

为达成这两个目标——三百个祷告勇士、24小时祷告塔，教
会透过祷告部要建立起一个有根基，有系统的祷告大军，以兴起
信徒们，举起同心祷告的手，与主同工。这根基建立在教导、异
象和恩膏传递，并小组推广方面：

那么，弟兄姐妹该如何委身成为祷告勇士？
1）有代祷的负担并愿意委身每周参与教会集体祷告会至少一
次；
2）要有小组生活，每个祷告勇士必须参加小组，并被牧养及
遮盖；

1）

开办祷告课程：让弟兄姐妹对祷告有更深的认识，进而

激起对祷告的渴慕和负担。同时也传递教会异象及膏抹他们，使
他们带着异象和负担进入代祷；
2）

招募代祷者：透过弟兄姐妹委身加入教会代祷者行列，

按着负担和时间把代祷者分配在不同的时段里为特定事项守望祷

3）随时待命守望，在收到消息需要作紧急代祷时，可作即时
随时的祷告；
4）愿意谦卑委身接受任何有关祷告的训练，提升自己在祷告
上的恩赐；
5）在适当的时候分享神所启示有关祷告的事项。

告；
3）

透过小组推广祷告：以各小组为单位认领祷告时间，为

小组和特定事项祷告。
4）

区域性联合祷告：建立及参与区域性的祷告行动，如：

联合教会祷告会、行军祷告，以提升代祷者的属灵视野和权柄。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彼
前4:7-8）大军要站起来了，是时候要兴起，为这时代、百姓、
国家、亚洲的转化和复兴争战祷告，为耶稣基督的再来预备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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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八福
◎苏小玲实习传道
苗圃新人部负责人

感

谢神，我们于2009年2至4月开始我们的第一届「苗圃

苗圃八福是专为慕道友及新信徒策划的，透过这八福课程，弟

八福」课程在GA的第二堂崇拜。弟兄姐妹都从这八堂课

兄姐妹认识除了物质界之外，还有灵界，而且灵界会影响物质

得着极大的帮助。在写这篇……之时，也正在第二届苗圃的当

界；也明白...
——话语有权柄,可以带来祝福,亦可以带来咒诅

儿。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无所不在,自有永有的神
苗圃八福共有八个单元,如下:-

——及认识不饶恕的结果及饶恕的祝福

课题

主题

一

口出恩言

祝福与咒诅

二

一笔勾销

消除罪孽,明白永生的确据

愿神祝福及带领我们把苗圃八福课程带进职场,透过苗圃建立

三

笑口常开

消除忧虑与恐惧

慕道者的生命及吸引慕道友进入神的国度. ■

四

一团和气

饶恕,修复关系

五

代代平安

脱离咒诅,得着祝福

六

重新得力

追求圣灵充满

七

疾病医治

处理罪,得医治,遵行神的话

八

凡事富足

消除贫穷,实践奉献

——我们需要得着圣灵,重新得力.

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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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肩膀
◎杨翠碧实习传道
GA装备站负责人

如

果教会被形容成是一个「肢

随着教会的快速增长，GA装备中心一直

体」，那装备中心一定是属于

在跟随而做出许多转型，改变及调整，

「肩膀」的部份。站在肩膀上，可以让

以至能够及时装备许多信徒之余也不会

人看得更高更远。GA装备站一直扮演着

使其质素降低。过去一年来，GA装备从

这个成全圣徒，各盡其职，建立基督的

基础课程到进深课程，都是在神同在的

身体的角色。正如以弗所书4:11-13所

见证。GA装备站的理念是帮助教会的信

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徒有机会接受更深入的装备造就,生命得

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

更新成长,同时,恩赐得以发挥挑旺,进入

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

自己呼召命定中! ■

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认识神
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

GA装备站

先知一

男女大不同

生命的成长并不是自然性的，是一个持

——“...就像GA的先知们都是一步一

——“夫妻彼此之间需要适当的赞美，

续性的抉择与委身么。“

步走来的，原来做先知也是有礼节要守

坦白的分享以及彼此的勉励。这些行动

——“在默想过程中与神交通，从中得

的！”

是有效经营夫妻的关系。”

到神宝贵的启示并借此进入祷告。我的
生命因此而成长。”

——“...让我晓得发先知预言者该怎样
去翻预言和当注意的事项”

得胜的代祷者

——“身为一个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样

——“...上完这课后，我已了解恶者的

——“神对代祷者的心意是要认识上帝

式,

作为，所以我要警醒，不要掉入恶者的

是有怜悯、恩典、慈爱和诚实的神，要

能明白神的心意，按神的旨意而行。”

圈套并切要过圣洁的生活。”

抓住神的心意，才能有蒙神喜悦的祷

建立基督化的生活。抓紧神的话才

告。”

苗圃

先知二

——“这课程让我了解要成为代祷者的

——“我懂得怎样成为一位神所喜悦

——“...让我打起精神，时刻警醒，聆

重要和基本的教导。”

的基督徒，我的生命也慢慢地不一样

听神对这时代说话。”

——“代祷者扮演着在神与人之前的“

了。”

——“我最大的得着是知道如何正确释

仲价者”,

——“我开始改变我的生活形态，常祝

放出神的启示。”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福的话。”

先知三

长大成熟

门训与领导

——“原来先知语言不止是局限于为人

——“这课程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属灵

——“I can see more clearly what a

祷告，还能展开先知性布道，用先知预

生命的成长并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一个

leader or assistant must do. Especially

言传福音，随时随地作先知性的个人布

持续性的抉择与委身。“

in obedience, I must 100% in obedi-

道。”

——“在默想过程中与神交通，从中得

ence and do with all my heart.”

——“一具有能力的启示性的言语，可

到神宝贵的启示并借此进入祷告。我的

带来一个人的生命改变，耶稣也常运用

生命因此而成长。”

他需要了解神的心意，才能

——“I learn how to be a support and
encourage my leader in whatever she

启示性的言语带领人归主。”

初信造就

does. Being a great leader is not how

小组长训练

——“开始知道自己因信耶稣得了永

much ability you have but having a

——“我学会积极和主动去关怀我目前

生，有了属天的新身份，也学会如何向

right attitude and willing to obey even

与我同组组员的需要。”

神倾心吐意的祷告。”

in whatever situation you are in.”

——Benjamin“这些都是非一般书本上
的教导理论所能取代的”

GA装备课程学习心得
旷野42站
——“我仿佛被带领，亲身经历到三千

初信造就

五百年前的旷野经历，介入圣经每一站

——“开始知道自己因信耶稣得了永

所发生的事。”

生，有了属天的新身份，也学会如何向

——马荣盛夫妇“我们领受到要每天向

神倾心吐意的祷告。”

神领取吗哪…”

• “旧的我己经死，现在是全新的我，我
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健康，成长的新生

牵手情

命。”

——“家庭是教会和国家的基础。牵手
情这课程，教导丈夫和妻子的正确两性

长大成熟

相处，建立一个美满婚姻的家庭。”

——“这课程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属灵

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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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大军装备站
◎张世勇弟兄
GA创意学校负责人

「你

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
的圣所赞美祂！在祂显

能力的穹蒼赞美祂！要因的大能的作为
赞美祂，按着祂极美的大的赞美祂！
要用角声赞美祂，鼓瑟弹琴赞美祂，
击鼓跳舞赞美祂，用丝弦的乐器和箫
的声音赞美祂，用大声的钹赞美祂，
用高声的钹赞美祂，凡有气息的都要
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150篇）
教会不单要有祷告大军，也要有敬
拜赞美大军，这是神量给我们教会的两
种属灵武器。GA创意学校的起源是为了
装备更多的敬拜赞美大军，愿神兴起我
们，好让我们在24小时祷告的复兴里，
能透过敬拜赞美，带下神的同在，让我
们的祷告殿成为神的脚凳。
藉着这事工，让更多人能够在各种
不同的服侍岗位来服侍神，无论是在个
人、小组或敬拜赞美团，发挥他们的潜
能。同时，这也使我们能够踏入社区，
接触人群，以得着更多的灵魂。 ■

哈拿尼亚的服侍
巨人的肩膀
◎江月霞牧师
◎谢益和（Barry）弟兄
GA611灵粮堂主任牧师
哈拿尼亚事工负责人

有主恩典的教会

我

在教会的领受

1.弯腰谦卑、忍耐
2.团队的服事及彼此的配搭做家事

是个“吉普赛基督徒”带着一家

从2004年教会的转型至今，我亲眼见

大小逐随水草而居，2001年家

证神在GA611的带领、应许、磨炼等。不

3.看重每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

中不幸发生爆炸事件后，心里有个声音

论在哪个事工，我都深深领受一股很强

4.顺服领袖及权柄者

摧逼我不要再流浪，要找个安稳的避风

的合一、顺服、爱神及爱人的心。

5.有次序及整齐的功课

港，让心有个安息栖身所...

场地事工

在此，我要谢谢一班在一起做家事

我们全家人来到这教会时，聚会人数

当Ps. Amos请我参与哈拿尼亚——场

的好兄弟：Thomas Teo, Joseph Sia,

约莫80到100人之间，特会时出席人数也

地事工事奉时，开始的我偶尔会战兢、

Steven Gan, Jimmy Tong, Ho Swee

只不过120人左右；3年后，人数还是在

勉强，也曾有放弃不干的念头，但Ps.

Kee, Wong Voon Loo, Robert Lim,

百人之间。

Amos不断地鼓励，最终我还是顺服。

Kenny Lee.

2004年圣灵更新之后，易名GA611灵

区永亮牧师的特会中，他提到教会事

能成为GA611灵粮堂的一份子是我

粮堂，一切从零开始。一对爱主的夫妇

奉，其实是在教会的大家庭内做家事。

的福份，因神与我们同在。我深信神

奉献了250张椅子给GA611，当时人数也

哈拿尼亚——场地事工整个团队，即刻

要在GA611做大事，要兴起华文教会，

只坐到一半。但Ps.

打了一剂强心针，受到鼓励和振奋，士

带领马来西亚华文教会步上复兴的脚

气大增、不分你我，一起做家事。

步。GA611的千人教会已是迫在眉捷指日

Amos却凭信心再订

购了150 张椅子；5年后的今天，已是座

可待。AMEN!

无虚席了。
在这一个场地事工岗位上，进入五周
年的服侍，我学习到是：

Happy Birthday to GA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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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信即洗
◎苏小玲实习传道
洗礼部负责人

「撒

种收割，百人受洗」参与传福音，接触群体，探访等。
自二零零九年五月份起，江牧师说我们教会的异象「地:复兴建造」，如今我们的购地计划已完成，现在要进入

「民:要遍满全地」。当时，牧师呼吁弟兄姐妹踊跃参与「初熟果子」的认献，参与人数:
Bob

一共有二百四十二位；刚巧也碰到Ps.

Weiner於六月十五日到访，分享传福音的异象及传递恩膏，教导我们如何接触人群，怎样与未信者建立关系，每人使用VIP

Card为十位未信者的救恩祷告，为主赢得灵魂，每人预备10本圣经赠送给新信徒，好让神的道能传遍我们的地土城市。
领受传福音信心的恩膏后，更激励我们建立起全民皆兵共识，Ps. Bob Weiner相信改变校园，进而改变世界，我们的青年牧区
也因此被大大的激励，投入校园传福音策略来赢得学生，得着今日的校园，赢得明日的国家。

即信即洗
今年教会向着“二百人受洗”的目标前进,感谢神！全体弟兄姐妹反应积极，所以二百人受洗的目标是一个推动力，来迎接收割
的季节。
GA也预备不同尺码的全套洗礼衣裤，只要有人真的认罪悔改都可以立刻受洗；供应给突然要洗礼的人群。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 ■

第12届洗礼合照

受洗篇

巨人的肩膀
第13届洗礼合照

第14届洗礼合照

第15届洗礼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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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节期
◎郑国聪弟兄报导

在

犹太历每年有七个主要的节
期，分别是逾越节、除酵节、

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住
棚节。其中在圣经里面被列为三大重
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
节。2008年开始教会开始恢复以色列人
的节期，就从住棚节开始，教会兴起了
一股以色列风格的服饰，除了服饰还有
不同的布置、乐器、歌曲等等来配合整
个节期的欢庆。

2008年10月17日：住棚节
连续三天庆祝住棚节丰收大收割，
共有12位新朋友接受主。神藉着住棚节
向我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
人同住。」，当我们在面对金融海啸来
势汹汹的情况下，仍然相信神住在我们
当中，并要有约书亚和迦勒的信心说：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
地，（可以是产业，可以是工作领域）
把地赐给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
要怕他们（仇敌）。」

2009年3月13-14日：普珥节
《以斯帖》歌舞剧布道会
两天晚上的《以斯帖》歌舞剧布道
会，共有12位新朋友接受主。《以斯
帖》歌舞剧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反败为胜
的恩膏。

教会节庆

节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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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8-15日：逾越节
《走出埃及，进入应许》欢庆逾越节7天
今年GA611要恢复实践犹太人节期
年，教会筹办了一连串的的节目，7天24
小时连锁祷告，操练许多有志之士，生
命再和神相遇。
-逾越节：按照犹太历，正月14日是
逾越节，刚好是2009年4月8日。
当天让我们可以学习体会以色列人在
出埃及前是如何地准备守逾越节。
-除酵节：牧师引领我们如何地把旧
酵除掉，好使我们成为新人。
-初熟节：电影布道会《基督受难
曲》，看见基督为我们受苦行刑，许多
会众都热泪满盈。
-圣会：第七日，守圣会，节期进入
最高点，参与的会众都以感恩再感恩的
心回应神的爱!我们期盼每年，每个家庭
都能一齐守这节期!

教会节庆

2009年5月31日：
初熟节与五旬节
众弟兄姐妹学习信心的行动，就是认
领《献上初熟的果子》未信主的名单，
结果共有242位弟兄姐妹参与并认领了
3,699个未信主的名单。至今我们有了
这个“撒种收割，百人洗礼”的全年目
标。

2009年9月19日：吹角节
进入犹太历5770年吹角节（犹太新
年），也是开始预备我们进入将来临的
赎罪日。当天特别在讲台上来分享恢复
吹角节的意义并以七次号角的声音来序
开新的一年的开始。

2009年9月28日：赎罪日
一个对犹太人意义深重的节日。弟
兄姐妹在前一天9:00pm开始25小时的禁
食祷告来预备自己进入赎罪祷告会。当
晚有一百多位弟兄姐妹出席并同心为个
人、家庭、教会、事工、国家认罪悔改
代祷。最后我们以一个先知性行动 “将
自己献上”，钉在十字架上来结束这个
圣会。

见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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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倍的祝福
◎牧师为秀萍作的见证

秀

萍是学房的同学，苗圃八福是

一星期后，她的家翁无缘无故给了她

神看重的是我们奉献的心态，是真的

她的必修课程。在最后一堂《

一张支票，说是要祝福她和家人。当她

来跟随主的人。秀萍很爱神，她也牧养

破除贫穷》的时候，课毕后，牧师要会

打开信封看到那一张支票的时候，她整

很多人，她来学房读书是要付代价和时

众学习实践《破除贫穷》，就要先学习

个人如被电击，久久不能说话，心里极

间，神看重她的心，神要鼓励她，告诉

奉献，当时她就祷告问神说要奉献多少

为感动，因为她和丈夫给神的只是区区

她，她所做的是对的。■

钱？神回答她说RM50。而坐在她身旁的

微不足道的RM150，但神却给她们是150

先生也同样祷告问神该奉献多少钱，神

千！是奉献的一千倍，原来圣经的话语

回答他说RM100。他们只是学房的学生，

是那么真实，甘心乐意奉献给神的，必

是别间教会的会友。当时牧师在台上做

得30倍、60倍、100倍、甚至1000倍的祝

了一个先知性行动，大家手牵手传递恩

福。

膏，这时秀萍感受圣灵很大并强烈地在
她的身上。

奉献见证篇

初熟的果子献给神
◎ 汤裕盛Jimmy弟兄的见证
摘录自2009年3月份的主日信息

为

神建造居所是大卫王的心愿，所

过，但还是守约地将初熟果子全然献

业，我一打开，居然是一张一万块的支

以建殿奉献也是基督徒应尽的义

上。

票！

务之一。在加入GA611之前，我夫妇俩曾
参加过两间教会，对建殿的奉献颇觉辛
苦。

之后在《苗圃八福（六）：重新得

接着，在《苗圃八福（八）：凡事

力》——追求圣灵充满的课程里，牧师

富足》——破除贫穷的课程，牧师为我

呼召我们学习实践奉献，圣灵真的来拜

们作破除贫穷、领受富足恩膏的祝福祷

圣灵更新后，我们来到GA611。除了

访我，要我将所仅有的百多块钱（足够

告。不料四天后，正当我开始又为下一

属灵的气氛，GA611可说是蛮有规模的，

我一星期的开销）全然献上。老实说，

单交易未有着落而忧闷时，突然接到一

心想这下总可以安静下来好好地等候

自从第一单交易至今，我仍在等候着第

个弟兄的电话说因神要他传递恩膏，叫

神。不料没多久，「又来了！」，教会

二单的着落，加上我也已经落实了之前

他把产业让给我卖，我就马上致电买家

竟推行起购地奉献来。初时，我们还以

对神的承诺，所以觉得这一个呼召实在

邀他去看。买家看了很喜欢，结果当下

为这里会比较轻松，哪知神却要我们夫

是强人所难。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顺

买了两间。由于这产业在大热卖中，为

妻面对更大更难的挑战，三百多人的教

服。

免后悔买不到，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到发

会竟然要筹一千多万的奉献！那么，平

展商处签约。那里有个营业经理却问我

均一个人要奉献多少钱啊？按逻辑，实

第二天，奇妙的事发生了。我之前

是否要他手头上一间给了定金却没买成

在是超出我们的能力…然而，我们还是

带的几位买家终于在发展商那儿买了

的公寓，我告诉了买家，几天后他一看

学习顺服地参与。

房子，约百多万的产业，但我是一分

就马上下定金了。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

钱都拿不到的，因为没有发展商给代

内，无需多费唇舌就成交了三单交易。

2009年2月，我转换到房地产行业

理人佣金的条例。我心想：「神啊！难

时，与神立了约，要把我第一单成交的

道每一次都要免费服务吗？」过后一位

感谢主！我在学习顺服、学习甘心

收入全然献上。当时我充满信心，求神

买家致电约我出来，我以为他有新产业

乐意献上初熟果子，神因此就将祂的福

祝福我能作成巨大交易来奉献给神。可

想要看，谁料他交了一个信封给我向我

气、祝福倾倒下来。愿将一切荣耀归给

惜第一单的业绩并不如意，心里有点难

道谢，说是酬谢我让他买到心头好的产

神！■

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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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同工团队

后排左至右：张伟良实习传道、曾子莲姐妹、杨翠碧实习传道、周晓君姐妹、邢益英姐妹、魏素珍姐妹、
张世勇弟兄、潘约翰弟兄
前排左至右：邓榕钧实习传道、郑晓颖实习传道、邢志中传道、江月霞牧师、陈永祥传道、
苏小玲实习传道、陈雪嫄实习传道、郑国聪弟兄

同工奖

励篇

2008年同工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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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被拆」奖—周晓君姐妹

最佳「忠心」奖—邢益英姐妹

得奖事迹：

得奖事迹：

任劳任怨，百事皆通；被调派到几个不

一心一意，紧紧跟随江牧师最久的同

同的部门，且愿意破碎......

工。

「全天候准时浦头」奖—张世勇

最佳「临危不乱」奖—曾子莲姐妹

最佳「传到」奖—张伟良实习传道

得奖事迹：

得奖事迹：

得奖事迹：

无论晴天或雨天，当天一亮，必看见蓝

在同一个时间里能井然有序地处理几项

随传随到，帮助牧者同工解决许多问

色GEN2先抵达会场。

不同的事务/情。

题。

最佳「进步」奖—杨翠碧实习传道

最佳「沟通」奖—邓榕钧实习传道

最佳「亲善」奖—郑晓颖实习传道

得奖事迹：

得奖事迹：

得奖事迹：

从义工升至实习传道，在各方面都看到

人在香港，心却常在GA，不断向GA禀报

和蔼可亲，善解人意。

她大有进步。

在香港实习的近况并常与上位者沟通。

最佳「爱心」奖—魏素珍姐妹

「最会揾着数」奖—郑国聪弟兄

最佳「健康」奖—陈雪嫄实习传道

得奖事迹：

得奖事迹：

得奖事迹：

常以爱心服侍病人、忧郁症的人、穷人

无论在那一方面都能为教会找到丰富的

一年来不曾请病假，而且了解保健的食

和有需要的人；同时预备健康、营养又

优惠；又“平”又“靓”的“正”货，

谱。

美味的果汁给同工们饮用。

又便宜又好的免费礼品。

见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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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黄帝隆弟兄
Dr. Lawrence Ng M.D.

哪

怕只教过自己一天的老师，也要

感谢主！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不

就是要做神迹奇事咯！但却又不仅仅是

一辈子当作父亲看待。在GA611

足去寻找人，神则很多时候透过‘难倒

把神的事工摆在其他事情之上而已，乃

，哪怕只关心过自己一天的牧者，也会

我们的事‘使我们在找人之际，藉着找

是从周太公（周神助牧师）到每个GA611

一辈子纪念到这家的不同。第一次接触

到有真神的人而找到了神，因为坚持不

里的子孙们，人人都把自己与神、与人

到GA611时，是因着西藏的事工，当时就

懈的神定意要找到人，为要叫人得以领

的关系放在事工之前，所谓“先关系

感觉到这群叔叔阿姨弟兄姐妹是与众不

受祂的恩典、能够活出祂的真理啊！

后事工”。这大军里就是这样充满着真

同的。我也没想到就在那一趟，我们的

爱，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做神迹奇事

天父安排了Esther牧师和小玲实习传道

GA611这万王之王大军的每一个大将

为我在身心灵上做了个人深度的医治释

都有着神的恩赐，然而这600大军的成员

放。

个个都把生命放在恩赐之前，先注重建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GA611一次欢

立在基督里的生命，然后才领受恩赐。

迎，永远欢迎！在GA611，我们不夸口。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

就是这样一个‘活出基督’的生命，让

身为GA611新的家人之一，我诚心邀请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

我触摸到神的真爱，使我不但回应圣灵

还未踏入这家门的人，快步跨门梁，进

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

的催促而踏上一条不归之路，更使我加

来体会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而活出来的真

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

入了这天国的‘恐怖份子’家庭。

爱。在此，也要向600个家庭成员说：“

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
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
有粮。」赛55:8-10

的大家庭。够恐怖吧！

我爱你们！” ■
这600大军实在是天国的恐怖份子，
因为这大军单单只要做神要做的事。那
还不算恐怖吗？要做神要做的事，那么

见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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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的呼召
◎魏素珍姐妹 Eugenie Gooi
领受命定

3．我亲眼见证GA611在一个月内筹集了

1

996年1月，我到台湾休假，竟然遇

购地的首10%款项——RM116万。

上了我命定的开始。神非常奇妙，

4．一位代祷者在异象中看见我站在一个

也非常幽默，朋友带我去观赏一部卡通

大香炉的旁边，且有许多人往天上去。

电影「埃及王子」（Prince of Egypt）
，我居然从头到尾哭成泪人。之后，我

领受了郭美江牧师所传递的恩膏后，

还连续看了三遍依然在哭。后来才明

我就回去槟城。接着又有四件不寻常的

白，原来这是神给我的呼召。

事发生：
1．教会的会众受到神话语极大的触摸。

预备过程
2002年，一位女先知向我解释八打灵

2．教会的冷气机突然莫明地着火。
3．一棵大树倒下，压中会员的货车，消

等候着踏上命定

13区有关法老头的属灵绘图。当时我不

防队将树拖走，货车却豪无损毁。

哓得，这将和我的命定有关。

4．从GA611回来后，我常失眠睡不着，

2008年5月，我正式成为同工，在翻

不断地阅读GA611三周年的特刊，总觉得

译、医院探访、传福音及内在医治释放

2003年，全国祷告特会的尾声，女先

这与我进入命定有关。事后，我鼓起勇

等方面服事。感谢神在GA611陆续地将我

知翟辛蒂（Cindy Jacob）为我发预言，

气致电江牧师并询问是否可以成为GA611

从过去因无知而受死亡的辖制中得着释

她看见我在一个友族村庄祷告，开启道

的义工。2006年12月6日，我搬来八打灵

放，哈利路亚！

路让神造访。

区（Petaling Jaya），参加吴霆牧师的

2009年初，晨祷又走在约书亚记中，

先知预言特会。陈仲辉牧师正巧在GA611

我的命定也不断地被确认。神仍然在

，就将我推荐给江牧师。这之后，我开

拆毁我过去许多错误的观念。过程虽然

始在GA611当义工。当时的晨祷正读到约

带有痛苦和羞辱，但是神一直耐心地恢

书亚记，我知道我已经离开了埃及，过

复我的全人，我知道我在GA611是正确

了约旦河，正进入神给我的应许之地。

的。■

2004年10月，我梦见自己站在GA611
楼上的一个小房间。
2005年1月-2006年2月，神差我到洛
杉矶的爱修园进修一年受装备。
2006年11月，在GA611参加郭美江牧
师的内在医治特会，惊觉四奇事：
1．GA611墙上居然贴着我刚在槟城讲道
的经文——以西结书37:10
2．当我踏进特会时，郭牧师竟然对着我
说：“你必须走进你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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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神仆人的呼召
◎潘約翰弟兄 Jonathan

内

心深处最大的快乐，碰到了这世上真实的需求，那就是
你的使命了,也是上帝对我的呼唤！

2007年12月底，我在上海舒适优渥的楼下祷告室中，灵里恍
惚之际，天外飞来一句飘渺的话语“孩子，即刻带着全家回马
来西亚。”，我不但傻眼，也同时听得目瞪口呆、两眼发直、
瞠舌得对姐妹告知我的领受。随着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处理所
有的事务，轻装便捷，于是“马来西亚”我又回来了…….
我说什么好呢？别人挤破头进中国，身兼老板贴身助理及管
理万人的大厂，我毫不思索离开住在中国最进步的大城市——
上海花园别墅，只因那一个微弱的声音，彷佛一粒麦子进驻在
我灵里产生呼唤。

非常感谢上帝呼召我成为祂的仆人，能有份于祂葡萄园的工
作，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与带领，我从心底献上深深的感谢。

回到吉隆坡三个月后，神透过很奇妙的方式让我们全家老远

应该说，我成为了一个上帝园子里的工人，被赋予在这片园地

从安邦(Ampang)找上GA611。虽然过程中没有朋友引荐，是我

中耕种。我深深体会，如果有人要爱这片园地，他们一定要撂

们自己送上门来找耶稣上帝的爱，果然天父的爱让我们第一时

起裤管踏在土地上，才会爱这片土地，而且我知道如果我们谦

间与江牧师与Ps.Amos在办公室回廊“目光相遇”，这一幕到

卑下来，松土、施肥、流汗，有一天会看见这片园子里种满了

现在还历历犹在我们脑海中浮现。神又透过祂的仆人来邀约我

果树，会体验结果累累的喜乐。

进入神的国度服事，虽然同时面对大陆职场精密重工业董事长
的青睐,再次邀请我回到职场，我的身心煎熬在灵里与理性现

我的体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6~8节「我栽种了，亚

实生活的考虑，最终毅然推辞董事长的盛情好意。同时神的话

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

语赐下（林前16:16/19），于是我选择顺服。在神的大军中，

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

我开始学习从雉鹰中跟着神国的成鹰往空中高飞，也愿圣灵引

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

领带我一起与圣灵共舞!
我们每一位都是

主的宝贝器皿，都是神要兴起、使用的工

我现在每天带着最真实不戴假面具的我来到学房学习与装

人。器皿被主使用前，要先洗净、倒空，也就是说，宣教的工

备，来改变我内心深处的灵魂，其实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

作不是倚靠人的智慧或能力，宣教的工作是要完全倚靠神所赐

把爱传出去!

给我们圣灵的能力。■

同工见证

神的恩典够我用
◎洪佩娴姐妹 Helen Fung

我

我自小在基督化的家庭和教会长大，有7位兄姐，其中

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心里暗地里开心地说：神未

三位是教会的传道人。我深知全职服事非常辛苦又吃力

必是呼召我，也许是我自己想太多了，因此就放下了这件事…

不讨好，不是“人”做的，故此，传道人这份工作，对我来说
是遥不可及的。在我内心深处更曾立下誓言：“我绝对不当传

2009年3月16日，教会庆祝普珥节。当天台上信息讲到以斯

道人或教会同工”。经常有牧者拍拍我肩膀说：“几时轮到你

帖，她是个孤儿，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但却愿意被神使

啊？”我就对他们笑笑，心里却说：“我才不要呢！”

用，以致救了全族人的性命。此时，神的灵再一次触摸我，让
我想起去年对神出的难题，神就在今天给了我答案。回家后，

007年3月15日，我有幸能跟随江牧师、Ps

Amos和敬拜赞美团

我急忙去查看我的护照，原来去年神对我说话的那一天同样是

队到香港母堂为购地筹款来演出。第二天晨祷，也就是2007

3月16日。我惊讶神对我是多么的细心、耐心和认真，此刻我

年3月16日，张恩年牧师叫我们把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放到台

唯有对主说：“主啊！我愿意降服于祢”。

上的‘祭坛’，就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一样。当我把丈夫和
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时，心里开始有莫名的激动，一直不停地

2009年8月18日，我欣然回应神的呼召，放下一切，踏上全职

流泪。我知道神在呼召我，祂要我将生命献上，但我的心里却

事奉的道上。

有很大的挣扎，因为需要放下自己的时间、计划和安逸的生活
等等。我问神说：“你为甚么要我呢？我甚么都不会！”彷佛

虽在世上我是愚昧的、软弱的、卑贱的，但神说：“我的恩典

是对神说：“神啊，你搞错了啦！”但神却对我说：“不要害

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怕，虽然你看不见前面的路，但你要相信我。”此时，我哭得
更伤心。我跟神说：“好吧！但我需要多一次的印证，而且是
要一样样的哦。” 我心想，我一定是给神出了一个难题。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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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长按立礼共有5为弟兄姐妹

23/11-14/12

按立为组长

611》教会的弟兄姐妹。

开始成立牧养祷告部

-儿童牧区森林大冒险
Jungle Adventure
共有14位小朋友接受耶稣为
他们的救主。

第八届
《遇见神》营会
共有20位弟兄姐
妹参加。

10月

2008

服事《GK 611》与《诗巫

-婴孩祝福礼 -

28/12

堂庆

26-27/10

17/10

GA611灵粮堂4周年

与《香港611》团队一起

1月份

Prison Break Camp

预言队员往Port Dickson

21/12

-GA Youth-

8-9/11

23/11-14/12

邢志中传道带领几位先知

11月

共有7位婴孩接

12月

2009

1月

-区永亮牧师特会与课程-

第二学段上课

生命的救主。

殿之事宜。

-第十一届的浸礼共有11位弟兄姐妹
-Jay Koopman牧师特会《如火挑旺》

27/12

印尼棉兰，考察24小时祷告

29/11

23-26日与张恩年牧师前往

23-26/10

江牧师与志中传道将于10月

教牧同工及G12家属
退修会。

7/1-14/3

接受耶稣成为他们

2008/2009年学房

29/12-1/1

《荣耀刚强的教会》

总共有42位慕道友

27-29/11

第二届
《遇见神》营会

《圣诞佳音到你家》

14-15/11

住棚节丰收大收割

10月

连续2天庆祝

-GA Youth-

24-27/12

-福音外展-

开

《走出埃及，进入应许》

江牧师与志中传道前往沙巴—
合成立的分堂，《圣印611》

-Bambang牧师特会-

灵粮堂的新圣殿落成奉献典

6/3

《小组大聚会》

-圣会敬拜祷告

歌舞剧布道会

全民禁食祷告》

-GA Youth巫611做教导和布道。

-牧养部-GA流动学房-

严凤儿传道

-牧养部《爱火重燃》电影欣赏会

第十二届成人浸礼，
共有12位弟兄姐妹。

-611流动学房《读经乐》课程与特会
讲员：颜庆水传道，严妙儿传道

2-4/4

讲员∶Lyan传道

复活节崇拜

5-7/2

《传神的喜乐》课程与特会

《复兴圣洁、重立婚约》

1/3

7/2

化妆技巧课程

短宣队到古晋611和诗

-受难节电影布道会

18/4

《40天GA611

长者牧区崇拜

-GA Youth爱美999-

自洁祷告会

12/4

成立

16-21/3

灵魂得救祷告会》

17/2

开始《牧养、新人、

-除酵节-

4月

3月

15/3-21/4

2月

9/4

《苗圃八福》

《以斯帖》

27/3

《小组大团圆》

第一届成人

13-14/3

-牧养部-

28/2

16/1

情人节特别晚会

14/2

-牧养部-GA Youth-

15/4

《建立祷告帐幕》

礼。

24-25/4

亚庇，参加由母堂及GA611联

10/4

10-15/1

逾越节晚餐

8/4

《扭转乾坤》

6-7/3

-吴霆牧师特会与课程-

15/2

-牧养部-《情牵男女》单身之夜

2月份

7/1-14/3

GA611大事记

回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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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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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传福音恩膏

-长者牧区-

医治释放营

-五旬节认领《献上初熟果子名单》
-牧养部《组长动力会》

-马可 盖伯特

14/5

《五一家庭日》

课程与特会-

5月

4/7

《代祷带下的力量》

2009

9/7

小组活动

1/5

-牧养部-

31/5

《父亲节聚餐会》

-GA学房-

23/6

17-19/5

江牧师与志中传道往Surabay

6月

第十三届成人浸礼，
共有24位弟兄姐妹。

7月

-牧养部-

8位同工及青少年

《组长动力会》

往Surabaya参加

-儿童牧区《拿约儿童事奉学校》
第二学期开课

-牧养部《小组长按立礼》

务送捐款给

伯 维纳（Rev.Bob Weiner）牧师特会

Noor Malak宣教师

29/6-4/7

飞往菲律宾-宿

15/6

《随从圣灵》

-教牧行综-

14/6

-樊鸿台牧师课程与特会-

5-8/5

特会。

14-17/5

“Asia For Jesus”

4/7-22/8

榕钧实习传道带领

25/6

《祷告领袖聚会》

3/5

-GA Youth-祷告部-

江牧师及志中传道

第十届《遇见神》营会，

24-30/9

共有37位弟兄姐妹。

克安通牧师(Anton Cruz)

Anton Cruz的教会

18位学房同学前往土

教导舞蹈敬拜课程

甲卢611灵粮堂。
GA学房 2009/2010

新同工加队：
洪佩娴姐妹

2/9

18/8

4/7

共有11位弟兄姐妹。

Chennai，Father

短宣队共有4位同工与

新生训练
第十四届成人浸礼，

家俊弟兄往印度

-GA装备站《美满婚姻》课程开办
赎罪日

28/9

GA611教会网页

-GA学房-

榕钧实习传道与

9-10/9

教会开始推介

12-17/8

课程与特会——《转化》

2/8

23-25/7

20-21/9

前往西藏实地考察

13-18/9

GA611大事记

1/8

第二届成人苗圃八福

十六届的成人浸礼,

26/9

9月

8月

29-30/8

江牧师及志中传道飞往

色会加隆邦堂》教会的
20th 周年记念。

29/8

讲道，及日参加《巴

1-5/8

沙巴州《亚庇灵粮堂》

19/9

共有11位弟兄姐妹。
犹太新年 5770/吹角节

何志勇牧师
前来分享信息

十五届的成人浸礼,
共有11位弟兄姐妹。

-GA Youth江牧师及志中传道带领6位

8-12/9

The Amazing Race

6-7/9

张妙婵牧师

22/8

讲员：王建胜牧师

6-8/8

-611流动学房《争战得胜之方》课程与特会

同工与4位弟兄姐妹参加于
香港东北灵粮特会并带领敬
拜赞美的服侍

第九届《遇见神》营会，
共有23位弟兄姐妹。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0

518

月

10

8年

543

月

11

08
年

人数

0

518

月
12
8年

447

1月
年
09

518

688

755

557

539

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平均出席人数

2月
09
年

3月
09
年

4月
年
09

5月
09
年

6月
09
年

649

7月
年
09

591

8月
09
年

622

9月
09
年

0

30,000

60,000

90,000

120,000

150,000

180,000

210,000

0

87,384

0

104,121

0

240,000

8年

270,000

0

300,000

月

8年

10

月
0

11

51,261

79,704

月
12
8年

3,121

87,585

38,661

84,508

43,845

105,934

43,430

88,473

137,663

280,237

21,140

89,933

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 - 每月主日奉献总额

1月
年
09

2月
09
年

3月
09
年

4月
09
年

5月
09
年

6月

RM

0

年
09

19,460

94,276

1,300

128,573

土地与祷告帐幕奉献

主日与什一奉献

7月
9年

8月
09
年

12,330

101,879

9月
09
年

52
news le

tter

SEAPC

Touching Hearts in Tibet
By Dr. Lawrence Ng

I

’m writing this month’s article while on the train from Lhasa
to Beijing. This is a 48- hour train ride, across the rooftop of
the world, the world’s highest railway. Every month, our Tibetan children and families take this train to Beijing for treatment.
As I look out at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I recall the excited
squeals of children learning to sing songs of love and joy in
English, taught by once strangers but now friends. I remember
the wonder-filled whispers of parents asking whether they will
get to meet their savior, this Jesus who found them and now is
sending them to Beijing to save their children. This God above
all Gods, whom they never knew but now long to know more.
For two days and nights on a train, you share food,
laughter, body aches and snores. And this incredible bond
between such disparate groups of people (delicate blond
haired Americans and hardened-bodied Tibetans) turns heads
for sure! Surrounding people start to ask questions and we
gladly share our story. Our story is how God Himself opened
the doors to Tibet to reach others with the Gospel through
a medical project that finds and treats children with holes in
their hearts. The project involves millions of dollars of medical equipment, extensive training, arduous expeditions and
relentless coordination of work spanning at least three time
zones. It is work, very hard work in fact. And we say “Yes and
Amen!” to be given such a privilege to be involved. After all,
it is His Work. If it’s going to be a struggle anyway, then why
not let it be a struggle in His Work. After all, didn’t He promise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lowly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

Learn from Him. When Jesus was walking this earth,
there were many who were healed, now even more! One
thing, though, remains the same. It is the emphasis on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Himself and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His desire and His emphasis on having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us has not changed. That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how we relate to others. And it is that relationship that
truly draws the unreached. Sitting across from us, nobody can
easily tell that we spent millions of dollars so that the Tibetan

child and family can share a train ride with a couple of foreigners. If not for our own incredible bond with God, it would just
be work, not His Work.
It is so easy to place His work before the relationships
He has placed in our lives. God wants us to receive His Grace
as we learn to live out more of His Truth. God desires us to walk
daily with Him in our everyday life first. Life before Gifting. God
cherishes His relationship with us before our relationship with
His Work. Yes, there are great matters to concern ourselves
with, but let us get our priorities right. Let that relationship
be the real testimony as we relate to others. Footnot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God for His grace. His
grace allowed me to spend time with a church called GA 611
Bread of Life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This previously distant
(to me) body of Christians has become a very close family in
His will. I pray that everyone of us can experience His truth as
I have with GA 611 Bread of Life. Rev. Esther and Ps. Amos, I
love you! ■
(News extracted from the
South East Asia Prayer Centre News - Octo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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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月霞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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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By Rev Esther Kong
(Senior Pastor of GA611 BOL)

F

irst and foremost I want to give my heartfelt thanks to our Abba Father, because
He is truly not only the faithful, covenant-keeping God, but is also the abundant
Creator of heavens and earth. Eight years passed between the spiritual mapping
vision and land inheritance. For the first six years,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a street
map, daily praying for the land and declaring transformation to come to the land
and to the nation. It was only in recent two years we experienced the real miracle of
land possession, at the same time saw the territorial transformation. I am convinced
transformation will touch the cities, and more importantly touch the whole nation.
Secondly, I wish to thank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GA611 BOL and
because of you I want to thank God, for I am really very proud of you! Apart from
the 100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hose to go through with us during the GA Church
early transition process, there were also those who subsequently joined the Bread
of Life family. What they all shared commonly was their great faith, as well as their
willing hearts to obey God, obey the vision and follow the leadership, just like a
good army will do! My husband and I want to testify that, “You are the chosen
mighty warriors to receive vision, and inherit the anointing.”
Thirdly, I want to thank Rev. Joshua Cheung and his wife, his co-work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our mother church HK611, their undivided love really
touched our hearts, being good examples for us to learn. Though you had needs
yet you gave generously to our fund for the land. It was just like Rev Joshua Cheung
who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Giving and planting” that “611’s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a group of lovely and obedient disciples.” May the promise of God in Prov 31:25
“ generous man will prosper; he who refreshes others will himself be refreshed,” be
abundantly showered upon you all.
Fourthly,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grace and the generosity of Rev Ernest
Chen, Rev David Wu, Rev Hanson Fan, Rev Daniel Ho and Rev Jack Chow and the
co-workers of Agape Renewal Center and many other speaker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both locally & oversea. Besides your generous offerings towards our land,
you encouraged and cheered us on. It was such wonderful love in the Body of Christ
that made our fund raising easier. May every blessing God has bestowed upon us
likewise come upon you too.
In these four years, we have experienced God’s abundant grace which beggars description. I would like to tak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my recent experiences from my heart:
In July 08, we came to the final land payment deadline, I was filled with
mixed feelings, of both excitement as much as anxiousness. On the one hand I accepted invitation of my spiritual parents Rev Joshua Cheung and wife to join them
on a cruise to celebrate their 25th wedding anniversary; on the other hand I felt a
tension because it clashed head on with this payment deadline. I was feeling tense
and stressed, at a loss as to what to do; because everything was beyond my control
yet I had to guard my mouth not to declare any negative or faithles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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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ng God Brought A Miracle
One day as I was seeking God,
suddenly I realized I was humming a song
“Deeper In Love” that was my favorite
many years ago. It was like God took me
into a time tunnel, calling that past deep
yearning I had ten years ago back into my
heart, and it was that yearning that have
led me till today. At that time I deeply
desired the touch of the Holy Spirit and
God’s presence. Though I was still serving
in a traditional church, I personally spent
many hours waiting upon God and praying in the Spirit. Ofte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would wake up to read my Bible,
praying and learning to obey the promptings of the Holy Spirit to pray for specific
people. I knew several miracles happened
in response to those prayers. A brain tumor disappeared, leukemia was healed,
heart problem was suddenly healed, and
there was one pregnant sister who came
to me for prayer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y,
later confirmed her pregnancy was a false
alarm.

Willing To Surrender For Revival
In the past, one thing that impressed upon me most deeply was in May
2000 ( two months after receiving the spiritual mapping), I was joining “Breakthrough
2000 as organized by NECF(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 with speakers who came from Argentina including
Rev Carlos & Rev Freidzon Sergio. One of
the Speakers challenged the audience
with this altar call, “Whoever is willing to
receive the revival fire please come forwards!” I went out and he called again,
“Whoever willing to surrender himself,
regardless whatsoever happen even to
the extent of losing his life, please come
up on the stage!” Tears streamed down my
face, my heart beat racing, as it pulled by
a force, my feet moved towards the stage.
The stage was packed with many Pastors

and missionaries who were in tears… I
knew that response had moved me into
the destiny of my ministry. In those days,
two passages of Scripture were Rhema
words to me. Here I am willing to share
with you my greatest longing in my heart
and I hope it will be an encouragement to
you.

Lord, We Want You To Go With Us
The first scripture was recorded
in Ex 33, because God has promised the
patriarchal fathers to bring their descendants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o inherit
the blessings God has promised to Abraham, but as if God could no longer suffer
the ignorance and stubbornness of Israel,
so He told Moses saying, “I will send an
angel before you …… to the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But I will not go with
you, because you are a stiff-necked people and I might destroy you on the way”
(Ex 33:2-3). Then Moses said to Him, “If
Your Presence does not go with us, do not
send us up from here” (v15). That day my
heart was deeply moved by this scripture,
GA611 now has got a very valuable land
and in the spiritual realm it has a strategic place with a very far-reaching goal : to
build “the City of Praise & Joy” in the future
(Jer 33:9). Yes, God may send His messengers to help to accomplish it, but if God
will not enter into the land, and not to go
with us into our future “City of Praise and
Joy”, do we still want to go? That day I told
the Lord saying, “ If Your Presence does not
go with us, neither will I! Because without
Your Presence, all external appearance of
success is devoid of its significance.”

God Values A Heart That Thirsts After Him
The second scripture was recorded in II Sa 5:6-9. After
David had become King, the Ark, a symbol of God’s presence
had been “in exile” for a period of time. David was desired to
bring the Ark back. Because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as
not in line with God’s will, the efforts of both King David and
his zealous army of 30,000 were frustrated. In the end, the Ark
remained in Obed-Edom’s house for three months, bringing
great blessing to Obed-Edom.When David heard it, he prepared everything in accordance to God’s ways, arranging the
Levites to carry the Ark back to the city of David. David prepared a place for the Ark, he constructed a temporary tent
to house the Ark. This incident had for many years stirred my
heart;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Tabernacle of Moses would have been more worthy of remembrance as it wa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God’s design measurements. From
perspective of splendor, the temple of Solomon was the certain choice. Yet the Bible talks about the restoration of David’s
fallen tent upon Jesus return. (Acts 15:16).
Why does God value the temporary tent of David?
Because what God value is not the exterior, but the ‘heart’ that
hungers after Him and goes after Him in action.
I have committed to learn:
1) Value the things which David valued, willing to learn his
zeal, zealously invite God’s presence, allowing God to manifest
Himself in this land so that His will be done in this land as it is
in heaven.
2) King David worshipped unashamedly before the Ark, sincerely sought after God, not wanting to give up despite the
initial failure. He was willing to adjust, to alter, to try again after
seeking God, and to use God’s way, to complete God’s work
with the right people.
3) David wanted to worship God face to face in the tabernacle without a veil, he divided the Levites into 24 shifts doing
praise and worship day and night before God. David therefore
said, “ Look to the LORD and His strength; seek His face always”
(Ps 105:4).

4) Long for the blue flame above the Ark burning in the church
so that God’s weighty presence, with its power and holiness,
will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our midst.

Conclusion
GA has come to her 4th year, having moved from traditional to the renewal church model, from 100 to 500 people,
from the abstract spiritual mapping to the actual possession
of a land, not forgetting the con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ction 13 from its status of industrial to commercial district.
Within a short span of a year and a half, the land’s value has
increased by some 350%! Will we be satisfied with this small
achievement? May God help us, that we will instead pursue
His presenc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may we also desire His
presence in our land, our church and in this city. The reason
is simple, if a nation were to experience a real revival, it must
first undergo an overall dramatic change in its spiritual climate, impacting the political, educational, market place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herefore I want to appeal to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all intercessors, to stand with me in line with the words
from Isa 62:6-7 “I have posted watchmen on your walls, O Jerusalem; they will never be silent day or night. You who call on
the LORD, give yourselves no rest, and give him no rest till he
establishes Jerusalem and makes her the praise of the earth.”
Amen! ■

Raising Up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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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y Leaders

By Ps Amos Heng
(Head of the Prophetic Ministry Team)

A

s the recent seminar 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rket Place,” drew to a close, as a matter of fact, I was
just recovering from an illness. At that time, Rev Hanson
Fan and my wife, Rev Esther Kong were using Rev Dick
Bernal’s method of imparting the market place anointing
to those who wanted to receive a vision by way of agreement prayer. As the participants to the seminar were
leaving, I quickly went up to the stage with my wife hoping to request Rev Hanson to pray for us; suddenly the
Holy Spirit was stirring inside me and I heard in my spirit
the rousing words saying, “In the next 5 years, we will
raise up 1,000 mighty leaders who will serve the Lord.”
At that time Rev Hanson Fan was holding our hands in
agreement prayer, suddenly I experienced an unusual
experience. Those close to me knew me as a stern and
rather brusque person, but within those of few minutes
my heart was so stirred that tears streamed uncontrollably down from my eyes.

Entering Into A New Season
I believe this prayer of agreement has wrought
a breakthrough in the spiritual realm. I perceived GA611
to have, as it were, entered into a new season! In the
near future, either through the Training Institute or the
various equipping stations or seminar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ill be raised up and equipped, and pastoral
anointing will also be greatly increased. This confirmed
what Rev David Wu’s prophecy given to GA611 in the
month of May.
“God has revealed this morning to me something about GA611 Church: It was a train and the Lord
was feeding coal into the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a
spade. It will take a while before the coal gets hot, then

it will burn and bring the water to boil. I feel God was
saying to me that in these past few years, God had started this train and caused it to leave the station. When it
started to move, it picked up speed. Then I saw it begin
to change, to change into a bullet train, and it moved
forward very rapidly. The passengers who went into this
train became dignified and elegant. I saw God begin to
move all the passengers in the train, there were market
place apostles and prophets coming up to the train, also
prophets from the churches. There were training camps
in the train, al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would happen in
the train.”
“At the back of this train, in the last few carriages,
I saw various kinds of animals inside. Then God said: ‘I
want to cause these people to go through a transforming process, when they entered into my kingdom initially, they were like various animals, then they would begin
to move from one to another carriage.’ ”. As they began
to move forward, I saw changes in their bodies, God began to put on them glory and elegant clothing, then God
said: “I want to raise up my princes and princesses”, God
wanted to raise u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piritual warriors. The Holy Spirit also revealed to me a very interesting picture relating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arriors,
I saw robot cops began to move within the train, they
were accurate and sharp shooters, they were all bulletproof; then God said : “I want to raise up a group of such
mighty warriors within your church. They will be familiar
with My Spirit, I will teach and train them how to battle
with Satan.” ■

The Anointing of

13

Section 13, 13 Different Times, 13 Miracles

2006

Miracle

By Rev Esther Kong

1

15 Nov 2006
Within a month after our declaration
of intent to buy the land, the church
was able to raise internally the amount
of RM1.16 million (10% of total land
price). We took this as the first confirmation from God.

Senior Pastor Of GA611 Bread Of Life
Translated By Sis. Euguine Ooi

Miracle

3

5 Feb 2007
We had sufficient cash to pay for the
balance 9% of the deposit. This therefore started the count down for the
fundraising plan for the remaining
90% of the purchase price.

E

ver since I made the “buy the land”
declaration on 16th Oct. 2006 (ie.
Our 1016 2nd Church Anniversary) for
a piece of land in PJ Section13, God
began to send the gathering angels
to bring in the wealth, angels to move
away the hills and the mountains, and
the warring angels who ministered
around us day and night, busily helping
us to cross over every hurdles, big and
small. All these have become miracles
for which we must offer our thanksgiving. Over the past one year and nine
months, the church was able to move
forward because of God’s guidance by
His “pillars of fire and clouds” and in line
with God’s promises being fulfilled according to the words delivered by His
prophets.

2007

Miracle

2

26 Dec 2006
In the process of land purchase, Ps
Amos constantly urged me to first pay
the 1% earnest money for the land to
the landlord. Only much later we realized, while waiting for the paper work
related to the transaction, many groups
had offered much higher prices for this
land. Due to the fact we have given our
1% earnest money, we were given priority consideration. Praise the Lord! The
landlord later allowed us to settle the
amount with 2 separate installments
within a year.

HK 611 concurrently was also fundraising for their new church building project but they allowed us to share in their
midst our vision for the land purchase.
Not only did they not feel hesitant,
wife of Rev Joshua encouraged us saying, “Our heavenly Father is abundant.”
This comforted me. This round of our
vision sharing for fund raising and the
subsequent 13-rounds prophet prayer
walk on the land led by Rev Monica
Guo were indeed preparations for the
miracles which were to take place.

59
vision

Miracle

4

12 Apr 2007
Receiving an offering of HK$900,000
from our mother church HK611.

Miracle

5

14 Apr 2007
On the third day after receiving the
offering, featured as front page news
“Plan for golden Triangle for a special
district” , a clear step towards land
transformation, appeared in the local
newspaper: Effectively, Section 13 as an
industrial zone was being changed into
‘a commercial zone’. This change carries
with it a wider utility of the land and a
corresponding land price increase

Miracle

6

23 Dec 2007
Payment dateline for the land was due
in less than a month, how can we settle
the substantial outstanding? In fact
everybody was nervous, apart from
prayer, what remained was still prayer.
Accordingly our morning devotion
came to Deuteronomy 7, where Moses
said, “when the Lord your God brings
you into the land you are entering to
possess….” So on 23rd Dec. 2007, we
read about how Moses by faith believed they would enter into the promise land in Canaan, we were so moved
so we performed a prophetic act by
reenacting as if Joshua was crossing
over the River Jordan into the promised
land on that same day. 9.30am we have
lined up neatly to once again stepped
into our land to do the act. After sounding the ram horns on the seven times,
did you know 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bright sunlight, there was amazing scene happened in the sky, all of us
could see double rainbows surrounding the bright sun (refer to the picture
below). How could this happen? ! It was
very amazing, too wonderful! God is
the loving and covenant keeping God!
Amen!

2008
Miracle

7

23 Jan 2008
Our morning devotion has come to the
message of the first miracle of “5 loaves
and 2 fish.” God through the various
sacrificial offerings of our church widow, teenagers, children and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amount of money
of Rm 5,219,700 that we owed was reduced to Rm3,818,500).

Miracle

8

5 Feb 2008
A year contract was due and we still
have insufficient fund to pay, how to
go about it? May 2 was the due date to
transact with the owner, if the amount
remained unclear, two expected conditions would take place. Firstly, 10%
deposit would be forfeited or secondly,
extending our due date with interest.
In fact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hree
our rich organizations had come out
doubling our price to purchase the
land. Yet this Muslim owner despite
of many disagreements with majority
of his directors refused their suggestions and insisted to give us extra six
months with 2% interest to the remaining debt. Our lawyer said such case was
an unusual incidence, apart from God it
would never happen.

Miracle

9

24 Jun 2008
Five months later, the local council
held an exhibition to display the plan
to transform the thirteenth district in
Petaling Jaya, our land price suddenly
inflated again. At that time, some one
wrote in recommending another land
in this district, its price was thrice higher than our original land. (From RM 90/
sq ft to RM 250/sq ft).
Another amazing thing was a week
later, bro Teh Kean Ming received another short message: someone wanted
to sell him another piece of 3.5 acres of
land in the thirteenth district amounting to a selling price of RM 400/sq ft!
Hence we are very clear to know why
God wanted us to buy this land prior to
all this. If we were to buy it, we have to
work double hard to buy it!

Miracle

10

23 Jul 2008
Half a year has gone, the amount
we owed has not experienced much
changes. our emotional tension rose
again. The whole congregation in GA
united our hearts to do prayer chain
crying to God unceasingly. In such
tense moment, Rev Joshua Cheung &
wife from our mother church invited
my husband and I to cruise in Hong
Kong so as to celebrate their silver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When we received such an invitation, our hearts
were wondering, “ Is this really true,
such a tense moment how to have the
mood to go?” But after much consideration, we still decided to obey our spiritual parents’ invitation to Hong Ko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arrive a day
earlier to preach for three sessions. Just
before we about to board the cruise,
we received a report from our church
that within this one week, our offerings
from GA congregation has amounted
to more than RM 600,000. After returning from our Hong Kong cruise back in
my country, we received approximately
RM 100,000. This was indeed a God’s
miracle! We were cruising only ate,
played, slept and not doing anything,
yet this final fund raising was able to
decline from the amount we still lacked
from RM 3,610,000 to RM1,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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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cle

11

6 Aug 2008
Half a year extended period to pay off
our debt was nearly coming to an end
yet we still have RM 1,880,000 to pay?
What has God prepared for us? God
indeed has His preparation, our committee had found seven brothers and
sister who were willing to offer their
interest from their fix deposits to use as
interest free loans for the church to pay
off our debts so that GA611 would be
accordingly received our anointing of
our inheritance of the land to become
the land owner of Lot 35, 37-42 of 13th
District in Petaling Jaya.

Miracle

12

6 Aug 2008
On the next day our landlord agreed
to our demand to forfeit our 2% interest rate of our last final payment of
RM3,810,000 !

Miracle

13

20 Aug 2008
The land transferred of name we had
to pay the stamp duty, God once again
gave us the grace so that our money
needed for the stamp duty was according to Rm90/sq and not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market inflated price.

Conclusion
For the past one year and the half, God
has touched us to purchase this piece
of land; next in the thirteenth different
timings and thirteen miracles occurred.
I want to testify concerning purchasing of this land is indeed not within
our ability and power, but only through
God’s power to accomplish it! In this
journey of faith, we truly can learn to
lean on God, to closely follow after
Him. Hence, we want to loudly proclaim, “God is a true and living God! He
is faithful and covenant keeping God!”

Petaling Jaya
Transformation

13th District’s Blue Print of Planning for Its

DEVELOPMENT VISION OF SECTION 13
Enhancing the physical surrounding and creation of Section 13 as a commercial hub that provides high leve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ECTION 13
The very basis of the strategy is consideration for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desire to create a conducive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to support and complement “LIVE, WORK, LEAN & PLAY” general land use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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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IES
Activity

Recre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Offices, Food court / restaurant, Hotel, Residential/ Service apartment, Child care centre.

Economy
Mixed Developmen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Local economy local business/ industry based on market.

Physical
A. Transportation And Accessibility
Traffic control system, Public transport, Pedestrian Walkway, Parking spaces.
B. Infrastructure
Water, Electric, ICT services, Upgrading and management of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Safety and comfort, open spaces, functional landscape park.

WAY FORWARD
1. Section 13 ‘Business Park’ will
emerge as the prime office park
that is able to offer the residents of
Petaling Jaya with conducive and
attractive environment.
2.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centre with supporting use of residential and recreation facilities.
3.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traffic
and transport system with a welllinked pedestrian network and
public transport.
4. Equipped with modern and high
quality infrastructures.

(Extract from the Future Development Brief Blue Pri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13th district in Petaling Jaya in July 2008, MB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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