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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3日 

教会异象教会异象教会异象教会异象：：：：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气息就进入骸骨气息就进入骸骨气息就进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骸骨便活了骸骨便活了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并且站起来并且站起来并且站起来，，，，    

成为极大的军队成为极大的军队成为极大的军队成为极大的军队。（。（。（。（结结结结37373737∶∶∶∶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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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学房新生营》 

 
 2013年1月3-4日，2天1夜的GA学房新生营，共有7位二年级生，以及5位一年级

生参与。  
 透过当中的活动，同学们对于将进入学房学习的日子充满期待和盼望。在《琴

与炉》的环节里，同学们不仅仅将各样的忧虑和烦恼卸给天父上帝，更在领受权

能服事团队的预言当中的着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GA学房的校长——江月霞牧师以及GA学房的教务主任——陈永祥牧师也在当中

为每一位同学抹油祝福。江牧师更预言在这一届的同学们，因着共有12位同学，

将会有极奇妙的事情在同学们之中发生。哈利路亚，神是好神！  
 愿GA学房的同学们领受极大的装备，在关系、家庭和职场上带下天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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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讨神喜悦的心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这三天《齐来敬拜》中，很多人有不同的经历。在最后一晚，很多教会的牧者也来到当

中，我们宣告马来西亚未来是一个赞美的国家。当赞美之声起来的时候，神的掌权就可以在众区

域被高举，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都会经历转化，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要被摇撼。  
最后一晚，我们做了一个行走约柜的机动先知性行动。大家行走步伐不一和力量不同，抬着

约柜的行进过程真是一个考验，确实不易。你可以想象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用这样的

方式来行走。当他们拔营起行时，两百多万人要看领袖怎么走，而且抬约柜的利未人要小心翼翼

地前进，一起行走、一起放下，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背后跟随。我们那晚只有三百左右的人

数，已经感觉艰难，原来要神的同在，要为主预备地方，真的很不容易。个人敬拜很简单，但是

教会合一来迎接神的同在，很艰难；要跟众教会一同迎接神的同在，更艰难！很感谢神，当Ps. 

Andy及所有的代祷者给我权柄，我们大家都顺服去做，我们的顺服把约柜邀请进入生命里面。  
当约柜被掳放在基列耶琳的时候，只有大卫去寻找它。神今天在寻找的是大卫的心，祂在寻

找像大卫心一样渴慕的人。这一颗心不一定是传道人，因为大卫是王，不是大祭司或先知，就好

像政府或职场里高位的人；甚至不是高位者，神在寻找的是一颗讨他喜悦的心。为什么大卫蒙

福？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是讨神喜悦的王。一颗讨神喜悦的心是神今天在马

来西亚寻找的，所以《撒上》13∶14说：：：：「「「「耶和华已经寻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耶和华已经寻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耶和华已经寻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耶和华已经寻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立他作百姓的立他作百姓的立他作百姓的

君君君君。」《徒》13∶22也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凡事要遵行我的旨凡事要遵行我的旨凡事要遵行我的旨

意意意意。」。」。」。」     
一、有软弱的心 

讨神喜悦的人是愿遵行神旨意的人。然而，讨神喜悦的人其实是很软弱的人。神不是寻找十

全十美、从来没犯罪的人，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所以圣经记载，大卫有软弱的心。  
大卫有三个妻子：亚比该、米甲和拔示巴。米甲是扫罗的女儿，大卫曾以非常的代价，即：

用一百个非利士人的阳皮聘娶米甲。可是扫罗要杀大卫，又将女儿许配给别人。当大卫做王之

后，他硬是要夺回米甲，米甲的丈夫在背后哭着跟随米甲，依依不舍。「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

的儿子伊施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一百非利士人的阳皮所聘定

的。』 伊施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著

他，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琳。押尼珥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撒下3∶14-

16）米甲和她的丈夫已经有了感情，却硬被拆开，心中之痛，她会跟大卫有好的关系吗？所以当

大卫迎回约柜，在神面前跳舞时，米甲就讽刺他。大卫很生气，结果米甲跟大卫就没有机会同房

也没有后裔，因为他们的关系破裂了。或许大卫要显示他已征服这个地方，也或许他要拿回应有

的东西。总之，我们看到大卫有软弱。一个软弱的人怎会是合神心意的人呢？  
《撒下》11∶1-5又记载，大卫有一天从王宫高处看到军长的太太拔示巴在沐浴，他就叫她

来与她同房，结果她怀孕了。大卫设法遮掩这事，最后还让这位军长死在战场，于是他就娶了拔  

◎江月霞牧师  经文：撒下13∶14，徒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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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巴为妻。这事没有人知道，直到先知来指责大卫。这是大卫的另一个软弱。  
此外，他也溺爱儿子押沙龙。当他另个儿子暗嫩强奸了押沙龙的妹妹时，他并没有管教暗

嫩。所以押沙龙非常愤怒，遂而杀了同父异母的暗嫩，以后还叛变，大卫也没有起来面对儿女的

软弱。这是家族的悲剧。大卫被称为神所喜悦的人，可是他真的有软弱。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

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二、愿意节制的心 

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第一是愿意有节制的心。在重要关头，当怒火遮掩你的眼晴的时候，

你愿意被勒住吗？大卫的心是愿意被节制的。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有很多次机会除掉

扫罗，可是大卫却没有这样做。  
扫罗不停地追杀大卫，有一次当大卫藏身在山洞时，扫罗也进到里面解便。大卫的军士告诉

大卫，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他手中，要大卫杀掉扫罗。可是大卫在那一刻只是割下扫罗的衣襟，事

后还很懊恼，他不该动了神的受膏者。《撒上》24∶6「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

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且他跟扫罗

说：“其实我可以杀你的，但是我不杀你，因为你是神所膏的，不是由我来审判。”一个讨神喜

悦的人，他的心是在重要关头愿意被节制的。  
三、愿意悔改的心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且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

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撒下12∶12-13）大

卫的罪被拆穿了，但是他没有除掉拿单。大卫承认他得罪了耶和华，所以神赦免他的罪。但是犯

罪要承受罪果的，因此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死了，将来家族里面还有很多的灾难临到。大卫在

悔改之后对于家庭发生的困难，他从来没有埋怨神。罪果会发生的，但是无论是祖先的或是我们

的罪，我们祷告悔改，求神怜悯，而且愿意天天常常有悔改的心。  
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困难，你觉得神没有听你祷告时就开始埋怨神。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神

让这事发生，甚至我们悔改很多次，我们寻求神的赦免很久，可是很多事情还是发生。记得，神

有主权，我们不要埋怨祂。大卫之所以讨神喜悦，就是他对主有一个绝对信任的心。  
四、愿意服下来的心 

「但我不从他手将全国夺回; 使他终身为君, 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

例。」（王上11∶34）大卫是遵行神的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君王要认识律法书，因为

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行正的事。要成为讨神喜悦的人，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而且选择做正的

事，行在神的旨意里。职场的弟兄姐妹，你要认识神的话，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在职场里面才不

会吃亏。在这个世界行走，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神不会因你一个祷告，他就一定要帮你。如果你

不行在他的心意当中，你祷告十年，他都不动工。神对大卫说：“你将来的后裔永远可以坐在这

个王位上。”我们要从大卫的心里去了解，他怎样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五、常想到神的一颗心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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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琳就寻

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

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

膏者！」（（（（诗诗诗诗132132132132∶∶∶∶1111----10101010））））当大卫表达他对神的渴慕时，大卫率领军队三万人去把约柜运回来。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

将神的约柜运来, 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均值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撒下6∶1-2）约

柜并不大，需要这么大的场面去到基列耶琳？你可以看到大卫多么渴望神的约柜回到以色列！

当大卫做王，舒服地住在大卫城的时候，他挂念着流落在外的约柜。他开始想到神的同在不在

首都这重要的地方，所以大卫带着千军万马去迎回约柜。虽然第一次失败了，但第二次的排场

更大，他献上很多牛羊，更多利未人去把约柜接回来。  
我们若渴慕神、体贴神，我们会愿意为他付一切的代价。今天是否一个亲近神的时刻、一

个祷告，你都觉得很艰难？不是传道人想到神而已。大卫做王、攘外襄平、阔展版图、得回神

应许给先祖亚伯拉罕的土地，大卫体贴神的心。不是职场、不是教会、不是特定的人，乃是愿

意的人。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讨神喜悦，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

人，因为他常常想到神；他每做一个决定就想到：这个决定，神会喜欢吗？  
当我们在大卫城内筑坛的时候，张牧师要大家来体会大卫的心。你今天的心的状况是怎样

的？你的心可能觉得，我付出的爱都没有成果，我不再付出。你的心变成冷漠，你的心对主完

全没有渴慕了。我们一定要学习大卫那颗心，要常常清早起来摸摸你的心。你要预备一颗怎样

的心来面对今天的一天？愿意跟从神、顺服神吗？愿意做对的选择、作正的事吗？愿意在今天

早晨就立定心志说：“主啊，我愿意做讨你喜悦的人”吗？你的心真的很重要，每天早晨第一

件事就摸着你的心来跟主祷告。这个世界的冲击太大，家里还有公司的问题太大了，我们有一

颗真的心和体会神的心，神就能动工。  
结语 

来到2012年的岁尾，无论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重新调整心态，愿意面对我们的生命。连王

都要明白神的律例典章，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神的话。假使2013年，你的心决定学

习大卫的心，2013年的挑战，你会看到神迹。你会看到很多东西改变以及战事里面的得胜多过

你的失败。你这一颗心是非常宝贝的！我们已经把约柜运进我们的心了，约柜已经在我们的生

命当中。每一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人，求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2013年不再

一样了！阿们！■【本主日信息讲于2012年12月16日，经编辑组摘录整理成文】（请浏览

h t t p : / / ga611b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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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611GA611GA611GA611一次欢迎一次欢迎一次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永远欢迎永远欢迎永远欢迎！！！！    

欢迎第一次参加GA611崇拜的新朋友或主内弟兄姐妹。愿神亲自祝福并将祂的爱、喜乐

和平安大大充满您们，赐您们有丰盛的人生。也欢迎弟兄姐妹加入其中一个小组与我

们在主里一同成长。 

报告 家事 

2. 第卅五届浸礼，27/1（周日），1:15pm--2:30pm，麦比拉/Dataran Hamodal。请各组长留

 意并鼓励新信主者报名。截止日期：20/1（周日）。 

1. 除旧迎新圣洁周，16/1（周三）、18/1（周五），8pm，祷告帐幕。鼓励组长携带全体小

 组员参加其中一晚聚会。 

3.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

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拉基书3∶10）什一奉献是生命蒙

福的关键。因此，鼓励还未参与及不稳定参与什一奉献的弟兄姐妹到服务台登记，好让天

窗打开，生命蒙受神丰盛的祝福。敬请所有弟兄姐妹于散会后到服务台领取什一奉献信

封，编号保持原有。另请以支票奉献的弟兄姐妹留意，支票日期的年份以2013年为准。 

4. 装备中心新课程： 

A）第八届《先知预言初阶》，19/1（周六）开课。课程目的：在圣经的基础上，让每一

 个人能够有效及正确聆听从神来的声音，一方面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作神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课程内容：神与人沟通的12种管道、聆听的生命、聆听神声音的

 10个原则、预言的运用与回应、辨别撒旦的声音、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B）《成为祷告的人》，20/1（周日）开课。课程内容：再变为人、祷读、赞美、敬拜与

 认罪、方言，默想与宣告、倾诉与祈求。  
C）《基督精兵》，20/1（周日）开课。课程内容：寻求神的旨意、操练信心的生活、胜

 过试探、认识圣灵、得胜属灵的争战。 

6 教牧同工动向 

 A）同工陈露蒖姐妹产假结束，于12/2012复职。 

 B）同工黄德隆医生念毕香港611学房，于1/2013复职。 

 C）四位实习同工（詹玉慧、王粉玲、钟佩仪和詹晓慧）于1/2013加入同工团队。 

 D）5-17/1/2013，同工邢益英姐妹休假。 

E）7/1-6/2/2013，同工张世勇弟兄前往香港611灵粮堂受训。 

5. 潘迪威弟兄（萧惠发弟兄之组员）于2012年12月26日在与世长辞，愿主的爱与安慰临到

 他的家人，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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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12/1/2013） 下周六（18/1/2013） 

讲员 邓榕钧传道/叶永恒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邓榕钧传道/郑锦程 
黄国成/陈秋璇 

江馨薇 

陈业陶 

黄国成/邢亦惠 
张朝杰 
傅钐佑 

各牧区聚会时间一览表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女人事工 

时间    ：10:30am-1:00pm（崇拜后备有午餐） 

地点    ：神所喜悦 

负责人：苏小玲传道 （012-3661642）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长者牧区 

时间   ：10:30am-1:00pm（崇拜后备有午餐） 

地点   ：麦比拉    

负责人：李新财弟兄 （016-2204071）  
少崇事工 

时间   ：5:00pm-7:00pm                                    地点：Dataran 

Hamodal神所喜悦 

负责人：李子康弟兄（017-3512600）  
GA青年牧区GA YouthGA YouthGA YouthGA Youth    

崇拜时间：6:00pm-8:00pm 地点：祷告帐幕 

小组时间：8:00pm-9:30pm 地点：Dataran Hamodal 

负责人    ：邓榕钧传道（016-2333161） 网站网站网站网站：：：：www.gayouth.netwww.gayouth.netwww.gayouth.netwww.gayouth.net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儿童牧区 

时间   ：逢周日 9:00am-11:00am、11:30am-1:30pm 

地点   ：Dataran Hamodal    

负责人：周晓君实习传道（012-2009543） *欢迎3至12岁的小朋友参与我们每逢周日的庆典。 *欢迎父母携带1-3岁的孩童参与《哈比橄榄》班学习敬拜，11:00-11:30am，祷告帐幕。 *敬拜赞美练习时间：逢周六 1:30-2:30pm 

1111....    青年牧区报告 

鼓励弟兄姐妹准时出席青年牧区的崇拜 

崇拜时间：6-8pm 

小组时间：8-9.30pm 

报告 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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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活动备忘录 

◎◎◎◎2013年1-3月教会活动◎◎◎◎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    13131313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GA学房毕业礼   除旧迎新圣洁周  除旧迎新圣洁周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4小时祷告  27272727    28282828    29292929    30303030    31313131    2222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第卅五届浸礼     月朔小组大聚会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300祷告勇士训练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以斯帖禁食祷告日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7272727    28282828    3333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月朔小组大聚会  普珥节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一一一一））））凡课程在推凡课程在推凡课程在推凡课程在推1111（（（（推喇奴推喇奴推喇奴推喇奴1111））））进行进行进行进行，，，，名额只限名额只限名额只限名额只限40404040位位位位；；；；迦迦迦迦（（（（迦巴鲁迦巴鲁迦巴鲁迦巴鲁））））进行进行进行进行，，，，名额只限名额只限名额只限名额只限25252525位位位位。。。。    （（（（二二二二））））基于方便安排课程基于方便安排课程基于方便安排课程基于方便安排课程，，，，敬请同学们尽早报名敬请同学们尽早报名敬请同学们尽早报名敬请同学们尽早报名，，，，若报名人数在开课前一星期少过若报名人数在开课前一星期少过若报名人数在开课前一星期少过若报名人数在开课前一星期少过5555位位位位，，，，该课程将会自动取消该课程将会自动取消该课程将会自动取消该课程将会自动取消。。。。    （（（（三三三三））））临场报名参加者临场报名参加者临场报名参加者临场报名参加者，，，，将不获提供讲义将不获提供讲义将不获提供讲义将不获提供讲义。。。。    （（（（四四四四））））报名表格自行投入报名表格自行投入报名表格自行投入报名表格自行投入《《《《表格箱表格箱表格箱表格箱》。》。》。》。    

课程 上课日期 费用 时间 地点 报名资格 

第八届 

《先知预言初阶》 

1月19，26日；2月2；23日；3月2，9日（逢周六）  RM10 2 - 4pm 推1 

完成《苗圃》、《长大成熟》及《基督精兵》 
《成为祷告的人》 

1月20，27日；2月3，17日；3月3日（周日）  RM10 9:15-10:30am 11am-12:15pm 推2 

完成《苗圃》、《长大成熟》及《基督精兵》 
《基督精兵》 

1月20，27日；2月3，17日；3月3日（周日）  RM10 9:15-10:30am 11am-12:15pm 推1 - 

GA装备中心 只限GA611弟兄姐妹，课程详情请参阅报名表格。              负责人: 杨翠碧实习传道 016016016016----教育装备部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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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部备忘录——1月份祷告会时间表 

咨询咨询咨询咨询：：：：郑晓颖传道 郑晓颖传道 郑晓颖传道 郑晓颖传道 03030303----79550611795506117955061179550611    

12/112/112/112/1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13131313日日日日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权能团队祷告会 

08:30-09:00（邓榕钧传道） 
11:00-11:30（邓榕钧传道） 
主日成人崇拜会前祷告 

08:45-09:00（郑晓颖传道）
11:15-11:30（郑晓颖传道） 

GASK服事团队 

08:15-08:30（赖纯玉姐妹） 

GASK崇拜会前祷告 

09:00-09:15 （赖纯玉姐妹） 

11:30-11:45 （周晓君实习传道） 

 
 

14141414日日日日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15151515日日日日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但 12 

教育装备部 09:30-10:30 （杨翠碧实习传道） 
西面亚拿（长者） 10:30-12:30 （李新财同工） 

 
敬拜赞美 

20:00-21:30 （洪佩娴同工） 
波阿斯 

20:00-21:30 （萧惠发弟兄） 
16161616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诗 51 

 
女人事工 13:30-14:30 （郑雅拾姐妹） One Thing  

20:30-22:30 （郑晓颖传道） 
17171717日日日日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诗 52 

新人福音部 

14:15-14:45 （苏小玲传道）   
18181818日日日日    

（（（（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诗 53 

GA学房 

09:15-09:45 （李子康弟兄） 

教会，土地，个人医治 

10:30-12:30（陈彩云姐妹） 
琴与炉 14:30-15:30（郑晓颖传道）  

19191919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以色列 15:00-16:00（高月群姐妹） 

 长者崇拜会前祷告 10:45-11:00（李新财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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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得着职场的恩膏与提升】】】】 
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炼给他戴在颈项上、 

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但以理书》 5:29 

教会 

1. 为神作见证为神作见证为神作见证为神作见证：：：：祷告求神用圣灵和能力膏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竭力保守圣洁 和持守信

仰，勇敢为神作见证。 

2. 提升的祝福提升的祝福提升的祝福提升的祝福：：：：为在职场的弟兄姐妹祝福，求神将但以理的恩典和恩赐赏给他    们，在职

场大大的提升来荣耀神。 

3.    教牧掌舵委员教牧掌舵委员教牧掌舵委员教牧掌舵委员：：：：为教牧掌舵委员祝福，愿神将启示和智慧的灵更多赏赐给他们，好让他们

更明白神在教会和国家的心意。 

4. 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为教会24-7祷告和300个预言中的祷告勇士祷告，求神的灵激动和预备弟兄

姐妹们来回应祂给我们教会的呼召。  
分堂：GK611灵粮堂 

1. 为下周以弗所书研经宣告，教会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扎根，建立荣耀教会。 

2. 领受曾祖母堂今年主题「尊贵年」，建立荣耀教会。 

3. 为青少年牧区确立牧养体系感谢主。  
分堂-GN611灵粮堂 

1. 2013年是灵魂大收割的一年。 

2. 成为刚强和被圣灵引导的团队。  
列国：马来西亚    

1. 为马来西亚求平安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土地上释放保护、转化和医治。 

2. 为东海岸水灾祷告，求主介入其中，为东海岸人民平安和保护祷告.。 

3. 为国家的金融与经济祷告，求神让我国的经济平稳上升，人民安居乐业。 

4. 祷告在大选期间，拦阻和制止任何煽动暴力和暴乱的企图。 

5. 求神的公义彰显，让合神心意的领袖们入阁的政府将真正为全民谋福利。 

6. 感谢神恢復以色列與马来西亚的关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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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奉献，抬头请写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日期则填上奉献当天的日期。若弟兄姐

妹需要奉献收条，请于每月的第二个主日向同工曾子莲姐妹领取。 

教会各银行户口账号与其用途： 

1）主日奉献、十分一、灵粮供应站及其他 ：Public Bank（3-13317-3103） 

备忘录 

2013年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1111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1111月月月月20202020日日日日））））    

8:30am8:30am8:30am8:30am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8:30am8:30am8:30am8:30am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讲员讲员讲员讲员 

江月霞牧师 （通译：黄德隆医生） 江月霞牧师 （通译：郑元杰） 陈炎明牧师 （通译：李子康） 陈炎明牧师 （通译：黄德隆医生）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邢志中牧师 （通译：李子康） 邢志中牧师 （通译：郑锦程） 陈永祥牧师 （通译：赖瑞婷）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谭维斌 （通译：李子康） 

李新财 （通译：郑锦程） 

邱镇隆 （通译：赖瑞婷） 

谢威胜 （通译：郑元杰）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曾子莲 曾子莲 邓榕钧传道 邓榕钧传道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郑晓颖传道 （通译：李子康） 邢志中牧师 （通译：郑锦程） 杨翠碧实习传道 （通译：赖瑞婷） 陈樱馨 （通译：郑元杰）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李佩婵 林慧治 苏秀花 李明珠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郑雅拾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陈国良 谢威胜 谢威胜 陈国良 

李明光 萧惠霞 谢瑞庄 

31/12/2012-6/1/2013 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                 崇崇崇崇            拜 拜 拜 拜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奉奉奉奉            献献献献 

 RMRMRMRM    成人崇拜（第一堂） 305 周一至周日晨祷 130 什一奉献   34,841.20 成人崇拜（第二堂） 217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226 主日奉献      6,720.60 长者崇拜（六） 52     祷告帐幕 26,500.00 青年崇拜（六） 77 以色列      1,100.00 少年崇拜（六） 31 MG12 1 3 感恩 1,136.00 儿童崇拜（第一堂） 64 公开小组 49 208 其他 3,488.00 儿童崇拜（第二堂） 61   月朔 4,236.20+ SGD 6 女人聚会（三） - 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    0000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807807807807    2013201320132013年主日累积接受主人数年主日累积接受主人数年主日累积接受主人数年主日累积接受主人数    0000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78,022.00 78,022.00 78,022.00 78,022.00 + SGD 6 + SGD 6 + SGD 6 + SG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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