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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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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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的恩膏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前言  
今天是2013年的第一个崇拜，正好我们的晨祷也进到《但以理书》第5、6和7章。神告诉我

们，今年是很精彩的一年，因为我们现今的环境和但以理当时的环境一样。所以今年我们第一堂

就讲到职场里的恩膏。我们要在第一个崇拜里面，带回我们在以色列所带回来的神的同在——约

柜。最后，我们会借着一个先知性行动来完成我们的敬拜，让全体弟兄姐妹一同感受到我们把约

柜抬进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以及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职场中的低谷 

神要我们了解，究竟神在职场做什么事，所以我们要明白但以理职场中的恩膏。职场的恩

膏是慢慢累积的，就是与神同行。我们对主的信心越大，跟随主的步伐越亲近，恩膏就倍增。我

们在职场也会像但以理一样，会进入职场的低谷。但以理的职场是他服侍巴比伦王的环境。他在

年少约莫16岁的时候，被尼布甲尼撒掳掠到巴比伦，前后经历不同的王朝：尼布甲尼撒王统治

42年，王的子孙拿波尼度篡位，他的儿子伯沙撒王一同掌权，后来接续在位１４年，总共23

年。到了这个时间点，但以理已届80高龄。在这过程里面，但以理在职场进入一个低谷。（但5

∶1）  
伯沙撒王不认识但以理，或者他认识但以理，但不知道赏识他。但以理在这十四年间并没

有被重用，他被遗忘了。虽然在职场低谷，但是一直跟随神的人并不会放弃神。他在伯沙撒做王

期间，发异梦、看异象。神赐给他未来末世的异象（但7∶1）。我们在职场不得意、被遗忘、没

有提升时会做什么呢？你还会跟从神呢？14年被王遗忘，但以理每天仍然等候神，祷告没有停

止。所以但以理在80岁的高龄被提升起来服侍。我们在跟从神的路上，纵然环境改变，我们对主

的信心和我们的祷告生活，将会让我们再创另一个高峰。  
二、职场中的挑战  

１．敌对神的环境（但5∶1-4） 

当我们走出低谷，再一次得到提升的时候，我们又会面对职场中的挑战。职场是敌对神

的，除非那里有基督徒掌权。  
从前尼布甲尼撒王在掳掠以色列人之同时，还毁坏圣殿、带回圣殿的器具，放在庙里。这

时，他的后裔羞辱神，从庙里拿出这些金银錊造，被分别为圣的器具对着偶像饮酒。在职场，人

会不适当地使用被分别为圣的器皿、方法，甚至是神的原则。为了争取商机或生意，人会采取欺

骗或贿赂的方式，或在同流合污的环境中工作，甚至要跟别人喝的大醉，去赌钱，都只是为了讨

好人。在应酬里面，可能家庭也要当掉的。职场环境是跟神敌对的，一旦同流合污，我们就往下

跌。这是一个挑战。你不跟他们一起走暗路，你可能拿不到生意。  
最近有个弟兄姐妹买了他的第一间房子。因为读了《但以理书》，他就来问我：政府规定价

格40万以下的房子，印花税可以减50％，但是他买的第一间房子是45万。 所以对方告诉他， 给 

◎江月霞牧师 

经文：但５、６、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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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底钱就可扣六千块的印花税。他问我，可以赚这个钱吗？我说：“你骗政府六千块，你可能会

再亏以后的六万或者60万。所以你按规矩行事，不要骗政府，神或许还你六万或者６０万。你去

做选择！”最后他选择不骗政府。我就等他以后见证，看神怎样还他六万还是60万。这是职场中

的环境，这是世界的路。  
２．公司政治、勾心斗角（但6∶1-5）    

当但以理服侍第二个王的时候，他要面对不同情况的职场挑战。“参”的意思是against、

upon或over，就是要压下他，然后对抗他。在职场你会面对另一个挑战，就是计谋的陷害。皇宫

跟你所在的公司是一样的，当中会有政治的手腕以及勾心斗角的事。所以会有人妒忌你的提升，

他们想法设方，找把柄攻击你。敌对者要找但以理的痛脚，却找不到。他们于是从王的律法中找

他的缝隙。在职场面对这样的光景，你会怎样面对呢？我们看但以理的生命表达、智慧和信心。  
三、职场中的战争  

１．要命的禁令（但6∶7-8，１０） 

当你要在职场里面站好位子，持守信仰，抓稳神的时候，战争一定爆发。除非你同流合污，

跟他们一起走，否则你就碰到所有的问题。但以理面对的困难，就是要命的禁令。30天不向神下

拜，不用来教会、祷告、敬拜、不用过基督徒的生活，没问题！３０天而已！但是但以理不行！

他自从被掳到巴比伦，每天三次敬拜神。所以这个要命的禁令一下，战争就开始了  
但以理在楼上祷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因为这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的交代：「你们要

向耶路撒冷来求恩。我必在天上垂听你的祷告。」所以，因着他持守信仰，他的战争开始了。禁

令是王盖印不能更改的，其实王很赞赏但以理，可是有些时候权柄者会屈于群众的勢力，做不了

王的。但以理既然违反王令，他们就把他丢到狮子坑。在职场的这种时刻，你还能够做见证吗？  
２．持守信仰（但６∶１６） 

但以理从来就没有因着势力而放弃的神，今天他能救你吗？但以理能够在见证当中彰显神的

荣耀吗？在伯沙撒王的时候，但以理另立一个荣耀的见证。伯沙撒王应允但以理：“但以理，你

若可以解我现在的困境，我就给你精金、紫袍、居高位。”职场和信仰没有分开过。连王都常常

看到他事奉神。（但5∶16-17）对处在低谷中的但以理来说，这一次在王面前的提升是海捞一票

的大好机会，但是但以理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所要抓的是什么。所以他跟王说：“你要给我的

一切，我都不要，但是我仍会执行我的任务。”但以理的呼召就是在王的面前服侍王，他知道他

职场的服事在哪里。就在那个地方，他保持他的圣洁。所以但以理能在14年间与神同行，他知道

他的生命要去到哪里。很多人在低谷、很艰难里面，能抓一把就抓了，但结果就焦头烂额。在职

场里面跟从神，很多时候你看不到前面的光景。但是，让我们继续相信，神一直掌权。  
四、职场中的见证  

2013年我们读到但以理的职场恩膏，而就在2013年1月2日，我们就接到拿督郑弟兄的简讯

告诉我们，他怎样突破另外一个高峰：  
当我成为马来西亚一间大公司总裁的时候，55岁的我应该是退休的。然而神在我职业生涯最

高峰，却也是我在职场低谷的时候，把我放在这个位子。我只是一个工程师，在有6种不同生意

的挂牌公司主政，我要面对很多全新的挑战，很多东西我要学习，也有很多陷阱。但是我向神祷

告，给我有能力和恩典去克服这些挑战。我祷告不是要把这山移开， 而是祷告给我能力爬过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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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跟进和筹备政府一个造价有70亿马币之大的工程。当时我只是在子公

司当总裁。如果拿到这个工程，公司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当我成为新总裁的时候，股东们

有很大的期待。我若要巩固位子，让人看到我能胜任，就要取得这重大的工程。  
2011年１月１日开始，我继续跟进这个工程。在过去两年里，阻拦不断、会议不停。会议

进行和后续发展都很不顺利，很多沮丧、很多失望、很多的祷告。去年尾最后一个星期，我太

太领受一个感动，要奉献所得的股票花红给教会。那时我想，神可能会祝福公司。20１3年1月2

日，正是我成为总裁的两周年之际，我们拿到这工程，签了合同，给公司带来70亿的生意。过

去30年里，最大的一单总共加起来是50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我回想，为什么过了两年，工

程才落到我的手上呢？如果是早两年拿到，那么就是我的前老板的功劳。但是神把我放在这个

位子，两年是有意义的。  
面对这工程需要解决很多挑战。工程原本是70亿，但却只给我们60亿，另外的10亿需要符

合许多条件和要求才能拿到。但我不想符合这些要求和条件，所以拒绝了。10亿是个大数字，

但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神巩固我放在高位，让我去成就一个公司从来没有成就过的工程，

不是偶然的。我向神祷告，我要在这个位子上，让神的名得荣耀。  
神会应允和成就我们的祷告，但却是按着神的方法。如果要得到这个应允，唯一的方法就

是跟随神。  
五、职场中的神迹  

我们看到职场里面的挣扎和挑战的同时，也看到职场里面的神迹。我们常常跟拿督郑弟兄

一起祷告，鼓励他要抓住神，而且他又有代祷的太太，常常告诉他不可以做神不喜悦的事。  
１．主前直言得奖赏（但5∶29）    

但以理面对的挑战也是一样，但是但以理就在困境中经历神。第一个神迹，他不要财富，

只要忠心完成他的责任；事情成就了，他解答王心中的疑问，却得着一切。  
 原来心态正确，所有应该给你的都是要给你的――紫袍代表身份，金链戴在颈项，还有位

列高位。但以理做事不是看财富或职位，乃是看他在神面前要做什么。在最后王死的当晚，这

些东西全都给了但以理。时间一点都不偏差，当天被提升，当天所说的话就成就。14年里面，

被冷藏、被遗忘的都恢复了。  
２．与兽可以同居（但6∶１７-22） 

第二个神迹，当他要向神跪拜，不要遵从禁令的时候，应该要吃但以理的狮子却跟但以理

同居。不止如此，因着但以理，当时王甚至高歌赞美耶和华。  
职场的恩膏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建造的。我们的忠诚，我们在低谷里面没有做得罪主的

事。大卫王、但以理，还有很多伟人都是这样。我们的生命被考验的时候是在我们最低谷的时

候，也是神要看我们过不过关的时刻。凡寻求神的人，神都会在最后一分钟拉你一把，给你一

个恩典。拿督郑弟兄说，就要退休的最后一分钟，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提升他，然后延长他的退

休年龄。神是个好神。神迹一样可以发生在你的生命里。职场里面有不同的位子，但神迹一样

大，因为我们不在乎在哪一个位子。 我们的影响力可以去到非常深远的地方。 求主恩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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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立志跟从神，知道敬畏神是职场里面的第一位。不是在最低谷或者最软弱的时候，

我们找别人或大财主来帮助。  
今天我们真的要在职场里面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吗？假使那个工程不给你，因为你没有贿

赂、讨好人、用伪造的方式、或者把人踢下去，居位拿功，你会懊恼吗？假使你要失掉的财富

必须要靠这些来成就，那你会选择神还是名、利、地位？但以理选择神的时候，财富、位子、

影响力、神迹给了他，连王和全国都看到。求神赦免我们的软弱。在职场里面有得罪过主的，

我们只要肯来到主的面前跟祂道歉，继续活出悔改的生命，很多东西神一定和你一笔勾销的。

因为神等着要祝福你。假使神已经祝福你的，你常常感恩，把荣耀归给祂，祂又会把另一个高

峰放在你手中。让圣灵带领你来悔改，求神对我们说话。  
14年可能我们被遗忘了，我们继续跟随神，不要犯罪，让我们一生不害怕低谷，因为我们

对准神。就算我们在职场没有大富大贵，但是我们却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你在职场也可以跟

很多狮子的势力同居，因为神会跟你在一起。神会差派天使来帮你，封住狮子的口，但是你须

要跟祂同工。假使你没有培育自己的生命与信心，没有在艰难里面仍然跟从神，我们就不能有

能力和有勇敢站在这个世界。但以理可以在这个世界的艰难中来见证神的能力，他很勇敢地对

王发言。神给他智慧来解梦，神给他先知启示的能力。他知道他所得着的都是因着神。  
结语  

但以理的神迹发生在王的面前，王如何欣赏他？当但以理80岁的时候，一夜之间他被提升

了，他服侍另外一个玛代帝国的大利乌王时，随即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子。很多时候，你不能

相信低谷之后还可以另一个高山。这是但以理14年跟从神的结果；14年在低谷没有埋怨神、得

罪神。很多人在低谷就骂老婆、孩子、老板、骂世界、骂政府。这样一来，神不能用我们的。

在低谷，我们紧紧跟随神，因为那是考验期。但以理在14年的低谷，他常常在加巴鲁河边等候

神，常常默想神的话，常常祷告，所以他知道耶利米说的，70年国家要回归。他知道神的时

机，他知道这一切世上的名利和财富都是粪土。所以我们很需要有但以理的智慧和灵命。2013

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无论是政治或职场。撒督牧师说：“谁能过这个关呢？”他说：“全心

全意跟从神，要比以前更爱主，更谦卑的人。”这样的人在艰难里面，神会带他进过的。阿

们！■【本主日信息讲于2 0 1 3 年 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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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农历新年初一联合崇拜，10/2（周日），8:30-10:30am。两堂崇拜和儿童教会联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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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技术上的问题，教会红包封取消售卖，谢谢！ 

7 教牧同工动向 

A）7/1-6/2，同工张世勇弟兄前往香港611灵粮堂受训。 

B）26/1-3/2，陈永祥牧师和苏小玲传道前往GK611灵粮堂短期服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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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长动力会，24/1（周四），8:00pm，Dataran Hamodal。诚邀所有组长和准组长出席。 

2. 教会回应神的呼召建立祷告帐幕，且迈向24/7目标前进，以渐进方式达成24/7目标。欢迎弟

 兄姐妹踊跃前来参与24小时祷告日，25-26/1，9am-9am，祷告帐幕/祷告室2，带下转化

 和复兴。每个时段将有祷告领袖带领，弟兄姐妹可以随时前来一同祷告。祷告方向由每个时

 段的祷告领袖设定。鼓励各小组组长带领组员们一同来认领一个时段。详情可咨询郑晓颖传

 道（016-2333162） 

24小时祷告时段表 

 日期 时段 日期 时段 1月25日 9:00am-10:30am 1月26日 12:00am-2:00am 10:30am-12:30pm 2:00am-4:00am 12:30pm-2:30pm 4:00am-6:00am 2:30pm-4:00pm 6:00am-7:30am 4:00pm-6:00pm 7:30am-9:00am 8:00pm-10:00pm   10:00pm-12: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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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19/1/2013） 下周六（26/1/2013） 

讲员 张伟良实习传道/陈秋璇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邓榕钧传道/叶永恒 
黄国成/叶永恒 
萧丽盈 
伍清子 黄国成/陈秋璇 

江馨薇 
陈业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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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月群姐妹 （012-297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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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ayouth.net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儿童牧区 

时间   ：逢周日 8:30am-10:30am、11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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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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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小组长动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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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珥节     月朔小组大聚会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300祷告勇士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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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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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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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毕 《长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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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030335503033550303355030                 教育装备部                                         Email: gati@ga611b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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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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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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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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2121日日日日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22222222日日日日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前 1 

教育装备部 09:30-10:30 （杨翠碧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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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2323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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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22:30 （郑晓颖传道） 
24242424日日日日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前 3 

新人福音部 

14:15-14:45 （苏小玲传道）   
25252525日日日日    

（（（（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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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2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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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到底的人有福了等候到底的人有福了等候到底的人有福了等候到底的人有福了】】】】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但以理书》12∶13 

 

教会 

1. 耐心等候耐心等候耐心等候耐心等候：无论环境如何，凡事喜乐、感恩、祷告神。并相信耐心等候神应许的人有福

了。 

2. 自洁悔改自洁悔改自洁悔改自洁悔改：：：：为个人、小组和家庭祷告，保守圣洁的生命并愿意随时悔改，好让天使可以无

阻的将神的启示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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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所赐给教会接下来8年的启示感恩，求神保守他们在圣灵里的合一和

坚固的信心来带领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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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弟兄姐妹研经完“以弗所”后，能将真理栽种在土里、成为根基。 

2. 为教会5周年堂庆预备工作，求神给启示亮光。 

3. “但以理祷告会”招募基甸勇士，求神亲自对弟兄姐说话，勇於回应，成为代祷者。  
分堂：GP611灵粮堂 

1. 为“神荣耀降临”特会能顺利进行来感谢神。 

2. 提升教会弟兄姐妹的委身度与建立有能力的领袖团队。 

3. 即将来的7小时祷告会：求神的荣耀彰显和拜访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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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国列国列国列国：：：：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1. 为以色列人平安和保护祷告。 

2. 为2013年一月22日以色列即将到来的选举代祷，求神拦阻和制止任何煽动暴力和暴乱的企

图。 

3. 为将来胜选的政府祷告。 

4. 纪念神是将这块土地赠与祂的民。 

5. 领受从天而来智慧来治理以色列。 

6. 不向违反神旨意之事的和任何压力屈服。 

7. 为仍住在海外的犹太人回归祖国以色列祷告。 

8. 感谢神恢复以色列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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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地、建殿、祷告帐幕 ：Public Bank（3-13317-3334） 

3）教育装备部和GA学房 ：Maybank（5-12334-30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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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1111月月月月27272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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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炎明牧师 （通译：李子康） 陈炎明牧师 （通译：黄德隆医生） 邢志中牧师 （通译：林嘉敏） 邢志中牧师 （通译：陈永祥牧师）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陈永祥牧师 （通译：何丽嫦）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郑晓颖传道 （通译：赖瑞婷） 邓榕钧传道 （通译：郑锦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邱镇隆 （通译：何丽嫦） 

郑国聪实习传道 （通译：郑元杰） 

黄庆盛 （通译：赖瑞婷） 

黄国成 （通译：郑锦程）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邓榕钧传道 邓榕钧传道 洪佩娴 洪佩娴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杨翠碧实习传道 （通译：何丽嫦） 陈樱馨 （通译：郑元杰） 郑晓颖传道 （通译：赖瑞婷） 邓榕钧传道 （通译：郑锦程）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苏秀花 李明珠 郑佩吟 詹晓慧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陈玉喜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谢威胜 陈国良 陈国良 谢威胜 

郑雅拾 黄文宏 萧惠霞 

7-13/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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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周一至周日晨祷 150 什一奉献 34,035.00 成人崇拜（第二堂） 333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297 主日奉献 6,185.45 长者崇拜（六） 46     祷告帐幕 2,500.00 青年崇拜（六） 96 以色列      50.00 少年崇拜（六） 32 MG12 1 2 其他 380.00 儿童崇拜（第一堂） 43 公开小组 31 145 儿童崇拜（第二堂） 90  女人聚会（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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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87687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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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0.45 43,150.45 43,150.45 43,1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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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学房毕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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