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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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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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旧迎新圣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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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掌权，神动工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前言  
过去一周，掌舵委员同工进入四天三夜的退修会，等候寻求神。我们晨祷读到《但以理

书》8到10章，神有很多话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神叫我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之后，神即刻让

我们看见更清楚的异象。这悔改是在圣灵的感动下说出自己的软弱，用过的纸巾推成小丘。我们

八人的关系更亲近，异象更清楚，也找出了未来八年要走的路。在还未分享未来八年的方向和目

标之前，神也要同工、MG12、组长和组员坦诚悔改。经由这过程，我相信所有小组都会提升。  
一、寻求异象清楚 

但以理在10到11章中面对很大的争战，特别是第10章，他看见属灵界的上空真有恶魔在争

战。我们也看见，神是这时代的掌权者，不是人潮和人力。假使神掌权，神就动工，就不在乎人

怎么发出毒箭或交锋。每个朝代的执政都有神掌权，就如巴比伦的兴起原是要管教以色列。后

来，巴比伦的君王也明白神藉着他管教以色列。但接下来的执政者不认识神，也不明白这权柄的

用意而任意行事。结果，神把他拉下来。今天神掌权，神就会动工。当但以理在寻求神时，他看

见许多异象，看见后就俯伏沉睡，因为这异象太震撼了。「「「「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愿意明白其中愿意明白其中愿意明白其中

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但但但但8888∶∶∶∶15151515））））但以理继续寻求神，在《但》8∶15-

27，神让他明白，公山羊代表当时玛代和波斯的王朝，公绵羊则代表希腊。  
在退修会的第一天，我们开始问神，教会的异象是什么；有异象才能走得稳健。原本以为在

2000年领受的属领绘图是我们的异象，但在先知和教师的整理之下，原来属领绘图的法老头不

是教会的异象，大军才是！属灵绘图不过是异象的入门，教会的异象是要训练大军起来，所以我

们才叫GGGGreat AAAArmy（大军）。当但以理领清楚他的异象后，昏迷不醒，因为这异象太深奥惊奇

了。「「「「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病了数日病了数日病了数日…………。。。。」（」（」（」（但但但但8888∶∶∶∶27272727））））我们祷告寻求神，神真的在帮助我

们，给我们印证；神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  
二、领受神的话 

第二天早晨，我们读到第9章，我忽然有了新的领受。「「「「…………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临到先知耶利米临到先知耶利米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七十年为满七十年为满七十年为满。」。」。」。」（（（（但但但但9999∶∶∶∶2222））））这时的以色列人被掳至异

乡已经68年。70年快到了！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说：“时间到了！”我早上

起床时，神说：“时间到了！”我在退休会住的房号正是70，时间到了！但以理知道神的时间，

便禁食祷告、披麻蒙灰，定意向主恳求。马来西亚50禧年会有很大的释放，但上空的仇敌也一样

会工作。70年为满，以色列人要回归，所以玛代波斯上空的魔君就开始工作。玛代波斯的第一代

王允许以色列人回国，但上空的恶魔却拦阻，因此，但以理看见这异象后，不断祷告寻求神，进

入21天禁食。天使前来告诉但以理，他和天使长米迦勒正在上空争战。马来西亚到底进入什么光

景？70年前发生什么事？70年前是日本攻打太平洋的时间点，许多无辜遭害。神启示我查阅两

件历史事件。在日本占领我国3年零8个月的末尾，1945年，在巴株巴辖（Batu Pahat）和麻坡

河（Sg. Muar）发生了两个大屠杀。日军还挑拨种族情绪，诬赖华人玷污回教堂，带下许多种族  

◎江月霞牧师 

经文：但8-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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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阴谋和流无辜人血的罪。今天旧事重提，因为我看见仇敌的工作。住在巴株巴辖的弟兄姐

妹，神要释放你们，神也要释放所有种族进入和平。70年到了，神要祝福我们三大族群，福音要

进入当中。国家和教会要继续往前、教会要复兴、公义的政府要起来。  
许多年前，Cindy Jacob（翟辛蒂）曾预言：公义的政府要在马来西亚被兴起。未得之民也要

归回，因为70年到了，犹太人可以回国，有古列王起来释放犹太人！中国有古列王，我们也宣

告，我们的政府也是古列王，我们求主让这事发生。《以赛亚书》记载，古列王起来的时候，他

就执行了公义。我们也要公义起来，因此我们要祷告祝福马来西亚全体族群，耶稣要打开恩典的

门，70年到了，所有阴暗都要破除。  
三、认罪悔改回应神（但9∶2-4） 

当但以理听见神话语，看见那局面时，他就禁食、代表他的族群认罪悔改。「「「「我向耶和华我我向耶和华我我向耶和华我我向耶和华我

的神祈祷的神祈祷的神祈祷的神祈祷、、、、认罪认罪认罪认罪，，，，说说说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向爱主向爱主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但但但9999

∶∶∶∶4444））））我们若要看见日期满了、释放临到，我们要悔改认罪，求神怜悯。但以理这位有原则、在

职场很有恩膏、连狮子也不敢伤害他的人都需要悔改，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在退修会认罪

悔改。我认的其中一个罪是冷漠的罪。我很害怕被拒绝，因此很冷漠，很害怕建立新的关系，进

入深厚的感情。假使神要教会倍增，我必须面对许多新的关系，但我却害怕新的关系，也很害怕

同样的问题不断循环，盼望同工们去处理，尽可能不要到我这里来。但神却告诉我，这问题不是

别人能够帮忙的，我需要起来，不要害怕新的关系，一定要面对自己。我害怕被拒绝，别人也一

样害怕。我向神认错，这是我的软弱。有时，我和弟兄姐妹擦身而过，不是我不要理会对方，而

是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因为要有深入的关系，需要很多智慧、能力及方法。我很看重关系，但

很多时候却被关系伤害，所以我很害怕再被伤害。这害怕在牧养的层面是个很大的拦阻，因此我

求主怜悯我。  
 我们的软弱常常带来伤害和问题，但当我们勇敢面对自己，承认软弱时，我们就会知道神在

动工，神会挪开教会许多大山小丘。这是神在我认罪悔改时对我说的。但以理知道神是守约施慈

爱的神，他恳求主怜悯他们。他承认百姓犯罪、悖逆和拜偶像，就好像是他自己所犯的一样。所

以但以理不断重复说：「「「「…………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作了恶作了恶作了恶作了恶。。。。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忿使你的怒气和忿使你的怒气和忿使你的怒气和忿

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就是你的圣山就是你的圣山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被四围的人羞辱被四围的人羞辱被四围的人羞辱被四围的人羞辱。。。。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求你侧耳而听求你侧耳而听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睁眼而看睁眼而看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

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原不是因自己的义原不是因自己的义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乃因你的大怜悯乃因你的大怜悯乃因你的大怜悯。」。」。」。」（（（（但但但但9999∶∶∶∶16161616、、、、18181818））））认罪悔改是人生

中很重要的属灵武器。很多人不容易说“对不起”；很多人错了还要硬撑。若这样，我们就失去

了很重要的属灵武器。 

 

四、神就动工 

「「「「我说话我说话我说话我说话，，，，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为我神的圣山为我神的圣山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在耶和华在耶和华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我神面前我神面前我神面前

恳求恳求恳求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我正祷告的时候我正祷告的时候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奉命迅速飞来奉命迅速飞来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约在献晚祭的时候约在献晚祭的时候约在献晚祭的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我身上。」。」。」。」（（（（但但但但9999∶∶∶∶20202020----21212121））））当他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看见的加百列就奉命飞来了，按

手在但以理的身上。神开始动工，神听见了但以理的祷告。所以，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23

节「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我相信，我们4天3夜的悔

改，神说，GA611是大蒙眷爱的，因为一当恳求的时候，神就发命令。 



 

5 

发命令那年是538年，古列王起来的第一年。在但以理悔改的时间点，天使发命令，让该回

应呼召的人生命开始震动。（拉1∶1-5）第一批回国的犹太人就从这时开始。所罗巴伯带着第

一批以色列人回去。当我们认真悔改的那一刻，神就动工，天使也发命令，波斯古列的心被激

动。认罪悔改很有能力，我们全职场都会被震动。当神掌权的时候，所有的事都会改变。神掌

权，神动工。  
五、属灵大争战 

 中国有古列王起来，马来西亚也要有古列王起来。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属灵争战正

在发生。神为什么让先知团队看见大鸟来遮盖我们？为什么要透过《诗篇》91让我们知道祂要

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呢？我知道有争战，但神掌权。让我们以更谦卑的生命来面对争战，求

主掌权动工，因为争战开始了。  
1. 专心求神专心求神专心求神专心求神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这事是真的这事是真的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争战是指着大争战是指着大争战是指着大争战；；；；

但以理通达这事但以理通达这事但以理通达这事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明白这异象明白这异象明白这异象。。。。当那时当那时当那时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但但但但10101010∶∶∶∶1111----2222））））但

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因为波斯上空的魔君要拦阻犹太人回归，仇敌要封杀所有让人回到

神里面的机会。这时，我们需要米迦勒的帮助。「「「「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忽然忽然忽然

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有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但但但但10101010∶∶∶∶13131313））））为什么要停

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呢？因为在这过程里，回归的事要继续发生，时间到了、70年近了、释

放的能力在那里了。马来西亚得释放的日子到了。大军站起来！虽然有很多攻击，但我们

要站在那里，求主差派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我们，因为这战争太大了。  
2. 刻苦己心 

各人有不同的战争，都很艰难。我们如何得胜？「「「「当那时当那时当那时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

日日日日。。。。美味我没有吃美味我没有吃美味我没有吃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酒肉没有入我的口酒肉没有入我的口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直到满了三个七日直到满了三个七日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但但但但10101010∶∶∶∶2222----3333））））争战开始了，选择在自己，但以理选择了攻克己身。他如何得胜，如何能

继续留在古列王身边，让这王恩待犹太人？那时间点是个天窗，波斯魔君想要拦阻，需要

有人站在破口来求告主，所以但以理站在那里，非常悲哀。  
3. 因你的话语而来 

后来天使来安慰他：「「「「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你的言语已蒙应允你的言语已蒙应允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但但但10101010∶∶∶∶12121212））））但以

理求告神，神回应了；他谦卑悔改，神动工了。我们如何在属灵争战中和大磨难里得胜？

天使对但以理说：“不要惧怕，专心仰望神、求告神、攻克己身、祷告和宣告。”神会因

我们的话和宣告我们的信靠而来。  
结语 

神今天在对我们所有人说话。神开但以理的口，让但以理有气力站起来。我们所有人都需

要有神的力气，因为我们需要站起来。大军要站起来! 今天天使就要在我们身边，开我们的口，

让我们有力气站起来。所有的弟兄姐妹、组长，你能有力气站起来！天使会来帮我们。阿们！

■【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1月13日，经编辑组摘录整理成文】（请浏览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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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朔小组大聚会，1/2（周五）8:00pm，祷告帐幕。请组长在当天聚会前或聚会后于服务

 台填写新人跟进资料。 

1. 下周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领受。 

2. 祷告帐幕扩建工程预测在3月竣工，工程预算费用为RM570,000（含：礼堂建筑工程、内

部装潢、打桩和祷告帐幕后方篱笆重修）。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参与扩建工程。请在奉献信

封上标明：土地、祷告帐幕。 

4. 恭喜以下弟兄姐妹参加第卅五届浸礼，27/1（周日），1:15-2:30pm，麦比拉/Dataran 

 Hamodal。因着神的恩典，11位弟兄姐妹象征性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也在众人面前见证因信

 而悔改，蒙恩归主的见证。欢迎大家来观礼！请所有参与浸礼的弟兄姐妹在崇拜1pm后移步

 到Dataran Hamodal。 

 吴美莉姐妹，史菁姐妹，张雪茹姐妹，彭苑芬姐妹，黎金萍姐妹，潘淑慧姐妹，古锦荣弟

 兄，陆文良弟兄，吴水福弟兄，冯明皓弟兄，林复廷弟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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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恭贺黄庆盛弟兄和劳慧婷姐妹（郑国聪实习传道和陈雪嫄实习传道G12）蒙神恩宠，于１月

 22日赐下爱子黄以乐，母子平安，愿神爱与保护常在他们家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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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农历新年初一联合崇拜，10/2（周日），8:30-10:30am。 

 两堂崇拜、儿童教会和青年牧区联合成为一堂崇拜。 

8. 天国入侵大会，新加坡博览中心第2展览厅，13-15/3（周三-五）。 

 报名咨询：邓榕钧传道。 

7. 鼓励已按立组长（包括安息中的组长）和组长推荐的准组长参加小组长退修会（预告），

 1/3早上-2/3中午（周五-六），地点暂定Refreshing Spring Resort, Tanjung Malim。 

 费用：RM100（成人）、RM70（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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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26/1） 下周六（2/2） 

讲员 邓榕钧传道/郑锦程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张伟良实习传道/陈秋璇 
黄国成/陈秋璇 

叶永恒 
邢亦惠 傅钐佑/叶永恒 

萧丽盈 
伍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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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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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长退修会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300祷告勇士训练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天国入侵大会，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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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祷告会时间表 

咨询 ：郑晓颖传道 03-79550611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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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72727日日日日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主日成人崇拜会前祷告 

7:45-8:00am（郑晓颖传道） 
10:45-11:00am（郑晓颖传道） 

GASK服事团队 

8:15-8:30am（赖纯玉姐妹） 

GASK崇拜会前祷告 

8:30-8:45am （赖纯玉姐妹） 

11:00-11:15am（周晓君实习传道） 
  

28282828日日日日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29292929日日日日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前 5 

教育装备部 9:30-10:30am （杨翠碧实习传道）  
敬拜赞美 

8:00-8:30pm （洪佩娴同工） 
30303030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后 1 

  
One Thing  

8:30-10:30pm （郑晓颖传道） 
31313131日日日日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后 2 

新人福音部 

2:15-2:45pm（苏小玲传道）   
01010101日日日日    

（（（（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彼后 3 

GA学房 

9:15-09:45am（李子康弟兄） 
教会，土地，个人医治 

10:30-12:30pm（陈彩云姐妹） 琴与炉 2:30-3:30pm（郑晓颖传道）  
02020202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以色列 3:00-4:00pm（高月群姐妹） 
拿约同学老师祷告会 3:00-4:15pm （周晓君实习传道） 

青年崇拜会前祷告 5:45-6:00 （邓榕钧传道） 长者崇拜会前祷告 10:45-11:00am（李新财同工） 
备注 ：需要权能祷告服事的弟兄姐妹可在每主日10:30-10:50am（第一堂和第二堂崇拜交替空挡

     期），于台前接受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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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专心盼望最终的恩典专心盼望最终的恩典专心盼望最终的恩典专心盼望最终的恩典】】】】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

候所带来给 你们的恩。 

《彼得前书》1∶13 

 

教会 

1. 专心盼望专心盼望专心盼望专心盼望：求神保守我们无论在低潮或是高峰期时，能够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受、专心

盼望最终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2. 小组长小组长小组长小组长：求神保守我们的小组长们紧紧地跟随教会的水流，和膏抹他们有能力和智慧去牧

养小组组员和新朋友。 

3. 分堂支援团队分堂支援团队分堂支援团队分堂支援团队：求神供应教会有足够的资源、策略和启示去支援和帮助有需要的分堂。 

4. 未来未来未来未来8888年的策略年的策略年的策略年的策略：求神将谋略和启示的灵浇灌在教会的掌舵委员，好让他们有策略性的带

领教会进入未来八年的大异象。  
分堂：GK611灵粮堂 

1. 领受母堂核心价值「先尊荣后传承」，走向2013尊贵年。 

2. 为弟兄姊妹稳定出席主日、小组献上感恩，愿神的丰富话与浇灌、启示，灵命成长。 

3. 为母堂即将给予第二轮支援献上感谢，求神带领牧者给教会更大的突破。  
分堂：GP611灵粮堂 

1. 感谢神的给我们会友与家人慈爱和保护。 

2. 求神帮助弟兄姐妹们更加委身被神使用，并彼此相爱。 

3. 等候神在这个季节的带领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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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1. 祈求教会被唤醒，看见国家使人担忧的腐败情况。 

2. 祈求神刚强选民，不畏惧拒绝贪污、利己、骄傲的候选人和政党。 

3. 祈求神显明正直公义的候选人，并且使他们被选民选上。 

4. 为公平选举祷告。祷告所有候选人和政党有同样的助选机会。祷告选民册没有幽灵选民或

 其他舞弊。 

5. 祷告即将就任的政府将以透明、谦卑、廉洁、公平和公义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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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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72727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2222月月月月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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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志中牧师 （通译：林嘉敏） 邢志中牧师 （通译：沈添德） 江月霞牧师 （通译：黄德隆医生） 江月霞牧师 （通译：郑元杰）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郑晓颖传道 （通译：赖瑞婷） 邓榕钧传道 （通译：郑锦程） 郑晓颖传道 （通译：赖瑞婷）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周莉君）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郑国聪实习传道 （通译：赖瑞婷） 

黄国成 （通译：郑锦程） 

谢文莹 （通译：赖瑞婷） 

高月群 （通译：周莉君）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洪佩娴 洪佩娴 杨慧君 杨慧君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郑晓颖传道 （通译：赖瑞婷） 邓榕钧传道 （通译：郑锦程） 周晓君实习传道 （通译：赖瑞婷）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周莉君）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郑佩吟 詹晓慧 郑佩吟 林慧治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郑佩吟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陈国良 谢威胜 谢威胜 陈国良 

陈玉喜 陈明清 黄文宏 

14-2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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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周一至周日晨祷 143 什一奉献   22,906.00 成人崇拜（第二堂） 222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203 主日奉献      6,627.70 长者崇拜（六） 55     祷告帐幕  63,200.00 青年崇拜（六） 85 以色列       88.00 少年崇拜（六） 31 MG12 7 43 感恩 100.00 儿童崇拜（第一堂） 44 公开小组 64 270 儿童崇拜（第二堂） 65  女人聚会（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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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758758758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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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92,921.7092,921.7092,921.7092,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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