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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心上站稳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前言  
人在艰难中很容易发怨言和埋怨神，久而久之就会选择离开神。在彼得前书里，受苦

这字共出现了21次。当代的基督徒无数次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承受着罗马人的苦待。彼得

写《彼得前、后书》的用意是要鼓励和提醒基督徒，在艰难的境况中要有受苦的心志这属

灵武器，因为这心志能帮助我们胜过艰难和逼害。此外，还要在信心和恩典上站稳，并且

知道所领受的恩是真实的恩、从神来的恩。「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

西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

前5∶12）  
一、牧养羊群（彼前5∶1-4）  

牧养是耶稣的托付（约21∶15-17）。在逼迫的日子里最需要的就是牧养，好让大家

能渡过艰难，因为牧者知道仇敌的伎俩，能帮助群羊对抗仇敌。  
牧养中需要注意的三个要点： 

1. 甘心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

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彼前5∶2） 

甘心，不是一个职责（duty）、责任或求好处的机会，而是一个需要，更是耶稣

给的呼召和叮咛，如同耶稣叮咛彼得一样。  
2. 乐意 

乐意，原文的意思是热忱（passion，eagerly），并非被逼，而是全心全人预备

好，热切地去牧养。  
3. 作榜样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5∶3） 

牧养不是辖制，而是要成为榜样让群羊学习。成为群羊榜样的领袖要先对付自己

的软弱。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前5∶4）甘心

乐意牧养和愿意成为群羊榜样的领袖，在牧长显现时就会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这赏赐不是世界所给的荣耀赞赏，而是有永恒价值的奖赏。所付出的心血是有恩典和

价值的。 

◎江月霞牧师 

经文：彼前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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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服年长（彼前5∶5-6）  
彼得接下来说，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5∶5-

6）  
在这里，年长不单指年龄，也指属灵上的长辈，权柄在我们之上的人。顺服年长，需

要有： 

1. 必要谦卑 

谦卑指弯腰下来看对方；束腰，则表示预备谦卑。谦卑是必要的，因为神阻挡骄

傲的人。谦卑带来得神恩、蒙怜悯的赏赐。  
2. 谦卑蒙恩 

谦卑顺服，生命蒙恩，这是一个属灵原则。神阻挡骄傲的人，若我们不谦卑，神

会阻挡我们的路。  
3. 愿意自卑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彼前5

∶6）自卑，是自己放低自己。就如神，祂是坐在至高之处的神，但却愿意放低自

己，与有罪恶软弱的人类同处。当我们越放低自己，神就越开路，因为放低自己等同

于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意思是我绝对甘心降服在祂的安排。神的安排和预备超乎人所

求所想，让神把我们放在当放的位子上吧！当我们如此顺服时，我们就会被提升，因

为透过如此，神把对付仇敌的策略交给我们，我们不会继续处在被打压的环境里。  
三、对付仇敌（彼前5∶7-11） 

对付仇敌是抵挡它，抗战到底，也是我们站稳的时候。既然知道神帮助我们对付仇

敌，我们就当不忧虑，因为神顾念我们。  
1. 相信神顾念我们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5∶7）忧虑的字根是

“分开”，心被分开了，即：分心。忧虑使人分心、不能看见神、不能专注在神。逐

渐开始没有敬虔的生命，错过神的祝福。忧虑的时候正是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因

此，我们不要忧虑，而是相信神的大能。  
2. 谨守警醒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

吞吃的人。」（彼前5∶8）彼得劝勉信徒们要相信神的顾念。谨守警醒，表示保持清

醒。仇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生命里的各部分都要保持清醒。当只专注在环境，

独自面对，会容易不警醒，因此需要彼此有关系、有爱和互相提醒，使我们不至于混

乱失脚。 牧者需要留心群羊， 当他们被攻击的时候， 牧者要出现在他们面前保护他 



 

4 

们。仇敌喜欢吞吃落单的人，因此要活在人群中，肢体间互相帮助和提醒。  
3. 坚固信心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前5∶9） 

拥有坚固信心的人是个对神坚韧不拔的人；对神的信靠坚固不动摇之余，内心

对神又有一定的柔韧结实。这样的人不但站立得稳，连仇敌看见都会逃跑。我们都

要坚信神不会丢弃我们，完全信靠祂，不怕失去一切。为自己的信仰坚持下去，永

不放弃。  
结语  

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中站立起来，「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

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权

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前5∶10）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能夺去我们

对神的信心。苦难是个训练过程，在一切苦难后，神必定会亲自成全我们。服在神的大

能下去面对一切、互相坚固、牧养群羊、谨守警醒和相信主顾念我们，更要在神的恩宠

上站稳，仇敌会因着我们的信心而远离我们。神必在一切的艰辛中帮助我们。阿们！ 
■【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1月27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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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筹款事项 

A）去年教会扩张了境界，分别开了非洲堂GP611，缅甸堂GN611，泰国有待差派新开拓

 的教会，加上派去GK的支援队和短宣队，GA母堂的《宣教植堂》资金预算目标为

 RM340,000。谨此鼓励对宣教植堂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参与这项奉献，同心扩张神

 的国度。奉献时请在信封上标明：宣教。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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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奉献RM232,00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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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女人事工新春茶叙布道会，20/2（星期三），10:30am-12:30pm，Dataran Hamodal。详

 情咨询同工高月群姐妹（012-2972333） 

6. 教牧同工动向 

A）9-17/2，邓榕钧传道和郑晓颖传道休假。 

B）9-17/2，同工张世勇休假 

C）9-20/2，张伟良实习传道和同工曾子莲休假。 

D）9-22/2，同工邢益英休假。 

E）13-21/2，周晓君实习传道休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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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早上-30/3中午（周五-六），地点Refreshing Spring Resort, Tanjung Malim。 

 费用：RM100（成人）、RM70（学生） 

4. 少年事工《相约在元宵-遇上对的人》，23/2（周六），5-7:30pm，神所喜悦/Dataran 

 Hamodal。欢迎13-17岁少年参加。设定服装：休闲装。咨询：李子康弟兄 

2. 儿童牧区虫虫派对，23/3（周六），10:30am-12:30pm，欢迎7-12岁的小朋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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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16/2） 下周六（23/2） 

讲员 邓榕钧传道/郑锦程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新年 

联合崇拜 

黄国成/叶永恒 
张朝杰 

江慧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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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崇拜，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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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普珥节，24/2（周日），两堂儿童教会将分别与两堂成人崇拜（8:30am和11:00am）联合。  
2. 儿童牧区祷告会，2/3（周六），3:00-4:15pm。公开欢迎所有小朋友、老师和家长一起为下

 一代祷告。 

报告 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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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活动备忘录 

◎◎◎◎2013年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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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7272727    28282828    3333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普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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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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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报名人数在开课前一星期若报名人数在开课前一星期若报名人数在开课前一星期少过少过少过少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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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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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1；2，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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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1；3，1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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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基督精兵》 20，27/1；3，17/2；3/3 （周日）  RM10 11am-12:15pm 推1 修毕 《长大成熟》 《小组长训练》初阶 9，16，23，30/3；6，13，20/4（周六） RM10 2 - 4pm 待定 ·修毕《苗圃》、《长大成熟》及 《基督精兵》 ·需组长推荐 第七届《基督精兵》 10，17，24/3；7，14/4 （周日） RM10 9:15-10:30am  待定 修毕 《长大成熟》 《长大成熟》 10，17，24/3；7，14/4 （周日） RM10 11am-12:15pm 待定 - 《医治释放》初阶 24/4；4，11，18/5；15/6 （周六） RM10 2 - 4pm 待定 修毕《苗圃》、《长大成熟》及《基督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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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祷告会时间表 

咨询 ：郑晓颖传道 03-795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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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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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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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8: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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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1818日日日日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19191919日日日日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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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斯 7 

 
女人事工 1:30-2:30pm（郑雅拾姐妹） One Thing  8:30-10:30pm （郑晓颖传道） 

21212121日日日日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斯 8 

新人福音部 

2:15-2:45pm（苏小玲传道）   
22222222日日日日    

（（（（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斯 9 

GA学房 

9:15-09:45am（李子康同工） 
教会，土地，个人医治 

10:30-12:30pm（陈彩云姐妹）   
23232323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以色列 3:00-4:00pm（高月群同工）  
长者崇拜会前祷告 10:45-11: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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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向恶势力跪拜不向恶势力跪拜不向恶势力跪拜不向恶势力跪拜】】】】 
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惟独末底改不跪不拜。 

《以斯帖记》3∶2 

 

教会 

1. 祈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不向黑暗权势和得罪神的事上妥协；并向现处的状况不断宣告神

的话语。 

2. 祈求神保守我们的领袖常常走在祂的光中，远离一切巫术带来的蒙蔽和攻击。 

3. 祈求圣灵更大恩膏教会的5重职事，有神的恩典与能力继续装备更多的圣徒，各尽其职。 

4. 祈求神速速的兴起300个预言中的祷告勇士，并进入千人教会和24-7祷告的呼召。 

 

分堂：GK611灵粮堂 

1. 祈求主让更多成人能够被兴起来参与敬拜团的服事，特别是更多的司琴要被兴起。 

2. 求主赐我们的牧者，同工和小主长都能够领受末底改那不跪不拜的生命素质，勇敢面对挑

战，不妥协真理的教导。 

 

分堂：GP611灵粮堂 

1. 祈求神恢复非洲人与祂的关系，并回转归向祂。 

2. 祈求神洁净我们的生命，好让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和带领。 

3. 祈求神让我们在这个月份继续收割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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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神使正直公义的人民议员被委任担当政府重要职位。 

2. 祷告即将就任的政府将维护宪法，并且保卫所有公民的权利。 

3. 为干净选举祷告。祷告选举委员会采取行动对付涉及贿选的候选人与政党，祷告所有选民

拒绝金钱政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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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月月月月17171717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2222月月月月24242424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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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员讲员讲员讲员 

谢明宏牧师/ 

胡毅牧师 （通译：黄德隆医生）  
江月霞牧师 （通译：林嘉敏）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陈永祥牧师 （通译：郑锦程） 苏小玲传道 （通译：张大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明光 （通译：郑锦程） 

方献美 （通译：张大卫）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洪佩娴 张世勇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杨翠碧实习传道 （通译：郑锦程） 李新财 （通译：张大卫）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苏秀花 李佩婵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郑雅拾 陈玉喜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谢威胜 陈国良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江月霞牧师 （通译：陈永祥牧师） 
邓榕钧传道 （通译：何丽嫦） 
凌翠珊 （通译：何丽嫦） 

张世勇 

邓榕钧传道 （通译：何丽嫦） 
林慧治 

黄文宏 

谢威胜 

谢明宏牧师/ 

胡毅牧师 （通译：陈永祥牧师）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黄德隆医生 （通译：郑元杰） 

洪佩娴 

邢志中牧师 （通译：郑元杰） 
李明珠 

萧慧霞 

陈国良 

4-10/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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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周一至周日晨祷 119 什一奉献    22036.00 成人崇拜（第二堂）    
联 

合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129 主日奉献     2,618.00 长者崇拜（六）     祷告帐幕 1,100.00 青年崇拜（六） 以色列       338.00 少年崇拜（六） MG12 2 12 感恩 800.00 儿童崇拜（第一堂） 公开小组 6 18 其他 2,000.00 儿童崇拜（第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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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28428428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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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28,892.00 28,892.00 28,892.00 28,8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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