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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珥日普珥日普珥日普珥日     
集体禁食带来旋转胜集体禁食带来旋转胜集体禁食带来旋转胜集体禁食带来旋转胜    

 普珥日(Purim)是取自字根普珥(Pur, 签的意思)，因为人在哈曼面前掣签，得出亚达月是吉月，哈

曼要在这月13日灭绝犹太人。然而，因着末底改和书珊城的犹太人与王后以斯帖恳切禁食代求，神扭

转整个情势，使原本要被除灭的日子成为犹太人得胜欢庆的日子（参考以斯帖记9∶1-2）。犹太人为

纪念这个由普珥（掣签）所得，犹太民族得以因神大能幸存的日子，就把这个节日称为普珥日，世世

代代纪念这日。  
仇敌明白犹太人的关键位置仇敌明白犹太人的关键位置仇敌明白犹太人的关键位置仇敌明白犹太人的关键位置    

 按照犹太习俗，普珥日那天要在会堂颂读以斯帖记，颂扬感念神的救恩。人类有史以来，仇敌就

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歼灭犹太人，因为它清楚神在万民中只挑选了以色列人，祂从起初就拣选亚伯拉

罕一人、建立以色列国，定意让救世主君王耶稣从这族而出，使天下万国得蒙恩。因此，只要毁了这

个民族，就等于毁了全人类得救的唯一盼望。不仅如此，魔鬼深知尽管各国都有复兴的景况涌现，但

世上只有一个民族复兴，颂赞呼喊主圣名时，耶稣才会再来。因主已明白的告诉这民族「「「「从今以后从今以后从今以后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你们不得再见我你们不得再见我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直等到你们说直等到你们说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23∶39），这个与末日主

再来有绝对关系，并处于最关键位置的民族，正是以色列民族。  
 于是，仇敌藉由埃及王法老、哈曼、希律王、希特勒的大屠杀，不断想置犹太人于死地，这是我

们与犹太人一同预备主来时所必须识破的诡计，因此，我们外邦信徒要格外殷勤地为耶路撒冷和各地

犹太人求平安，更要求主开启他们的眼睛，看到惟有耶稣能救他们脱离仇敌猛烈的攻击，得着真平

安。  
““““一个新人一个新人一个新人一个新人””””的伟大计划的伟大计划的伟大计划的伟大计划    

 圣经表明万族都受邀来敬拜以色列的神，也提到神命定犹太人和外帮人要成为“一个新人”的伟

大计划。新约里，敬畏神的外帮人甚至早在未听闻福音前，便在犹太会堂里敬拜神了。初代教会的信

徒以犹太人居多，但他们很快就明白，救恩是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的（参考加拉太书3∶28）。  
 让我们在普珥节时，与犹太人一同欢庆神的救赎，并花时间默想神拣选、存留以色列是为了让他

们得以成为天下万国的祝福，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信得与犹太人一同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合法继承

亚伯拉罕之约和一切难以想象的丰盛祝福！让我们为着父神完美绝妙的“一个新人奥秘计划”大大赞

美祂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早在创世以前，祂就定意透过让爱子耶稣死在十架上—祂激进舍己

地用自己的肉身废掉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冤仇、拆毁隔断的墙，为要将这两下合而为一—要为自己儿子

寻得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新娘！  
莫忘以实玛利的后裔莫忘以实玛利的后裔莫忘以实玛利的后裔莫忘以实玛利的后裔    

 既然神恩赐我们这无比荣耀的位分，我们应当满怀感激地与弥赛亚犹太信徒同心传福音给犹太

人，以至万民。我们不可忘记：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不仅包含以撒的后裔（以色列国），也包括以实

玛利的后裔（中东、阿拉伯国家），我们也要如以斯帖般为着中东和各地回教徒及列国的救恩代求。

如同戴冕恩牧师所言，我们华人命定是要将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裔带回天父的家，就如神早已描绘的

“一个新人”美好景况：「「「「当那日当那日当那日当那日。。。。。。。。。。。。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当那日当那日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以色列必与埃以色列必与埃以色列必与埃

及及及及、、、、亚述三国一律亚述三国一律亚述三国一律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使地上的人得福使地上的人得福使地上的人得福。。。。。。。。。。。。」」」」（以赛亚书19∶23-25）。  
 如同以斯帖见王之前，要先用没药油洁净身体六个月；接下来六个月则要使用香料，使身体香气

袭人。她“装饰整齐”的过程，预表教会末世必经的过程。基督的新妇是由热烈爱慕主的犹太人和外

邦人（包括华人和非犹太民族）所组成的，惟有两下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中互相服事对方、互相勉励预

备主来，在神圣的互惠关系里爱对方胜于自己，我们才能装饰整齐，一同迎接我们荣耀无比的新郎再

来迎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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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上加喜，恩上加恩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引言  
华人喜欢在新年里说祝福的话。大年初一见面时就会说：“恭喜发财！”，但华人基

督徒大多数会认为这话太世俗了，改而说：“新年蒙恩！”而蒙恩就是得蒙恩宠，是喜上

加喜，恩上加恩，因为恩宠原意就是恩典加上喜悦。因此蒙恩里也包涵了神所赐的财富、

还有心想事成。  
以斯帖原名叫“哈大沙”，希伯来文意思是“香桃木”。她是波斯王宫所在地书珊城

之亚比孩的女儿。她自幼父母双亡，由堂兄末底改抚养长大，后易名以斯帖，波斯文的意

思是“星星”（Stara）。  
以斯帖本来是个极其平凡的犹大女子，后来却作了万人敬仰、母仪天下的波斯王后。

以斯帖能在芸芸众多的女子中脱颖而出，是因她那与生俱来的优美品质，和她在王宫里一

年之久的准备时期，宫内众人都对她另眼相看，人人喜悦她。她还得蒙王的恩宠。以斯帖

得蒙恩宠的秘诀为：  
（一）顺服环境  

「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每的孙子、睚珥的儿

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雅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末底改也在其

内。末底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

美，她父母死了，末底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斯2∶5-7）  
1.1.1.1.    顺服自己的身份顺服自己的身份顺服自己的身份顺服自己的身份    

以斯帖是个被掳去异邦的犹大孤儿，面对困境，她不自哀自怜、不埋怨、不消

极、不自卑。要得恩宠，首要是顺服自己的身份；可是消极、埋怨、自卑等却抵挡

了神对我们的恩宠。  
2.2.2.2.    顺服入宫的吩咐顺服入宫的吩咐顺服入宫的吩咐顺服入宫的吩咐    

「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希该。以斯帖也送

入王宫，交付希该。」、「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

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斯2∶8、

12）  
当时王宫选秀，凡被选上的女子都是强制性进宫的。以斯帖是受养父嘱咐送入王

宫，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 她要从芸芸众多的女子被选上当王后的机率只有千分之三 

◎张伟良实习传道 

经文：斯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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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一旦落选，她就会孤老终生在王宫的后院里。 
以斯帖首先顺服王谕旨的招聚，顺服养父的嘱咐，最后她顺服宫中一切的规矩。  

（二）顺服——听  
“听”，英文字典的解释是：尽力去聆听（To make  an  effort to hear some-

thing）、专注（To pay attention）  
1.1.1.1.    顺服末底改的嘱咐顺服末底改的嘱咐顺服末底改的嘱咐顺服末底改的嘱咐    

「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末底改嘱咐她不可叫人知道。」、「以

斯帖照着末底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末底改的命，

如抚养她的时候一样。」、「末底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末底改的

名报告于王。」（斯2∶10、20、22）  
末底改对以斯帖的嘱咐不可向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以斯帖一次就听进去。既使后

来以斯帖当上王后，她也继续听从和顺服末底改的嘱咐。当人在低位时顺服易，若人

在高位需要更大的谦卑去顺服。  
2.2.2.2.    顺服太监希该所派定顺服太监希该所派定顺服太监希该所派定顺服太监希该所派定    

「末底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末底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

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希该所派定给她的，她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

都喜悦她。」（斯2∶15）  
以斯帖清楚知道自己入宫的目的，她只“专注”在王身上，不单要成为王后，还

要得蒙王喜悦外，其他都不是重点，所以除了所派定给她的，她别无所求。  
（三）保守口舌  

「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末底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末底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

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末底改的命，如抚养她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末底改

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末底改

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名报告于王。究察这事，果然是实，就把

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斯2∶19-23）  
以斯帖非常谨慎自己的口舌，不随便说话，也不乱讲话。以斯帖从开始至末了，她从

不向人提及他的籍贯身份，因为一旦身份被揭露，她不单会被诛杀，她也会失去成为候选

王后的资格，奴仆是决不能当上受全国人仰慕的王后。相反的那两个守门的太监却口不遮

拦，乱说话最终导致杀身之祸。谨记，口舌不当会使我们丢失恩宠。  
总结  

我们要学习以斯帖得蒙恩宠的三个秘诀来提升我们的身份，让我们在2013年能喜上加

喜，恩上加恩。阿们！■【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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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教牧同工动向 

A）23/2-1/3，同工洪佩娴、同工陈樱馨和实习同工詹晓慧前往GK611灵粮堂短期服事。 

8. 鼓励已按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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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儿童牧区虫虫派对，23/3（周六），10:30am-12:30pm，Dataran Hamodal。欢迎7-12岁

的小朋友参加。 

6. 香港611流动学房《与王共舞》，21-22/3（周四-五）。 

 日间报名课程：21-22/3，10am-1pm，Dataran Hamodal。 

     费用：RM40/RM60（临场报名） 

 晚间公开特会：22/3，8pm，祷告帐幕。 

9. 第二届恩爱夫妻营，29/4-1/5（周一-三），怡保。每对夫妻收费RM500，名额有限，先

 到先得。报名截止日期：31/3（周日）。咨询：郑国聪实习传道（012-3803210）。 

2. 全教会将在1/3开始每周五（1-2、8-9、15-16）时间：周五12pm至周六12pm）进入24

小时全民祷告会，为我国第13届选举祷告。所有小组将被分配在26个祷告队伍里，祷告班

次将由队长掣签决定。请所有的队长散会后留下来掣签。 

咨询：郑晓颖传道/黄国成弟兄 

4. 300祷告勇士训练，6/3（周三），8:00pm，祷告帐幕。 

3. 邀请所有招待陪谈员务必出席招待陪谈员简报会，3/3（周日），祷告帐幕/祷告室1 

时间：10:30-10:50am（第一堂崇拜结束后）或1:00-1:20pm（第二堂崇拜结束后） 

5. 装备中心课程开课日期：第九届《小组长训练-初阶》9/3、第七届《基督精兵》10/3、 

第18届《长大成熟》10/3。 

备注：详情参阅教育装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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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23/2） 下周六（2/3） 

讲员 邓榕钧传道/陈秋选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邓榕钧传道/郑锦城 
黄国成/江伟恒 
江馨薇 

江伟恒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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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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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7272727    28282828    3333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普珥节     24小时祷告日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300祷告勇士训练  24小时祷告日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24小时祷告日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香港流动学房《与王共舞》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7272727    28282828    29292929    30303030     逾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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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报名表格报名表格报名表格报名表格（（（（报名费除外报名费除外报名费除外报名费除外））））自行投入自行投入自行投入自行投入《《《《表格箱表格箱表格箱表格箱》，》，》，》，报名费则亲自交给装备中心负责人报名费则亲自交给装备中心负责人报名费则亲自交给装备中心负责人报名费则亲自交给装备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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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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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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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0:50am（周晓君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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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日日日日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26262626日日日日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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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阿斯 

8:00-9:30pm （萧惠发弟兄） 
27272727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1 

女人事工会前祷告 10:15-10:25am （李明珠姐妹）  
One Thing  8:30-10:30pm （郑晓颖传道） 

28282828日日日日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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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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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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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月群同工） 青年崇拜会前祷告 5:45-6:00pm（邓榕钧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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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神的必得拯救等候神的必得拯救等候神的必得拯救等候神的必得拯救】】】】 
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末底改穿上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末底改穿上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末底改穿上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末底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在他面前宣告说在他面前宣告说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王所喜悦尊王所喜悦尊王所喜悦尊

荣的人荣的人荣的人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就如此待他就如此待他就如此待他。。。。    

《以斯帖记》6∶11 

 

教会 

1. 祈求神加添我们能力来等候祂，无论环境如何仍然与祂同行。 

2. 宣告反败为胜的恩膏大大临到我们的家庭、职场与教会。 

3. 宣告医治的大能进入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并全然得医治。 

4. 祈求启示、敬拜与祷告的灵大大浇灌3月里的每周24-7祷告会。 

 

分堂：GK611灵粮堂 

1. 在来临的普珥节，教会将进入三天的禁食祷告，特别为个人，家庭，和教会来祷告。恳求

主在这三天里，透过个人愿意拨出时间来等候寻求神，让弟兄姐妹能够经历生活中各层面

的突破。 

2. 祈求主赐下以斯帖得恩宠（蒙施恩，蒙得以权柄释放那些被掳，蒙王尊荣）的恩膏在我们

当中，使神的教会能够彰显祂的能力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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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教会关注国家的利益，踊跃投票，选出正直公义的从政者。 

2. 祈求神打开选民的眼睛，使他们看见国家使人担忧的腐败情况。 

3. 祈求神揭发不廉洁和利己的候选人，并且使他们被选民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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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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月月月月24242424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3333月月月月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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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月霞牧师 （通译：林嘉敏） 陈永祥牧师 （通译：谢文莹）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苏小玲传道 （通译：张大卫） 郑晓颖传道 （通译：江慧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方献美 （通译：张大卫） 

廖伟男 （通译：江慧欣）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张世勇 张伟良实习传道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周晓君实习传道 （通译：张大卫） 郑国聪实习传道 （通译：江慧欣）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李佩婵 苏秀花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陈玉喜 郑佩吟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陈国良 谢威胜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周莉君） 

张顺杰 （通译：周莉君） 

张伟良实习传道 

洪佩娴 （通译：周莉君） 
詹晓慧 

陈明清 

陈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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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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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周五晨祷 25 什一奉献    22,500.00 成人崇拜（第二堂） 212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7 主日奉献      6,197.30 长者崇拜（六） 45     祷告帐幕  300.00 青年崇拜（六） 联合 以色列       153.00 少年崇拜（六） 联合 MG12 - - 感恩 750.00 儿童崇拜（第一堂） 31 公开小组 13 77 其他 350.00 + TW 2,000.00 儿童崇拜（第二堂） 58  女人聚会（三） -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57257257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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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0.30+30,250.30+30,250.30+30,250.30+    TW 2,000.00 TW 2,000.00 TW 2,000.00 TW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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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事工于2013年2月20日成功举行《新春茶叙布道会》，并吸引了33位

出席者。当天有1人决志信主，两人重新决志，肯定自己的信仰。  
 大家边交流，边品尝台湾名茶，边欣赏新年美食，现场充满着喜乐与欢笑

声。  
 为了配合《普珥节》的来临，大家一起观赏《以斯帖记》电影。大家更领

受了以斯帖蒙王恩宠与反败为胜的恩膏■ 

女人事工《新春茶叙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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