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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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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机会、转机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一一一一、、、、危机危机危机危机        

「末底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

将所抄写传遍书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革，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

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革回来，将末底改的话告诉以斯

帖；」（斯4∶7-9）  
当末底改要以斯帖去见亚哈随鲁王阻止哈曼灭绝犹大人的计划之时，以斯帖面临一个

难处，就是需要违例见王。亚哈随鲁王已经30天没有召见以斯帖，所以以斯帖要冒生命的

危险来见王，除非王愿意为她伸金杖，否则在还没见王以前，就需要面对被处死的下场。  
当我们遇上生命中的危机之时，我们要效法以斯帖。岂不知神对我们的选召是为了某

一天，某一件事。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会顾念祂的孩子，所以我

们要向神祷告，让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有智慧和能力，不怕黑暗的势力，并要勇敢地面对。  
二二二二、、、、机会机会机会机会        

「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

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

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

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斯5∶1-4）  
危机往往就是机会。以斯帖因末底改的鼓励和全犹太族三天三夜为他祷告之后，就鼓

起勇气去见王，果然危机变为机会，王为她伸金杖。她公然来到王的面前，在王的恩宠

下，以斯帖不但没被处死，反而王要赏赐她，就算国的一半也可以。  
以斯帖生命中因为有神，她让神介入在她的危机，她依靠神，她视死如归，死就死

吧！让神来掌权，神就为她开启一扇门，就是机会。  
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有许多得经历都是一个危机，若没有这些危机，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机会的到来。在我们的个人、婚姻、家庭、事业或国家，往往面临许多的危机，可是当我

们选择亲近神、依靠神、祷告神，神就会给我们一个翻转的机会。 

◎◎◎◎江月霞牧师    

经文：斯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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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转机转机转机转机        
 「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来历史来年给他听。正遇上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

个守门的壁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末底改将这是告诉王后王说末底改行了这事赐

给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

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末底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

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带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

我是谁呢。）」（斯6∶1-5）  
 王后以斯帖在第一次的宴会中，没有将心中所要的告诉王，然而神介入在第一次和第

二次的宴会中，让王睡不着，就叫太监诵读历史书，结果就读到末底改护王的事迹。王因

为此事要奖赏末底改，哈曼就在这时前来要灭除末底改，结果确要为王尊荣末底改。在第

二次的宴会中，王后以斯帖反击哈曼，告诉王她的族群要被哈曼除灭，结果王一怒之下跑

去后院，回来时看到哈曼挨近王后以斯帖，就怒气填胸，结果就用哈曼本来要挂末底改的

木架，把哈曼挂上去。  
 危机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峰回路转的转机。我们的人生方向要有神介入，让神成为

我们的方向，与神同行和愿意依靠神。有神，我们的危机都会有转机。透过以斯帖记，我

们学习在低谷中，用信心来依靠神，让神介入我们的危机，而在危机中来经历神如何为我

们反败为胜。阿们！■【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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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313,32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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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4小时全民祷告会15-16/3（周五-六），详情参阅第9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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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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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周晓君实习传道 

8. 第二届恩爱夫妻营，29/4-1/5（周一-三），怡保。已报名者请缴交RM500给郑国聪实习

 传道（012-3803210）。 

9. 第九届《苗圃八福新人崇拜》6/4（周六），3-5pm，Dataran Hamodal 神所喜悦（1-4

 堂），祷告帐幕（5-8堂）。欢迎刚加入GA611灵粮堂和从未参加过的弟兄姐妹自由报名，

 并把表格投入“表格收集箱”即可。报名表格可到接待处索取。为方便行政工作，鼓励有意

 参加的弟兄姐妹尽早报名，新朋友则可临场报名。截止日期31/3（周日）。 

 咨询：苏丽娥同工 / 曾秀蓉姐妹。 

 1. 口出恩言（6/4） 3. 笑口常开（20/4） 5. 代代平安（4/5） 7. 病得医治（18/5） 

 2. 一笔勾销（13/4） 4. 一团和气（27/4） 6. 重新得力（11/5） 8. 凡事富足（8/6） 

7. 逾越节晚宴，25/3（周一），8pm，祷告帐幕。收费∶每位成人RM25。呼吁愿意奉献烤羊

的弟兄姐妹可在17/3前联络郑国聪实习传道（012-3803210）。另请弟兄姐妹在24/3，

3pm前来祷告帐幕协助预备场地。 

10. 恭贺薛庆乐弟兄和林姗姗姐妹（谢威胜弟兄和谢瑞庄姐妹小组员）蒙神恩宠，于2月24日赐

 下爱女薛咏议，母女平安，愿神爱与保护常在他们家中。 

5. 沙仑玫瑰（女人事工）《女人事工三年庆，沙仑玫瑰绽嫣红》电影会，19/3（周二），

 10:30am，Dataran Hamodal，欢迎姐妹们参与。咨询：高月群姐妹。（012-2972333） 

3. 2020异象之旅，30/3（周六），9am-6pm，Dataran Hamodal/神所喜悦。 

 指定参加者：小组组长、准组长和牧养事工领袖。咨询：郑晓颖传道（MG1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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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9/3） 下周六（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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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恒 
张伟良实习传道/邢亦惠 

叶永恒 
萧丽盈小组 黄国成/邢亦惠 

萧丽盈 
郑锦程小组 
各牧区聚会时间一览表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沙仑玫瑰（女人事工） 

时间    ：10:30am-1:00pm（崇拜后备有午餐） 

地点    ：麦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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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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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事工改名为“沙仑玫瑰”，聚会时间为每周二，10:30am-1:00pm，地点∶麦比拉。欢

迎姐妹们前来一起敬拜神。 

2. 儿童数点大军表格∶将会分发给每一位小朋友。请父母填写孩子的资料后在31日3月之前交

回给儿童牧区。 

报告 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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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活动备忘录 

◎◎◎◎2013年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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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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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主日 逾越节     2020异象之旅 31313131    4444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复活节   300祷告勇士训练  月朔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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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届《职场事奉》 14，21/4，5，19，26/5，2/6 （周日） RM10 9:15-10:30am  11am-12:15pm 推2 修毕 《长大成熟》及 《基督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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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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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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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日日日日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11111111日日日日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12121212日日日日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8  

教育装备部 9:30-10:30am （杨翠碧实习传道） 
沙仑玫瑰会前祷告 10:15-10:25am （李明珠姐妹） 
西面亚拿（长者） 10:30-12:30pm （李新财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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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1313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9  

  
One Thing  8:30-10:30pm （郑晓颖传道） 

14141414日日日日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10  

 
新人福音部 

2:15-2:45pm（苏小玲传道）  
15151515日日日日    

（（（（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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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616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长者崇拜会前祷告 10:45-11:00am（李新财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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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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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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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容神的百姓去容神的百姓去容神的百姓去容神的百姓去】】】】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在旷野向我守节在旷野向我守节在旷野向我守节。。。。    

《出埃及记》5∶1 

 

教会 

1. 求神将禁食祷告的恩典更多的赏赐与教会，在这时刻站起来为国家的转化祷告。 

2. 求神保守职场的弟兄姐妹能在工作上事半功倍，有更多的时间寻求神和建立门徒。 

3. 求神保守教会远离一切埃及掌控、巫术和死亡的攻击。 

4. 求启示、敬拜与祷告的灵大大浇灌3月每周的24-7祷告。 

 

分堂：GK611灵粮堂 

1. 求主赐下更多启示，为教会和国家祷告。 

2. 求神医治和保守神儿女们的健康，特别是年幼的孩子们。 

 

分堂：GP611灵粮堂 

1. 我们求神增加为神国发热心的人，为神建立教会。 

2. 祷告有以斯帖的恩膏充满弟兄姐妹，为国家、教会、家庭和职场代祷。 

3. 祷告神再次显明在弟兄姐妹生命里的呼召，赐他们能力进入呼召里。 

 

分堂：GN611灵粮堂 

1. 求神赐下能力启动教会在福音上的事工。 

2. 求神赐下能力组织有关儿童和青年的事工，好让更多门徒被建立起来。 

3. 求神使教会在缅甸成为模范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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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国的选举程序祷告。 

2. 祈求神掌管即将就任的政府。 

3. 祈求神掌管所有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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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部备忘录——24小时全民祷告会时间表 

日期 州属 祷告大军 

第二周第二周第二周第二周 

15/3 (15/3 (15/3 (15/3 (五五五五)))) 12pm12pm12pm12pm----2pm 2pm 2pm 2pm  联邦直辖区 

(布城/吉隆坡/纳闽) 

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洪佩娴、陈露蒖、苏小玲传道、

苏丽娥、陈樱馨、陈师母、詹晓慧、李新财、

国聪实习传道 

2pm2pm2pm2pm----4pm 4pm 4pm 4pm  沙巴 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陈永祥牧师、黄德隆医生、 

郑晓颖传道、高月群、王粉玲、陈炎明牧师、 

晓君实习传道、杨慧君、李佩婵 

4pm4pm4pm4pm----6pm 6pm 6pm 6pm   砂拉越 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伟良实习传道、张世勇、 

翠碧实习传道、詹玉慧、曾子莲、钟佩仪、 

李子康、黄国成、邢益英 

6pm6pm6pm6pm----8pm8pm8pm8pm 吉打/玻璃市 陈露陈露陈露陈露蒖蒖蒖蒖、徐伟成、冯道如、叶永恒、黄慧瑜 

8pm8pm8pm8pm----10pm10pm10pm10pm 雪兰莪 何丽云何丽云何丽云何丽云、周正豪、周国林、萧慧霞 

10pm10pm10pm10pm----12am12am12am12am 霹雳 黄国顺黄国顺黄国顺黄国顺、苏丽娥、詹贤哲、林莉萍、黄伟聪 

16/3 (16/3 (16/3 (16/3 (六六六六)))) 

     

12am12am12am12am----2am2am2am2am 森美兰/马六甲 黄进祥黄进祥黄进祥黄进祥、江月玲、张朝杰、郑雅拾、郑香萍 

2am2am2am2am----4am4am4am4am 柔佛 李明光李明光李明光李明光、杨翠碧实习传道、王粉玲 

4am4am4am4am----6am6am6am6am 彭亨 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黄义民、詹玉慧、郭惠玲、李铭浚 

6am6am6am6am----8am8am8am8am 登嘉楼 萧惠发萧惠发萧惠发萧惠发、方献美 

8am8am8am8am----10am10am10am10am 吉兰丹 邓榕钧邓榕钧邓榕钧邓榕钧传道、郑晓颖传道、黄德隆 

10am10am10am10am----12pm12pm12pm12pm 槟城 张世勇张世勇张世勇张世勇、洪毓镁、曾秀蓉、林丽丽、魏素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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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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餐主日圣餐主日圣餐主日圣餐主日（（（（3333月月月月10101010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3333月月月月17171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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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祥牧师 （通译：谢文莹） 郑晓颖传道 （通译：赖瑞婷）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苏小玲传道 （通译：何丽嫦） 陈永祥牧师 （通译：赖瑞婷）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谢文莹 （通译：何丽嫦） 

萧惠发 （通译：陈业陶）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郑晓颖传道 邓榕钧传道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郑晓颖传道 （通译：何丽嫦） 周晓君实习传道 （通译：陈业陶）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郑佩吟 李佩婵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李明光 郑雅拾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陈国良 谢威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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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颖传道 （通译：郑元杰）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黄国成 （通译：曾子莲） 

邓榕钧传道 

陈樱馨 （通译：曾子莲） 

李明珠 

萧慧霞 

陈国良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邓榕钧传道 （通译：曾子莲） 

苏丽娥 （通译：曾子莲） 

郑晓颖传道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曾子莲） 

林慧治 

谢瑞庄 

谢威胜 

25/225/225/225/2----3/3/2013 3/3/2013 3/3/2013 3/3/2013 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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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周二-五晨祷 139 什一奉献      54,373.30 成人崇拜（第二堂） 264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136 主日奉献        6,435.00 长者牧区（六） 54     祷告帐幕        2,060.00 青年牧区（六） 80 以色列        1,230.00 少年事工（六） 30 MG12 2 10 感恩        1,743.00 儿童牧区（第一堂） 41 公开小组 68 298 其他        1,820.00 儿童牧区（第二堂） 40  沙仑玫瑰 （女人崇拜）（三） 14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74874874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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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67,661.30 67,661.30 67,661.30 67,6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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