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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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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预备器皿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神透过《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神怎样预备器皿。以色列人进埃及时是70人，后来昌盛起

来，出埃及时拥有200到300万人。每个复兴和昌盛的开始，仇敌都会利用世界的方法或伎俩来

破坏。 

 

一一一一、、、、仇敌的伎俩仇敌的伎俩仇敌的伎俩仇敌的伎俩    

「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

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

就连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出1∶6-10） 

 

埃及新王代表一个新的政权。新王因不认识神和心中恐惧，设法毁坏和阻止以色列民生

养。政治领袖若认识神，就会恩待神的子民。 

 

A）用政治和战场——建积货城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

比东和兰塞。」（出1∶11）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的方式是不断要他们建积货城，使他们做

苦工。（出1∶14）让他们焦点在埋头苦干，远离神，生活一切都被盗取，只剩劳苦。埃及

代表世界；法老代表权势和政治系统。世界的系统让人寄情物质，失去健康的生活和属灵胃

口。这一切起因于“惧怕”，因此而拼命赚钱，被工作辖制。这样的生活规律让人会感觉苦

命。 

 

核心价值教导先神、后人、再大地，工作不是人的一切。大地是工作；人是教会和生活

群体；神是最高位。但人却颠倒了，成为世界的奴隶。我们不要在世界做牛做马，只有神在

最高位。 

 

世界正在与我们抢人。世界让能服侍的弟兄姐妹忙碌工作，无法服事。但若要看见昌

盛，一定要突破这权势，要居高位又要服事，并有事半功倍的祝福，以免被牵入世界的系统

里。 

 

B）杀害生命 

以色列人再逼迫苦待，仍能生养。仇敌无计可施，唯有实施暗杀婴孩，但收生婆敬畏

神，保存了男婴的生命，更因此蒙神恩待。为了打压以色列人，仇敌使出更奸诈的计谋——

大量杀害，把所有男孩丢进尼罗河。 

◎◎◎◎江月霞牧师    

经文：出1 -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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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后裔就没有继承人，属灵含义就是没门徒、没未来。教会若没有训练门徒起来，就

没有继承人继续神的工；再多恩赐能力，没有继承人就会结束所有。没有属灵孩子等同杀害

男孩，让福音和昌盛消失。越是在高位的人就越要有更多门徒。建立门徒才能看见复兴到

来。神需要门徒和后裔做大事，我们要不断建立门徒！ 

 

二二二二、、、、神拯救的计划神拯救的计划神拯救的计划神拯救的计划————————预备器皿预备器皿预备器皿预备器皿    

神要预备器皿起来。神会预备对的器皿，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神保全生命是有原因的，如

同摩西。摩西数次死里逃生是神的安排。神在摩西里面放了拯救的种子，但因着时间还未到，器

皿需要被预备。我们要为神做事，身量一定要到本，才能发挥功效。摩西经历40年牧羊的生命，

是一段塑造他的预备期，让他看见自己的不足，锻炼他。牧养能帮助我们锻炼生命，预备我们。 

 

时候到了，神用异象呼召摩西。「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

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出3∶2-3）异象吸引人的注意去思想神。如同神给我们的属灵绘图，我们会好奇到底这是什么

而进入更深的研究，渐渐就进入神的旨意里。异象吸引我们靠近神，遇见神。「耶和华神见他过

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

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

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出3∶4-6） 

 

GA611灵粮堂的异象，从买地、建殿到可喜可乐城，神透过这一切让我们越加靠近祂，祂在

告诉我们祂是我们的神。异象并不只有呼召，而是带有信息和目标要我们完成，就是子民认识

神、回归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

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

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布斯人之地。」（出3∶7-8）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神打发摩西回埃及，今天神也打发我们进入人群带领他们出来，进入救赎的信息里。神要我

们从世界的权势和焦点里被救赎出来，重整正确的秩序。「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

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出3∶10）我们就是神要预备的器皿。阿们！■【本

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3月3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请浏览http://ga611bol.or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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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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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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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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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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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850一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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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参加的弟兄姐妹于当天穿戴以色列服装

出席。  
 购票截止日期：20/3（今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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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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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宣教主日，24/3（周日），8:30-11:00am、11:30am-1:30pm。第二堂崇拜有泰国廊开份

堂差遣礼。欢迎弟兄姐妹穿戴各民族服装踊跃参与。 

温馨提醒专区 1. 一旦内院门口竖立““““Parking Full ”Parking Full ”Parking Full ”Parking Full ”告示牌时，内院只供接放乘客,不供泊车，以免阻碍交通和其他车辆的出入。 2. 星期日祷告帐幕祷告帐幕祷告帐幕祷告帐幕外院大闸门关闭时间是2:15pm2:15pm2:15pm2:15pm，请车主在准时驾离车子，逾时自误。（黄国顺弟兄012-2095863） 3. 亲子区（左右最后四排椅子）仅供携带幼童的父母；主崇时，若年龄介于3-12岁父母可以把幼童带到Star Kids。另幼童若需要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教会也设有育婴室供使用。 4. 为了保持整洁，祷告帐幕内仅适宜携带白开水，敬请各位弟兄姐妹及父母们在茶水间饮食。 5. 敬请弟兄姐妹留意！请在聚会时自行保管财物，成为荣神益人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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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16/3） 下周六（23/3） 

讲员 邓榕钧传道/郑锦程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邓榕钧传道/郑锦程 
张伟良实习传道/叶永恒 

张朝杰 
张朝杰小组 张伟良实习传道/邢亦惠 

叶永恒 
萧丽盈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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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之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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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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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越节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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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巴柝声牧师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月朔 / 巴柝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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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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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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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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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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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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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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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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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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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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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彰显大能神要彰显大能神要彰显大能神要彰显大能】】】】 
其实我叫你存立其实我叫你存立其实我叫你存立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出埃及记》9∶16 

 

教会 

1. 祈求神向我们更多彰显祂的荣耀和能力，使祂的名透过教会传遍马来西亚。 

2. 祈求父神更多的浇灌祂启示和智慧的灵，好让我们知道祂做事的时间表。 

3. 祈求神的保护临到我们个人、家庭、产业、和教会。 

4. 祈求神供应建殿与宣教的所需要基金。 

 

分堂：GK611灵粮堂 

1. 祈求神的灵继续的释放祂的启示和能力在我们的教会。 

2. 祈求神继续把全然依靠祂的心赐下在我们当中。愿神透过祂启示的灵继续带领教会走进祂

的命定，让主的教会在新加坡能为祂得着更多的灵魂。  

 

分堂：GP611灵粮堂 

1. 祈求神让我们的会友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经历祂的大能 

2. 祈求神触摸我们的同工，并启示神在教会和他们的生命中的旨意。 

3. 祈求圣灵启示教会的五重职事带领教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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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神使选民弃绝所有贿赂与买票行为。 

2. 祈求神显明正直公义的候选人，并且使他们被选民选上。 

3. 为你选区的选举程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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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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310/310/3----16/3/2013 16/3/2013 16/3/2013 1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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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周二-五晨祷 157 什一奉献      35,946.00 成人崇拜（第二堂） 241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388 主日奉献      7,735.60 长者牧区（六） 46     祷告帐幕  1,050.00 青年牧区（六） 73 以色列       268.00 少年事工（六） 34 MG12 8 47 感恩 206.00 儿童牧区（第一堂） 56 公开小组 57 217 其他 10,270.00 儿童牧区（第二堂） 68  沙仑玫瑰（女人崇拜）（三） 22 本周接受主人数 6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8018018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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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616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55555555,,,,475.60475.60475.60475.60        

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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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事奉轮值表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3333月月月月17171717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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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月霞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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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康） 郑晓颖传道 （通译：江慧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萧惠发 （通译：李子康） 

江俊冬 （通译：江慧欣）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张伟良实习传道 邓榕钧传道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周晓君实习传道 （通译：李子康） 苏小玲传道 （通译：江慧欣）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李佩婵 郑佩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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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志中牧师 （通译：郑锦程） 

赖纯玉 （通译：郑锦程） 

邓榕钧传道 

邓榕钧传道 （通译：郑锦程） 

詹晓慧 

黄文宏 

谢威胜 

江月霞牧师 （通译：郑元杰）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谢文莹 （通译：曾子莲） 

张伟良实习传道 

陈樱馨 （通译：曾子莲） 

李明珠 

萧慧霞 

陈国良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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