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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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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以色列人为奴400多年，在他们心里或许已经认定自己的命运是奴隶。直到摩西出现，把神

救赎的信息带给他们，情况才改变。摩西把遇见神的经历和神救赎的信息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他

们等候已久的事。但却惹怒了法老王更加苦待他们。因此以色列人意念转变，把责任推给摩西，

「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

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出5∶20-

21）神透过摩西，告诉百姓蒙神救赎的祝福来安抚以色列人，当中有三个应许，七个祝福。 

 

1.1.1.1.    救离埃及救离埃及救离埃及救离埃及————————拯救拯救拯救拯救    

A.A.A.A.    救离奴役的重担救离奴役的重担救离奴役的重担救离奴役的重担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

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出6∶6） 

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和重担。神听见以色列人哀求的同时，祂也记念祂与亚伯拉罕

所立下的约（出5∶5），神要拯救与祂有约的人。 

 

罪奴役了我们的生命，控告我们，使我们产生罪恶感，最后与神隔绝，进入灭亡。生命因

此没自由，如同当时的以色列人。然而，耶稣的到来释放了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耶稣叫罪离我们如同东离西那么

远。（诗103∶12） 

 

B.B.B.B.    救离奴役的捆绑救离奴役的捆绑救离奴役的捆绑救离奴役的捆绑    

以色列人世代为奴，神透过十灾救他们脱离为奴的咒诅里，转化他们的环境之余也转换了

他们的身份。罪人如同以色列人一样，被罪捆绑，成为罪的奴隶。我们是否在赌博、色情、

惧怕、忧虑等罪的捆绑里？这些捆绑危害了我们的健康。研究显示，女性得乳癌的原因是被

仇恨和苦毒所奴役。但好消息是，耶稣的救恩并不只救赎我们脱离重担，更断开我们身上的

捆绑和咒诅，脱离奴隶的身份。「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

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4∶18） 

 

C.C.C.C.    救离奴役的代价救离奴役的代价救离奴役的代价救离奴役的代价    

救赎的意思是“付代价把东西买回来”，这代价就是羔羊的血。逾越节羊羔的血救赎以色

列人免于灭长子之灾；耶稣的宝血救赎我们免于地狱之灾。我们原本属于神，但罪隔离了神

和我们，而神却亲自付上极大的代价赎回我们。 

蒙救赎百姓的祝福 

◎◎◎◎陈永祥牧师    

经文：出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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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新的身份新的身份新的身份新的身份————————被领养被领养被领养被领养    

神应许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身份，成为属神的子民。「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出6∶7） 

 

A.A.A.A.    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希伯来文叫SeGULAH，意思为：特别的珍宝。这珍宝放置在神的心上（出19

∶5）。耶稣的宝血之约使我们成为神的珍宝，即：属神的子民。故此，耶稣教导门徒称呼神

为父，表示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不再是奴隶，而是在神心中有特别位置的

珍宝。只要我们活在这约里，谨守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得这约里的特权和祝福，蒙神眷

顾、祝福和爱护。这关系不会被破坏，也没有人可以拦阻。 

 

3.3.3.3.    安全保障之地安全保障之地安全保障之地安全保障之地    

「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出6∶8） 

 

A.A.A.A.    应许的居住之地应许的居住之地应许的居住之地应许的居住之地    

神应许以色列人的除了释放他们的重担和捆绑，更应许带领他们进入他们能拥有、蒙保护

和祝福的应许之地，现今的以色列。「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

里把他们夺去。」（约10∶28）神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进入祂所预定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天堂。 

 

B.B.B.B.    应许的产业应许的产业应许的产业应许的产业    

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出3∶8），他们可以在这片地领受神的产

业和祝福。流奶与蜜表示神祝福土地，使地丰盛，人得供应。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以继承

属天的产业和祝福，得供应。「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

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

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14∶1-3）这

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产业，并有圣灵为凭据，不会转手他人的产业。「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

的凭据（原文作：质），直等到神之民（原文作：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1∶14）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全能神的应许用不落空，只要我们进入耶稣的宝血之约，承认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和王，这

应许必能成就。阿们！■【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3月10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请

浏览http://ga611bol.org） 



 

5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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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笔记笔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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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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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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主日为宣教主日，散会后将开放宣教展览。第二堂崇拜有GC611灵粮堂，泰国廊开分堂差

遣礼。 

2. 逾越节晚宴，25/3（周一），8pm，祷告帐幕。请弟兄姐妹在24/3，3pm到祷告帐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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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预订门票者，请于散会后到

 服务台领取并付费。 

 备注：5岁以下孩童若需要坐位，必须购买餐券；不供临场售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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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周二（26/3）为逾越节假期，教会办公室、晨祷和沙仑玫瑰崇拜休息一天。 

6. 从四月份开始，GA学房将开放日间课程（周五）予弟兄姐妹旁听。欢迎大家把握接受装备

的机会。即日起接受报名，请洽陈樱馨姐妹或詹玉慧姐妹。  
 A）《等候与争战》，12/4开课，10am– 1:30pm，郑晓颖传道授课。 

 B）《圣经中的节期》。3/5开课，10am– 1:30pm，陈永祥牧师授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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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留意！即日起，教会办公室下班时间为4:30pm。 

8. 鼓励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弟兄姐妹，在聚会前到服务台扫描二维码（QR Code），以

下载电子版周报，或从教会网站（www.ga611bol.org）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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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23/3） 下周六（30/3） 

讲员 邓榕钧传道/郑锦程 
主席 张伟良实习传道/叶永恒 
敬拜主领 张朝杰 
清洁组 张朝杰小组 主日联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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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0日的少年崇拜和青年崇拜将会与主日崇拜（31日）联合。请大家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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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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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朔 / 巴柝声牧师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巴柝声牧师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727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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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学房旁听课程 上课日期 费用 时间 地点 报名资格 等候与争战 12/4，19/4，26/4（周五） RM45 10am– 1.30pm 待定 ·修毕《长大成熟》及《基督精兵》 圣经中的节期 3/5，10/5，17/5（周五） RM45 10am– 1.30pm 待定 ·修毕《长大成熟》及《基督精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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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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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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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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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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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新人福音部 

2:15-2:45pm（苏小玲传道）  
29292929日日日日    

（（（（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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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3030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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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拯救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 
你们就说你们就说你们就说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他击杀埃及人他击杀埃及人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越过以越过以越过以

色列人的房屋色列人的房屋色列人的房屋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救了我们各家救了我们各家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出埃及记》12∶27 

 

教会 

1. 宣告神的救赎大能临到，一切仇敌的作为要完全的瓦解。 

2. 宣告世界的财富大转移到教会，扩张神国度的事工。 

3. 感谢耶稣救赎了我们，并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关于逾越节的来源。 

4. 祈求神的同在更多的住在我们的中间。 

 

分堂：GK611灵粮堂 

1. 祈求圣灵能够继续降下祂的启示在我们每个服事的领域当中。求神让代祷者们能够清楚按

着圣灵的启示来进行代祷的工作。 

2. 求神对主任牧师清楚显明祂对教会未来五年的心意，并且宣告教会的牧者和同工们都要全

然依靠圣灵方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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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半岛、沙巴和砂拉越教会祷告。 

2. 祷告选举委员会有敬畏神的心，尽职尽责、严格和公平。 

3. 祷告即将就任的政府将废除不公平与压抑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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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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7/317/317/3----23/3/2013 23/3/2013 23/3/2013 23/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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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周二-五晨祷 144 什一奉献      15,288.00 成人崇拜（第二堂） 250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223 主日奉献      5,450.15 长者牧区（六） 76     祷告帐幕  1,440.00 青年牧区（六） 83 以色列       100.00 少年事工（六） 30 MG12 0 0 感恩 4,220.00 儿童牧区（第一堂） 62 公开小组 44 167 其他 205.00 儿童牧区（第二堂） 67  沙仑玫瑰（女人崇拜）（三） 20 本周接受主人数 2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83983983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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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1818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26,703.15 26,703.15 26,703.15 26,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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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424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3333月月月月31313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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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月霞牧师 （通译：林嘉敏） 江月霞牧师 （通译：陈永祥牧师） 邓榕钧传道 （通译：李子康） 邓榕钧传道 （通译：郑锦程）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郑晓颖传道 （通译：江慧欣） 郑晓颖传道 （通译：郑锦程） 苏小玲传道 （通译：何丽嫦）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郑元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江俊冬 （通译：江慧欣） 

赖纯玉 （通译：郑锦程） 

邱镇隆 （通译：何丽嫦） 

黄德隆医生 （通译：郑元杰）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邓榕钧传道 邓榕钧传道 郑晓颖传道 郑晓颖传道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江慧欣）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郑锦程） 

杨翠碧实习传道 （通译：何丽嫦） 邢志中牧师 （通译：郑元杰）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郑佩吟 詹晓慧 苏秀花 林慧治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陈玉喜 黄文宏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陈国良 谢威胜 谢威胜 陈国良 

江牧师和邢牧师MG12及全体同工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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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天国入侵》特会 

 
 我们一行32人前往在新加坡参加为期三天的《天国入侵》特会。讲员有海蒂贝克牧师、克

蓝迪牧师和汤姆琼斯牧师。 

 

 克蓝迪牧师从海外带来二十多位自费参加的弟兄姊妹配搭服事祷告，很让我们感动。白天

课程有两千多人参加，晚间公开医治特会，有五百多人得了医治。讲员激励大家，紧紧抓住神

给的先知性话语、应许或命定，走在神预备的得胜道路上。先知预言的种子既已种下，神必会

浇水，必定会发芽成长。不要因为长久等候还没看到成就或有拦阻而气馁。不要放弃！不要死

命抓住手上有的资源。神之所以取走你手里的一块钱，因为他要换一张十元纸钞在你手里！走

出感伤或安逸！交托所有给神，神要我们“dream BIG”！所以当梦想实现时，荣耀归给神！ 

 

 在这三天里，大家饱饱得着神的更新和浇灌，预备回到自己的岗位后，成为神天国的入侵

大军，为主再冲刺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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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事工三年庆，沙仑玫瑰绽嫣红 

  
 3月19日，GA611《女人事工》欢庆三周年，同时正式宣布更名为

《沙仑玫瑰》。当日共有31人出席，一人信主。每位来宾都获赠一张有关

《沙仑玫瑰》的经文书签及手礼，增添惊喜和温馨的感觉。 

 

 聚会以回顾这三年来《女人事工》的点点滴滴为开始，见证《女人事

工》的开始和进展。在观赏了深触人心的《出埃及记》电影后，牧师讲解

《沙仑玫瑰》的由来和意义，更点出了《沙仑玫瑰》事工未来的展望；最

后大家齐声宣告女人们靠主可以不再受压制，成为走出埃及（困局）的天

国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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