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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使徒性教会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教会如有机体，会不断地成长，因为基督的生命在里头。初代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发

展到安提阿教会，把福音从以色列传扬到境外，这是主的心意。  
台北灵亮堂目前以三个管道进入社区：一、关怀弱势，转化地区。接触街友、外埠新

娘和外籍劳工等不容易得到支援的群体。二、坚固婚姻、保护家庭。以属神的婚姻真理取

代已被歪曲的婚姻观念。三、宣教植堂，直到地极。福音要冲出本土，教会要接起福音传

到地极的棒子。  
教会要主动带着福音走进人群中，帮助和关注弱势群体，借此影响社区，引导更多人

信主，而不是在教会里守株待兔。如同耶稣一样，走入人群，体恤他们的需要，把福音给

他们。  
使徒性教会从耶稣时代就开始了。神要我们成为祂的门徒，跟随耶稣。一个健康的教

会需要有以下元素： 

 

一一一一、、、、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门徒不是在旁观看或凑凑热闹的人，而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因此，耶稣走在前头，我们的责任是跟随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

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

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20）  
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认识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就如彼得。「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

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有古卷没有我字）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

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

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

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权柄：原文是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

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

也要释放。」（太16∶13-19） 

◎◎◎◎谢明宏牧师与胡毅牧师谢明宏牧师与胡毅牧师谢明宏牧师与胡毅牧师谢明宏牧师与胡毅牧师     

经文：马太福音22，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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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用祂的生命来影响三位门徒，到最后更以亲身上十字架的道路来门训他们。我们

受洗那天，是与耶稣一同埋葬和复活。从此，我们就要做一个受教的门徒。耶稣受洗、受

试探，祂走在我们前面，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祂是又活又真的主。  
我们需要认识耶稣、跟随祂来效法祂。教会是建立在跟随耶稣上，即：建立在磐石

上。 

  
二二二二、、、、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基督的爱     

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一定要有爱，因为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夫子，律法

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

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

切道理的总纲。」（太22∶36-40）  
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爱神和

爱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尽心、尽性、尽意，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焦点是

什么，盼望的源头是什么。我们住在这源头里面，这就是一个祭坛。当门徒问主怎么祷

告，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只有一个焦点，就是神的旨意要被成就，不要照我

们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当我们如此行，主答应我们，祂与我们同在。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我们的生命会有无助的时候，但主必不离弃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必不羞愧，祂的爱在我

们里面。新的一年，求主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有更多基督和更多渴慕在我里面，渴慕更像

祂，让我们再次回到主爱的能力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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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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餐 

本周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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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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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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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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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教会已在1/3开始三周24 小时全民祷告会（1-2、8-9、15-16）时间：周五12pm至周 

      六1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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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弟兄姐妹自由参与。时间表请参阅第10页。 

      咨询：郑晓颖传道/黄国成弟兄 

5. 300祷告勇士训练，6/3（周三），8:00pm，祷告帐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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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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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职场事奉》14/4。 

备注：详情参阅教育装备部。 

10.  第九届《苗圃八福》卷土重来！这是每一位进入GA611的弟兄姐妹不容错过的必修课，共有

八堂课程。第一课“口出恩言”透过认识物质界和灵界的区别和影响，明白两个世界观是由

话语所启动， 当话语带有权柄，可以带来祝福或咒诅。（6/4/2013）3-5pm 欢迎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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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2/3） 下周六（9/3） 

讲员 张伟良实习传道/叶永恒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邓榕钧传道/陈秋璇 
黄国成/邢亦惠  
萧丽盈  
郑锦程小组  黄国成/江伟恒 

江馨薇 
江伟恒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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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开始女人事工改名为“沙仑玫瑰”，同时聚会时间改在每周二，10: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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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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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3131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复活节   300祷告勇士训练  月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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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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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日日日日    

（（（（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5555日日日日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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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仑玫瑰 1:30-2:30pm （郑雅拾姐妹） 敬拜赞美 

8:00-8:30pm （洪佩娴同工）  
6666日日日日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5  

  
One Thing  8:30-10:30pm （郑晓颖传道） 

7777日日日日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6  

 
新人福音部 

2:15-2:45pm（苏小玲传道）  
8888日日日日    

（（（（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晨祷晨祷晨祷晨祷    

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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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以色列 3:00-4:00pm（高月群同工） 
拿约同学老师祷告会 3:00-4:15pm （周晓君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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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神喜悦出恩言蒙神喜悦出恩言蒙神喜悦出恩言蒙神喜悦出恩言】】】】 
犹大人末底改作亚哈随鲁王的宰相犹大人末底改作亚哈随鲁王的宰相犹大人末底改作亚哈随鲁王的宰相犹大人末底改作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在犹大人中为大在犹大人中为大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得他众弟兄的喜悦得他众弟兄的喜悦得他众弟兄的喜悦，，，，    

为本族的人求好处为本族的人求好处为本族的人求好处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以斯帖记》10：3  

 

教会 

1. 宣告末底改的恩膏临到教会和在职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与神一起同行。 

2. 祈求神兴起更多像末底改有为父的心的小组长去栽培我们的下一代。 

3. 祈求神将智慧、启示和谋略的灵更多浇灌教会的掌舵委员。 

4. 祈求启示、敬拜与祷告的灵大大浇灌3月的每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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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弃绝所有不廉洁的议员候选人。 

2. 祈求神使选民踊跃投票，不遇上任何的障碍或拦阻。 

3. 告选举委员会有敬畏神的心，使他们尽职尽责、严格和公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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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8/3 (8/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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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9/3 (9/3 (9/3 (六六六六)))) 

     

12am12am12am12am----2am2am2am2am 森美兰/马六甲 江俊东江俊东江俊东江俊东、危晶美、江慧欣、江伟恒 

2am2am2am2am----4am4am4am4am 柔佛 邢益英邢益英邢益英邢益英、邢亦君、 洪百惠、郑锦程、 

谢文莹、廖伟男 

4am4am4am4am----6am6am6am6am 彭亨 伟良实习传道伟良实习传道伟良实习传道伟良实习传道、曾子莲 

6am6am6am6am----8am8am8am8am 登嘉楼 曾汉辉曾汉辉曾汉辉曾汉辉、冯百娟、刘怡安、邢亦惠 

8am8am8am8am----10am10am10am10am 吉兰丹 谢益和谢益和谢益和谢益和、刘南优、沈伟良、李明珠 

10am10am10am10am----12pm12pm12pm12pm 槟城 国聪实习传道国聪实习传道国聪实习传道国聪实习传道、雪嫄实习传道、柯勤超、 

詹晓慧、杨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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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日日日日））））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3333月月月月1010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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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祥牧师 （通译：谢文莹）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郑晓颖传道 （通译：江慧欣） 邢志中牧师 （通译：何丽嫦）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廖伟男 （通译：江慧欣） 

谢文莹 （通译：何丽嫦）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杨慧君 郑晓颖传道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郑国聪实习传道 （通译：江慧欣） 郑晓颖传道 （通译：何丽嫦）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苏秀花 郑佩吟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郑佩吟 李明光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谢威胜 陈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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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祥牧师 （通译：陈樱馨） 
邢志中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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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月霞牧师 （通译：陈永祥牧师） 
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周莉君） 

张顺杰 （通译：周莉君） 

杨慧君 

洪佩娴 （通译：周莉君） 
詹晓慧 

陈明清 

陈国良 

18181818----24/2/2013 24/2/2013 24/2/2013 24/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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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晨祷 84 什一奉献 38,076.80 成人崇拜（第二堂） 214 本周祷告会总人数 129 主日奉献      7,070.70 长者牧区（六） 51     祷告帐幕  7,255.00 青年牧区（六） 71 以色列       75.00 少年事工（六） 43 MG12 3 23 感恩 1,220.00 儿童牧区（第一堂） 联合 公开小组 45 212 其他 690.00 儿童牧区（第二堂） 联合  女人事工（三） 33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63763763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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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87.5054,387.5054,387.5054,3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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