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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快报快报快报快报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赛61∶1）   

使命宣言使命宣言使命宣言使命宣言        大军兴起大军兴起大军兴起大军兴起、、、、    恢复恢复恢复恢复、、、、    扩张扩张扩张扩张、、、、    转化列国转化列国转化列国转化列国。。。。        异象宣言异象宣言异象宣言异象宣言        2020202020202020    七倍增长七倍增长七倍增长七倍增长    
宣告文宣告文宣告文宣告文        圣灵充满不间断圣灵充满不间断圣灵充满不间断圣灵充满不间断、、、、宣告预言凭信心宣告预言凭信心宣告预言凭信心宣告预言凭信心、、、、枯骨复活成大军枯骨复活成大军枯骨复活成大军枯骨复活成大军、、、、气息四方吹进来气息四方吹进来气息四方吹进来气息四方吹进来、、、、福音传给谦卑人福音传给谦卑人福音传给谦卑人福音传给谦卑人、、、、医治释放行神迹医治释放行神迹医治释放行神迹医治释放行神迹、、、、恩年临到喜乐城恩年临到喜乐城恩年临到喜乐城恩年临到喜乐城。。。。    

       GA611灵粮生命点“第一站”终于在蕉赖区打响了第一枪！江牧师在7年前对蕉赖区已经有负担，新人福音部部长苏小玲传道在2012年杪从台北灵粮堂事工观摩学习回来后，也是对蕉赖区有独中，神透过多次异梦，异象，祷告寻求都有印证。         2013年3月23日邢牧师坚持要回到原本看中的地方，五重职事在行走祷告时，在“第一站”餐馆前，领团队齐心筑坛寻求印证，神巧妙地让在场的各位看见“第一站”的招牌附带“签署”字眼。再加上墙上出现3个8的数字，透过买玉蜀黍的奇遇种种印证，确认蕉赖区成为神赐给GA611灵粮堂生命点“第一站”桥头堡。 

蕉赖区生命点 

1.就是这里，“第一站”。 神有“签名”。 2. 江牧师带领五重职事团队在蕉赖筑坛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3. 8代表新的开始！即刻有人兜售玉蜀黍，用10令吉买8条玉蜀黍，我们买了双八。 
4. 卖玉蜀黍的天使，第二天居然在距离3公里以外的地方重遇，再买8条玉蜀黍！ 

5. 两天内买下8+8+8条玉蜀黍！ 6. 在“第一站”生命点，大家欢庆神快速回的喜乐。 7. GA611灵粮堂生命点“第一站”开跑！ 



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    

◎◎◎◎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 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来11∶24-29）  形容摩西是个有行动的信心伟人。摩西因着信，信心只要像芥菜种那么小就可以移山，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心不是与生俱来，而是要谦卑放下自己，信心就开始成长，如同摩西放下自己不再推辞神，他的信心就开始成长起来，神的工不再被拦阻。信心是在灵里的保障，透过时间和经历慢慢累积而来，对神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强；人越谦卑，就越有信心，因为明白到做事的是神，自己是器皿。  有信心的人需要具备这三点有信心的人需要具备这三点有信心的人需要具备这三点有信心的人需要具备这三点，，，，    （一）被神充满。我们所想所做都对准神，不被世界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 （二）常常被圣灵感动。立即回应圣灵的感动，并要寻求上位者的肯定和印证，与神同行，这是谦卑的表现。 （三）让神完全得着。神说什么就做什么。真正有信心的人是愿意顺服的人。  一一一一、、、、信心再突破信心再突破信心再突破信心再突破（（（（出出出出14141414∶∶∶∶1111----12121212））））    摩西来到比哈希录前时，面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艰难情况，内心充满惧怕的百姓从呼求变成埋怨（出14∶12），整个情况摩西可以选择放弃，然而摩西没有放弃，他在埃及经历十灾后，他的信心在经历不断的突破。领袖的信心需要再突破越过艰难，情绪和孤单，虽然没人明白，也没人体谅，然而领袖要继续成为领袖，焦点在神。要成为领袖，就要保护百姓，以摩西为榜样，我们不要看自己只是百姓，我们要成为大军，成为极大的军队。  二二二二、、、、找对权柄神出手 找对权柄神出手 找对权柄神出手 找对权柄神出手 （（（（出出出出14141414∶∶∶∶13131313----18181818））））    摩西在此时用信心安抚百姓，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神吩咐摩西举杖带着以色列人越过红海。以色列人后面是一群穷追不舍的埃及军队，但因着摩西第二次举杖的信心表现，神及时介入出手改变天象（出14∶19-25）使以色列人的仇敌埃及军队全军覆没在红海里（出14∶26-28）。神在观看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出14∶24-25），人就要顺从神的带领，埃及军队因此葬身大海。我们生活得举止神都会在观看，因此我们敬畏神，对神要有信心，有信心就能有大神迹、大转化！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我们在宣教、植堂、生命点和各样事情上，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祂要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我们身为大军，是领袖不是百姓，我们愿意参与神的工作，即使面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能经历神的大能。 ■  【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3月24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请浏览http://ga611bol.org） 
经文经文经文经文∶∶∶∶来来来来11∶2411∶2411∶2411∶24----29292929、、、、出出出出14141414章 章 章 章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支票奉献，抬头请写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若弟兄姐妹需要奉献收条，请于每月的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向同工子莲姐妹领取。 教会各银行户口账号与其用途： 1) Public Bank ( 31) Public Bank ( 31) Public Bank ( 31) Public Bank ( 3----13317133171331713317----3103 )3103 )3103 )3103 )∶∶∶∶主日奉献主日奉献主日奉献主日奉献、、、、十分一十分一十分一十分一、、、、灵粮供应站及其他灵粮供应站及其他灵粮供应站及其他灵粮供应站及其他    2) Public Bank ( 32) Public Bank ( 32) Public Bank ( 32) Public Bank ( 3----13317133171331713317----3334 )3334 )3334 )3334 )∶∶∶∶只限土地只限土地只限土地只限土地、、、、建殿建殿建殿建殿、、、、祷告帐幕祷告帐幕祷告帐幕祷告帐幕    3) Maybank ( 53) Maybank ( 53) Maybank ( 53) Maybank ( 5----12334123341233412334----30127301273012730127----6 )6 )6 )6 )∶∶∶∶教育装备部 教育装备部 教育装备部 教育装备部 & GA& GA& GA& GA学房学房学房学房    

RM11,675,700 

RM12,019,971 

RM9,804,811 

RM344,271 
RM1,272,160 

RM943,000 

购地购地购地购地、、、、建殿建殿建殿建殿、、、、宣教奉献报告宣教奉献报告宣教奉献报告宣教奉献报告    



【人预备神降临】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出埃及记19:11]   1）祈求圣灵来光照个人的生命，在得罪神的事上求神赦免。 2）祈求神赐智慧给小组长清楚的传达教会未来八年的使命和异象给小组员们。 3）祈求神保守教会合一，弟兄姐妹们竭力装备自己与神同行。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K611GK611GK611GK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恳求主的灵继续自由的运行在教会每一个服事的领域。   2）接下来六个星期所要开办的基要课程，祈求主打开学员的心和恩膏教师团队。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P611GP611GP611GP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祈求神让我们的同工会友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经历祂的大能 2）祈求圣灵启示教会的五重职事带领教会的策略。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N611GN611GN611GN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兴起忠心和顺服的门徒， 紧紧跟随主任牧师夫妇并建立核心团队。 2）教会弟兄姊妹同心合一跟着教会异象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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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选举委员会采取行动对付涉及贿选的候选人与政党, 选民们拒绝金钱政治。 2）为大马自由及公正选举组织（MAFREL）祷告。祷告有足够的义务工作者在重要的投票站监督和观察投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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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四月份开始，GA学房将开放日间课程开放日间课程开放日间课程开放日间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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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洽同工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或詹玉慧詹玉慧詹玉慧詹玉慧姐妹。   A）《等候与争战》，12/4开课，10am– 1:30pm，郑晓颖郑晓颖郑晓颖郑晓颖传道授课。  B）《圣经中的节期》。3/5开课，10am– 1:30pm，陈永祥陈永祥陈永祥陈永祥牧师授课。 3. <得 释 放 得 自 由 > 医 治 释 放 营 ， 25-26 /5。报名费为RM150，即日起接受报名。  咨询∶柯勤超柯勤超柯勤超柯勤超弟兄（012-5080434） 

1. 第九届《苗圃八福新人崇拜》  开课日期∶6/4（周六），  时间∶3-5pm，   地点∶Dataran Hamodal 神所喜悦（1-4堂），祷告帐幕（5-8堂）。  咨询：同工苏丽娥苏丽娥苏丽娥苏丽娥 / 曾秀蓉曾秀蓉曾秀蓉曾秀蓉姐妹。   1. 口出恩言（6/4） 5. 代代平安（4/5）  2. 一笔勾销（13/4） 6. 重新得力（11/5）   3. 笑口常开（20/4） 7. 病得医治（18/5）   4. 一团和气（27/4） 8. 凡事富足（8/6） 

2. 《《《《沙仑玫瑰冰淇淋 沙仑玫瑰冰淇淋 沙仑玫瑰冰淇淋 沙仑玫瑰冰淇淋     , , , , 色彩缤纷漾主心色彩缤纷漾主心色彩缤纷漾主心色彩缤纷漾主心》》》》      日期∶23/4(周二)  时间∶10:00am-1:00pm,   地点∶Dataran Hamodal麦比拉  「 欢迎姐妹」一起来制作冰淇淋，现场品尝，供应午餐， 还能将冰淇淋带回家哦~~  仅收RM10，名额有限，20/4之前快快报名~~~ 联络人：同工高月群高月群高月群高月群（03-7955 0611）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牧区牧区牧区牧区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青年牧区轮值表 青年牧区轮值表 青年牧区轮值表 青年牧区轮值表      本周六（6/4） 下周六（13/4） 讲员 邓榕钧传道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巴柝声牧师  詹贤哲/叶永恒 萧丽盈  黄国成 张伟良实习传道/邢亦惠  江馨薇  叶永恒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1. 少年崇拜报告∶Running TeensRunning TeensRunning TeensRunning Teens    紧张刺激，趣味搞笑，猫和老鼠的竞跑游戏。 你愿意接受挑战吗？ 日期∶4月13日 时间∶4.30pm– 8:00pm 地点∶Dataran Hamodal, 麦比拉 报名费∶RM 5（＊备有晚餐供应） 牧区 地点 负责人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8:30am 成人崇拜 祷告帐幕 江月霞牧师     8:30am 儿童牧区 D. Harmodal 周晓君实习传道     11:00am 成人崇拜 祷告帐幕 江月霞牧师  11:00am 儿童牧区 D. Harmodal 周晓君实习传道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10:30am 沙仑玫瑰 麦比拉 同工高月群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10:30am 长者牧区 麦比拉 同工李新财     5:00pm 少崇事工 神所喜悦 同工李子康     6:00pm GA青年牧区 祷告帐幕 邓榕钧传道     8:00pm GA青年牧区小组 D. Harmodal 邓榕钧传道 

时间 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各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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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31/3/2013 31/3/2013 31/3/2013 3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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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成人崇拜 （第一堂） 215 周二至周五晨祷 162 什一 19,948.00 成人崇拜 （第二堂） 243 本周祷告会 总人数 144 主日奉献  4,729.70 长者牧区（六） 暂停     祷告帐幕  3,500.00 青年牧区（六） 联合 以色列       100.00 少年牧区（六） 联合 MG12 4 18 感恩 2,178.00 儿童牧区 （第一堂） 45 公开小组 30 110 宣教 31,590.00 儿童牧区 （第二堂） 61 其他 沙仑玫瑰（二） 暂停 逾越节 432 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本周接受主人数    5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996996996996    2013201320132013年主日累积接受主年主日累积接受主年主日累积接受主年主日累积接受主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42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62,045.70 62,045.70 62,045.70 62,045.70     
    0.00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4444----5555月教会活动月教会活动月教会活动月教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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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2222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17171717    18181818    19191919    20202020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3333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24242424    25252525    26262626    27272727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4444    28282828    29292929    30303030    5555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3333    4444            月朔月朔月朔月朔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5555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6666    恩爱夫妻营 恩爱夫妻营 恩爱夫妻营 恩爱夫妻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祷告项目祷告项目祷告项目祷告项目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07/4（日）  7:45am GASK服事团队 赖纯玉姐妹  8:15am 主日成人崇拜会前祷告 郑晓颖传道  8:30am GASK崇拜会前祷告 赖纯玉姐妹  10:45am GASK服事团队 周晓君实习传道  10:45am 主日成人崇拜会前祷告 郑晓颖传道  11:00am GASK崇拜会前祷告 周晓君实习传道 09/4（二） 9:30am 教育装备部 杨翠碧实习传道  10:15am 沙仑玫瑰会前祷告 李明珠姐妹  10:30am 西面亚拿（长者） 同工李新财  8:00pm 敬拜赞美 同工洪佩娴  8:00pm 波阿斯 萧惠发弟兄 10/4（三） 10:30pm 教会，土地，个人医治 陈彩云姐妹  8:30am One Thing  郑晓颖传道 11/4（四） 2:15pm 新人福音部 苏小玲传道 12/4（五） 9:15am GA学房 同工李子康  2:30pm 琴与炉 郑晓颖传道 13/4（六） 10:45am 长者崇拜会前祷告 同工李新财  3:00pm 以色列 同工高月群  5:45pm 青年崇拜会前祷告 邓榕钧传道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4444月月月月7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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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黄德隆医生黄德隆医生黄德隆医生黄德隆医生））））    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巴柝声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    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赖瑞婷赖瑞婷赖瑞婷赖瑞婷））））    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江月霞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    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邢志中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周莉君周莉君周莉君周莉君））））    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何丽嫦何丽嫦何丽嫦何丽嫦））））    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陈永祥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谢荣锋谢荣锋谢荣锋谢荣锋    凌翠珊凌翠珊凌翠珊凌翠珊    黄国成黄国成黄国成黄国成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    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    张世勇张世勇张世勇张世勇    张世勇张世勇张世勇张世勇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江慧欣））））    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苏小玲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周莉君周莉君周莉君周莉君））））    李新财李新财李新财李新财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何丽嫦何丽嫦何丽嫦何丽嫦））））    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张伟良实习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李佩婵李佩婵李佩婵李佩婵    林惠蓉林惠蓉林惠蓉林惠蓉    郑佩吟郑佩吟郑佩吟郑佩吟    黄惠瑜黄惠瑜黄惠瑜黄惠瑜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郑佩玲组郑佩玲组郑佩玲组郑佩玲组    李明光组李明光组李明光组李明光组    谢瑞庄组谢瑞庄组谢瑞庄组谢瑞庄组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4444月月月月14141414日日日日））））    

陈明清组陈明清组陈明清组陈明清组    
2013201320132013年事奉轮值表年事奉轮值表年事奉轮值表年事奉轮值表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开课开课开课开课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开课时间开课时间开课时间开课时间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    第9届 《小组长训练》初阶 进行中 （周六） 10 2:00pm 推1 修毕《苗、长、基》 第7届 《基督精兵》 进行中 （周日） 10 9:15am  推1 修毕 《长》 第18届 《长大成熟》 进行中 （周日） 10 11:00am 推1 公开 第1届 《职场事奉》 14/4/2013 （周日） 10 9:15am  11:00am 推2 修毕 《长、基》 第5届 《医治释放》初阶 27/4/2013 （周六） 10 2:00pm 推1 修毕《苗、长、基》 GAGAGAGA学房旁听学房旁听学房旁听学房旁听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开课开课开课开课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    等候与争战 12/4/2013（周五） 45 10am– 1.30pm 推1 修毕《长、基》 圣经中的节期 3/5/2013（周五） 45 10am– 1.30pm 推1 修毕《长、基》 *注∶《苗》∶苗圃八福、《长》∶长大成熟、《基》∶基督精兵 

装备中心装备中心装备中心装备中心            负责人: 杨翠碧实习传道 016016016016----3355030335503033550303355030     只限GA611弟兄姐妹，课程详情请参阅报名表格。    

本周祷告时间表本周祷告时间表本周祷告时间表本周祷告时间表            咨询：郑晓颖传道 03-7955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