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05050505月月月月12121212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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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报二维码周报二维码周报二维码周报二维码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14/014/014/014/05555/2013/2013/2013/2013（（（（二二二二））））    15/05/201315/05/201315/05/201315/05/2013（（（（三三三三））））    16161616/0/0/0/05555/2013/2013/2013/2013（（（（四四四四））））    17171717/0/0/0/05555/2013/2013/2013/2013（（（（五五五五））））    书卷书卷书卷书卷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章节章节章节章节    1 3 4 使徒行传 2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本周晨祷读经经文本周晨祷读经经文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字面的含意是“许多星期”，亦即七七节。犹太历西弯月六日，约於阳历五月底或六月初。在《利未记》23∶15-22，神要求祂的子民要在初熟节（Feast of First fruits）后七个星期的次日庆祝七七节（Shavuot）。七七节的希伯来文原义是“许多个星期”（weeks），所以也称为Feast of Weeks。因这节日发生在逾越节安息日后的第五十天，希腊文又称它为五旬节。这节日是用来庆祝收获的季节，百姓将收割的麦子献给神，以迎接连续而来的夏季收获与祝福。五旬节、逾越节和住棚节是神命令所有以色列男子每年上圣城耶路撒冷朝拜的三大节日。五旬节时，百姓必须带两块有酵饼来献给上帝为祭。这是一年当中唯一将有酵（罪）的饼拿来献祭的日子。   这节日也是为了欢庆大麦收割完毕，以及小麦收成的开始，故又被称作收割节。同时，也是庆贺春末时节所收割的初熟果子，故又称作初熟节（与逾越节期中的初熟节不同的是，前者是收割大麦，此处是收割小麦）。而且根据犹太拉比们的推算，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神於西乃山向摩西启示律法为止，刚巧过了七星期，所以这节日也被视为律法颁赐日；换言之，它也是以色列民族诞生的时刻。而因着神精心的安排，神也在同一天将圣灵赐给了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五旬节这一天也被视为教会诞生的日子。神吩咐以色列人在五旬节时奉上有酵的饼，酵代表着假冒、不洁、罪恶，象徵神的百姓要献上未信主的人，领他们归主。在主复活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初信主的那三千人，就是成为祭物献给神的第一批收成。神指定的节日（指预定的时辰）美妙地表达并展现神对人类的情感与主权的预告。   传统上，犹太人在五旬节这一天习惯以鲜花、水果及绿叶来布置会堂与家里，并食用乳制品和蜂蜜，藉此表明神的律法就如同蜂蜜与牛奶之於我们的口一样地甘甜芳香。他们也会习惯性地阅读《路得记》，讲述大卫王诞生的事迹（大卫王的生日与忌日都在五旬节这一天）。有人推测是因《路得记》的故事发生在收割的季节，虽然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深信《路得记》中的预言讯息，才是促成圣灵大大浇灌在世上的启示与关键。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和信徒的身上，正好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五旬节，在这一天，圣灵将神的国度以空前的方式迎接到世上。■（撰自：珊朵拉‧泰普林斯奇） 



 

    在夫妻营里，我们最大的得着就是可以彼此饶恕，甚至到了最后一刻，神医治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带着婚姻的祝福回家。感谢神那无比的爱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于神！（文宏 & 玉清）   在营会里学习到关系坦诚、彼此透明才能进入蒙福。我们的关系透过这两天三夜真实被恢复了。我们在ABC的过程中听见了彼此的心声，才发现这13年的挂名夫妻生活里，虽然同住一屋檐下，大家因为没有沟通和彼此肯定，导致累积了很多的垃圾，使我们彼此对婚姻失去了信任，甚至几乎破裂。我们深深感觉亏欠了我们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夫妇俩一致宣告，彼此常心怀恩情，彼此常口出恩言，彼此再重新出发；我们一定要突破，我们一定要幸福！（世维 & 燕君）   我们在夫妻营里学会聆听配偶的心声和感受。也学习了如何有效地用语言来沟通，而不至出口伤人。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包容、互相尊重，更愿意学习自己先做出改变。（国林 & 慧霞） 

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属性    

◎◎◎◎陈炎明牧师陈炎明牧师陈炎明牧师陈炎明牧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出33∶13）神本是施恩的神，要更多得着神的恩，就要更多认识他。与神关系密切的摩西都祈求主让他更认识祂，更明白祂的心意，我们的生命更要不断认识神。  一一一一、、、、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的应许永不改变    （出33∶1） 神永不忘记祂曾说过的话，祂会让其成就。神应许亚伯拉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这事数百年以后真的成就了，神不会忘记他说过的话。有些人需要等候许多年，应许才成就，这乃是因为神在等候人成长，好让人能真正踏入应许里。 透过种种的例子，神在告诉我们祂是个信实的神，并会按着祂的话语成就应许。因此，我们要抓着神的应许去经历神，得着神迹。 二二二二、、、、神要与人建立更深的关系神要与人建立更深的关系神要与人建立更深的关系神要与人建立更深的关系    （33∶7、11） 素常含有常常、惯性的意思。人要常常主动去与神建立关系，为这关系付上主动的代价。关系需要时间建立和经营。摩西之所以能与神建立如同朋友般的关系，因为摩西不断亲近神。就连他的接班人约书亚成为被选上承接他的使命，因为约书亚也同摩西一样，常常主动亲近神。 摩西与神的关系甚至去到能劝服神改变心意的阶段，可见有关系就有神迹。当我们与神的关系越亲密时，我们就越能感觉到神就在我们左右。 三三三三、、、、神是慈爱有恩典的神神是慈爱有恩典的神神是慈爱有恩典的神神是慈爱有恩典的神    （出34∶6） 神是个给我们足够时间和空间反省并成长的神。祂的慈爱与恩典大过我们所有过犯和罪恶。祂的丰富足以让我们在爱中经历祂。纵使生命经历许多波折，然而神的慈爱和恩典能让我们撑过去，走进之后的丰富里。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哪怕我们眼前没看见，祂依旧不改变。然而，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关系越深，就越经历到神活在我们的每一天，从而意识到神是那一位有怜悯和恩典的神，祂不长久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本主日信息讲于2013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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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出出》》》》33333333----34343434章章章章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精华精华精华精华    夫妻营夫妻营夫妻营夫妻营    感言感言感言感言    

RM227,484.32 RM154,285 
RM125,715 RM142,5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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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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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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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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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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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建殿和宣教奉献报告    

RM208,014.32 

RM161,985.68 

RM145,195 

RM13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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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跟从神的同在前往跟从神的同在前往跟从神的同在前往跟从神的同在前往】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 [出埃及记40∶36-37]  教会教会教会教会    1. 祈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清楚听见祂的声音和顺从圣灵的带领。 2. 祈求圣灵新鲜的膏油膏抹我们，带着能力一起迈向未来八年的异象。 3. 祈求神供应帐幕建筑所需的基金，建筑工作能够顺利的如期完成。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K611GK611GK611GK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 愿神的恩膏与启示引导陈牧师夫妇，带领教会进入新的季节里。 2. 为参与母亲节主崇未信主的母亲们祷告，愿神的救恩临到她们的生命。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P611GP611GP611GP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 祈求神将更多的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并将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 2. 祈求神将更多的启示赐给教会，好让我们能够在这启示的季节里与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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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堂分堂分堂分堂∶∶∶∶GC611GC611GC611GC611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灵粮堂    1. 将于5月19日正式开堂，求主兴起核心的团队与她一起建立教会。 2. 求神赐能力和恩膏，特别求主兴起在祷告和敬拜有恩膏火热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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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神把正直的政治领袖摆在国家重要的位置上。 2. 祈求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众教会，让复兴的火在这时间更大的燃烧起来。 3. 为国家求平安，宣告神的爱、喜乐与和平临到每一个族群。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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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下周六（18/5） 讲员 邓榕钧传道/陈秋璇 主席 敬拜主领 清洁组 克安通牧师/黄德隆医生 张伟良实习传道/叶永恒 张朝杰 冯百娟 张伟良实习传道/邢亦惠 萧丽盈 张世勇 GA青年牧区小组，8pm，Dataran Hamodal。 3 

牧区牧区牧区牧区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1. 母亲节联合崇拜母亲节联合崇拜母亲节联合崇拜母亲节联合崇拜，12/5（日），两堂儿童崇拜将各别与两堂成人崇拜联合。 

3. 欢迎参加《《《《苗圃八福苗圃八福苗圃八福苗圃八福6~~6~~6~~6~~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重新得力》》》》，18/5（六），3-5pm，地  点更改至Dataran Hamodal。  《苗圃八福》第六课“重新得力”，藉着有力的见证，深入浅出的教导和权能服事，帮助我们认识圣灵，渴慕天天被圣灵充满，过圣洁生活，见证耶稣。欢迎新朋友临场报名！  

7. 恭贺杨明祥杨明祥杨明祥杨明祥弟兄与林慧君林慧君林慧君林慧君姐妹（李明光李明光李明光李明光弟兄与杨翠碧杨翠碧杨翠碧杨翠碧实习传道组 员）蒙神恩宠，于4月7日赐下爱子杨宇杨宇杨宇杨宇喆喆喆喆，母子平安，愿神爱与 保护常在他们家中。 

5. 母堂香港611将举办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第一届国际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爱爆灯家庭营》》》》（IFRC  2013），26-29/8，Philea Resort & Spa，马六甲。邀请611大家 庭的弟兄姐妹全家一同开心度假。藉着轻松的分享与活动，一起 建立Shekinah的氛围，让神的荣耀乐意住在你我家中。参加对 象：一般家庭必须双亲皆儿女参加，单亲家庭必须单亲皆儿女参 加。儿女年龄须小于19岁。报名截止日期：2013年6月15日   费用 ：12岁以上，每位RM1,080；未足12岁，每位RM820；      未足4岁，每位RM120；未足2岁，免费。  负责人：同工洪佩娴洪佩娴洪佩娴洪佩娴（012-6311448） 6. 组长按立礼组长按立礼组长按立礼组长按立礼，6月上旬。请MG长们填妥并呈交《MG12小组长 按立申请表》给MG12部。按立条件为：已受浸且经所属父系 小组同意推荐；已修毕必修课《苗、长、基》及《小组长训练 初阶；独立或与父系小组长共同开大O三个月以上，并有3个或 以上稳定出席小组聚会的组员。截止日期：15/5（周三）   负责人：郑晓颖郑晓颖郑晓颖郑晓颖传道/邢益英邢益英邢益英邢益英同工 

2. 五旬节祷告会五旬节祷告会五旬节祷告会五旬节祷告会，15/5（三），8:30pm，祷告帐幕。鼓励全民一同 守节。 
4. 装备中心课程装备中心课程装备中心课程装备中心课程：  A）第19届《长大成熟》，19/5（日）开课。  B）第8届《基督精兵》，19/5（日）开课。 

1. 感谢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拔冗前来分享，愿主的宏恩厚福倍赐于他！ 

8. 16-21/5，江牧师、邢牧师、黄德隆医生前往廊开及老挝。 



 

◎◎◎◎29/429/429/429/4----5/5/2013 5/5/2013 5/5/2013 5/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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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周二至周五晨祷 184 什一   30,965.00 成人崇拜 （第二堂） 联合 本周祷告会 总人数 176 主日奉献    3,007.05 长者牧区（六） 52     祷告帐幕 50.00 青年牧区（六） 60 以色列       400.00 少年事工（六） 31 MG12 3 18 感恩 10.00 儿童牧区 （第一堂） 54 公开小组 53 187 宣教 630.00 儿童牧区 （第二堂） 联合     其他 0.00 苗圃崇拜 （六） 暂停 
 

沙仑玫瑰（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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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45445445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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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85858    总数总数总数总数            35,062.05 35,062.05 35,062.05 35,062.05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5555----6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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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13131313    14141414    15151515    16161616    17171717    18181818    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            五旬节五旬节五旬节五旬节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    19191919    20202020    21212121    22222222    23232323    24242424    25252525                        GAGAGAGA学房医治释放营学房医治释放营学房医治释放营学房医治释放营    26262626    27272727    25252525    29292929    30303030    31313131    6666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教牧按立礼教牧按立礼教牧按立礼教牧按立礼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3131313    14141414    15151515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5555月月月月19191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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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    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克安通牧师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陈雪陈雪陈雪陈雪嫄嫄嫄嫄实习传道实习传道实习传道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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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林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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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郑元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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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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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    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    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郑锦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明光李明光李明光李明光    凌翠珊凌翠珊凌翠珊凌翠珊    黄进祥黄进祥黄进祥黄进祥    郭旭东郭旭东郭旭东郭旭东    主领主领主领主领    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    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邓榕钧传道    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    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郑晓颖传道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李新财李新财李新财李新财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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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曾子莲））））    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陈樱馨    （（（（通译通译通译通译：：：：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李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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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郑佩吟郑佩吟郑佩吟郑佩吟    黄惠瑜黄惠瑜黄惠瑜黄惠瑜    张和风张和风张和风张和风    李明珠李明珠李明珠李明珠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陪谈陪谈陪谈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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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雅拾组郑雅拾组郑雅拾组郑雅拾组    萧慧霞组萧慧霞组萧慧霞组萧慧霞组    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    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陈国良    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谢威胜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5555月月月月12121212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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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报名资格    第1届 《职场事奉》 14, 21/4; 26/5; 2，9, 23/6 （日） 10 (6堂) 9:15am  修毕 《长、基》 第19届 《长大成熟》 19, 26/5, 2, 9, 23/6（日） 10 (5堂) 9:15am 公开 第8届 《基督精兵》 19, 26/5, 2, 9, 23/6（日） 10 (5堂) 11:00am  修毕《长》 GAGAGAGA学房旁学房旁学房旁学房旁听课程听课程听课程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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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中的节期 10, 17/5（五） 30 (2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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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地点：Dataran Hamo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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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日） 7:45am GASK服事团队 周晓君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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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君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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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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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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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三） 10:30am 教会，土地，个人医治 陈彩云姐妹  8:30pm One Thing  郑晓颖传道  8:30pm 焦赖生命点 方献美姐妹 16/5（四） 9:15am GA学房 同工李子康  2:30pm 新人福音部 同工苏丽娥 17/5（五） 2:30pm 琴与炉 郑晓颖传道 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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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