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8/11/2014（二） 19/11/2014（三） 20/11/2014（四） 21/11/2014（五） 

书卷 诗篇 诗篇 箴言 希伯来书 

章节 66 67 29 13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2014年11月16日 
活动 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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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分享 

2 

信息 精华 

相信、捉住、跟随、坚持 
来 3章  

《希 伯 来 书》第 三 章 一 再 强 调“今 天”（来 3 ： 7-8、13、

15），英文版圣经的“今天”使用大字母（Today），这强调了这个

时间的重要性。圣灵今天有话对我们说。 

 

一、相信超越了传统 

《希伯来书》成书期是以色列人缺乏盼望和胆量的时候。他们虽

然信了耶稣，但因崇拜摩西而不知如何看待摩西和耶稣的位置。摩西

代表了传统（来3：3-4），书卷作者以建造房屋为比喻讲解摩西和

耶稣。建造房屋者比房屋更荣耀，耶稣是建造者，祂的荣耀胜过摩

西，位置在摩西之上。相信耶稣就是超越了传统，当以新约的眼光读

旧约。 

 

二、放胆抓着应许（来3：5-6） 

“他的家”与神的家属于相同的字（Oikos）；“可夸”，喜乐

的 意思；“胆量”，有 自信心、放胆、信靠 和信 任的 意思；“坚

持”，表示紧紧地握着。 

摩西是听吩咐，协助管理神的家的人；耶稣基督是有权柄治理神

的家的儿子，也有应许可传承。神透过耶稣给了我们权柄成为祂的儿

女，也有应许可继承。因此，我们要放胆抓着应许，相信祖母堂台北

灵粮堂和母堂香港611灵粮堂有的，我们也会有，越紧紧跟随，就继

承越多。 

 

世界与传统拦阻了我们放胆跟随神。今天，耶稣已经把权柄赐给

了我们和教会，我们可以放胆并有喜乐的信心跟随耶稣、圣灵和教

会。 

 

三、学习跟随神的道路（来3：9-10） 

“作为”的原文意思是道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了，依旧心里

迷糊，没有学到跟随神的道路，惹神厌烦。我们当从生活中晓得神的

带领和圣灵所走的方向。 

 

四、坚持到底与基督有分（来3：14） 

有分，表示同伴、同伙（partakers, partner）。信心坚持到底的

人就是耶稣的同伴或同伙的人，祂会看顾。神一直都在振动世界，世

界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被震动掉，如：经济危机、政治局势或人事变迁

等。倘若我们抓着世界，信心就会被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坚持到

底，神一定看顾我们。 

 

犹太历5775年里，不管在任何环境、挑战和振动；无论大事或小

事，都要举起手转向神、相信祂，紧紧跟随神、圣灵和教会。 

 

母鹰在雏鹰学飞的阶段会震动鸟窝，使鸟窝露出尖锐的荆棘和石

子，以便迫使雏鹰离窝，开始第一次的飞翔。如果雏鹰跟不上热流，

飞翔失败，母鹰就会赶紧展开双翅拯救雏鹰。如此反复数次，雏鹰就

能自己展翅上腾了。神也以此训练我们成为那能展翅上腾的人（申

32：10-11）。■【本主日信息讲于2014年11月2日，经编辑组整理

成信息精华。】（请浏览http://ga611bol.org） 

◎江月霞牧师 

守望者的恩膏 

在这世代中，神正兴起先知性的代祷者──守望者，不让蛇进来！

凡愿意“向前倾身，窥探前方”的男男女女，要留意仇敌的攻击。你

我当成为祂国度里的岗哨、贴身侍卫、看守门户者、设立疆界者，以

及保护者等等，这的确是极高的呼召！我们来理解以下各种祷告名词

的意思和特点： 

 

守门员（Doorkeeper）：他们看守自己的家，保护身边的人，确保仇

敌不致闯入偷窃、杀害和毁坏。 

 

看守门户者（Gatekeeper）：守望者有属灵的能力──在祷告室中，

决定谁或什么事可以进出他们的家、家人的生命、教会和城市等等。

他们藉著圣灵分辨什么可以进来，然后藉著祷告开门及关门。他们请

圣灵进来工作，却拒绝黑暗势力的进入，拒绝设下界线和驱逐仇敌。

例如，若有代祷者对我说，有些不好的事进入我们的团契，我会反问

说：“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是在执勤吗？”我只会简单地对基督的身

体说：“不要把责任推到牧师的身上，你也有责任看守门户。”  

 

保护或保护者（Preserve or Preserver）：守望者使事情免於损坏或

破坏。他们以祷告为遮盖，保护生命、恩膏、神的运行等。我记得有

一次，曾有四位妇女在为她们的田地做守望者。她们的丈夫在田里工

作时，她们就在田埂四围行走，有时一天还走了六哩的路。她们为田

地不受病虫害、冰雹及乾旱等侵害而祷告。她们求神赐智慧给她们的

丈夫耕种、销售，并祷告求差派天使为他们效力。其结果极为惊人：

那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既无风暴、虫害，又没有错误的决定，确实

是丰盛的一年。反之，周遭的人却没有他们的收获，极为困难。我们

相信：这些在代祷中守望的妇女，为神开了祝福他们家庭经济的道

路。 

 

要注意（Pay attention）：守望者必须要儆醒，要注意。这虽是很明

显的事，却非常需要强调。就像是军人一样，神“要我们注意”。人

的生命正濒临危急存亡之秋，庄稼必须受到护卫。守望者，要注意！ 

 

观察（Observe）：这和“注意”的意思一样，但要强调的是注意思

考和敏锐度。不要只是看，还要察看和观察。简而言之就是，守望者

要观看！他们能观察出别人所没有看见的。我们能在祷告中观察到许

多事情，甚至在它们还没发生之前就预先看见。 

 

注意看（Behold）：这词和观察相近，我把它列下来，是要再度强调

看清楚的必要性。 

 

要留意（Beware）：守望者要留心、醒觉和儆醒。《彼得前书》5：

8再次警告我们要儆醒。守望者，务必要留意。留心仇敌如同吼叫的

狮子，当你看到它有动作时，要立刻“迎敌”，用丰盛的恩膏来彰显

加略山的胜利。 

 

保护（Protect）：这词和护卫与保守的意思相同，是指守望者要尽保

护的责任。他们设立保护的城墙或疆界，不让恶者攻击。他们带来神

的祝福。 

 

维护（Maintain）：守望者为主做维护的工作，是个维修员。也许他

们不会立定异象，像别人一样建造或栽植，但他们懂得维护，使事情

运作得宜，并预防损坏。他们维护恩膏、正直、健康，以及国度里的

各样祝福。■（摘录自达屈·席兹所著的Intercessory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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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 报告 

时间 牧区 / 聚会 地点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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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君传道 

周二 10:30am 
沙仑玫瑰 
（女人） 

多用途礼堂 高月群实习传道 

周六 10:30am 
香柏崇拜 
（长者） 

麦比拉 李新财传道 

 3:00pm 新灵崇拜 神所喜悦 郑国聪传道 

 3:00pm 拿约乐园 麦比拉 周晓君传道 

 4:00pm GA Youth 多用途礼堂 张伟良传道 

 5:00pm 周六晚崇 神所喜悦 江月霞牧师 

 7:00pm Cheras佳美地 Cheras 苏小玲传道 
Cheras佳美地 

联络详情 
地址：36B, Jln Mutiara Barat Raya, Tmn Mutiara Barat,    56000 
KL.     电话：016-2204071 

各牧区与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日期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17/11（一） 7:30am 早祷 张龙华弟兄 

 3:00pm 晚祷 黄国山弟兄 

18/11（二） 8:00pm 敬拜赞美 洪佩娴实习传道 

19/11（三） 11:00am 教会与家庭 陈彩云姐妹 

 2:00pm 医治释放部 陈露蒖同工 

 3:00pm 教育装备部 杨翠碧实习传道 

 8:30pm One Thing体系祷告会  郑晓颖传道/ 
黄国成实习传道 

20/11（四） 9:15am GA学房 叶碧兰姐妹 

 11:00am 以色列 高月群实习传道 

 3:00pm GASK 周晓君传道 

21/11（五） 3:00pm MG12祷告部 郑晓颖传道 

 9:00pm 列国与众教会 林嘉敏姐妹 

 11:00pm 拿细耳人祭坛 黄国成实习传道 

22/11（六） 6:00am 国家与以色列 何丽云姐妹/ 
黄国山弟兄 

 7:30am 早祷 杨蕙芳姐妹 

23/11（日） 7:30am 早祷 谢国光弟兄 

本周祷告时间表 咨询：郑晓颖传道 03-79550611 

 

GA611一次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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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主日的10:30-11:00am，我们在接待厅设有茶
点招待，欢迎您们留步享用。 

家事 报告 

11月22日专题：《新琴与新炉》（二） 
 

建立大卫的帐幕，加速属灵大丰收。 

每逢星期六，3-5pm，Dataran Hamodal，与您有约。 

《新恩膏》系列 

4. 装备中心课程第23届《长大成熟》，23/11开课（日），9:15am-

 10:30am，Dataran Hamodal / 推喇奴 1，费用: RM10（5堂）。 

 咨询：邢益英同工 

1. GA Youth《冒险得自由》营会，9-11/12（二-四），马六甲。 
 费用：RM160。报名截止日期：22/11（六），只限GA Youth。 
 咨询：李子康实习传道（017-3512600） 

5. 刘振源弟兄（张世勇同工之组员）和陈香吟姐妹（黄慧瑜姐妹之

 组员）定于2014年11月22日（六）10am，在本教会（祷告帐幕）

 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弟兄姐妹出席见证他俩在神面前彼此立约。 

2. 2014儿童都市生活营《皇族掘星+亲子讲座会》，*特备《先知启示

 性绘画》，3-6/12（三-六），Dataran Hamodal。 

 亲子讲座会时间：6/12（六），9:30am-11:30am。 

 咨询：周晓君传道 

3. 第八届GA学房招生！设立GA学房的主要异象是“恢复与装备全职

 或带职服事神的领袖”。 
 

 招收对象： 

A）有全职呼召，预备自己现在或将来能有效的服侍神。 

B）职场上的弟兄姐妹，却渴望在神的话语上札根、恩赐被发挥

 和牧养服事上有果效的人。 
 

GA学房提供1年制《领袖文凭》与2年制《牧养文凭》课程。 

学习过程中：盼望帮助弟兄姐妹重新恢复生命、经历生命各个领

域的突破，允许神在这一年或二年中透过爱来坚固生命、塑造天

国品格，并预备弟兄姐妹享受服侍的喜乐。欢迎弟兄姐妹一同进

入这新恩膏，踏入新跑道，飞往神为你扩张的新疆界。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在服务台索取报名表格，并参阅尾页详情。报

名截止日期：23/11/2014前。 
 

咨询：杨翠碧实习传道（016-3355030） 

2. 先知启示性绘画，4-7/12（四-日），讲员：孙瑞璘画家与家人。 
 

透过敬拜、诗歌、经文默想、祷告和等候来领受神的启示，加上
学习绘画的基础认识和调色，最重要有渴慕的心，就可以将神的
心意透过绘画表达出来，不会画画的人都可以画。 
 

工作坊：4-5/12（四-五），8pm，祷告帐幕。 
 费用：RM80（含材料费），只限100位GA611灵粮堂的

弟兄姐妹，先到先得，额满为止。咨询：詹晓慧同工 
 

崇拜 ：6/12（六），5pm，Dataran Hamodal； 
 7/12（主日），8:30am、11am，祷告帐幕。 

6. 恭贺邓榕钧传道与郑晓颖传道（邢志中牧师与江月霞牧师之G12）

 蒙神恩宠，于11月13日赐下爱女邓喜恩，母女平安，愿神爱与

 保护常在他们家中。 

1. 组长按立礼，21/12（日），11am，祷告帐幕。 

 按立条件：经G长推荐、牧养三个组员满三个月、完成必修课以及

 《组长训练初阶》。截止日期：7/12（日）。 

 咨询：陈露蒖同工 / 许瑞瑛姐妹。 

7. 教会失物待领箱里存放着各式失物，如：圣经、衣服和水壶等等，

 请有遗失物件的弟兄姐妹到入口处领取。倘若物件无人领取，教会

 将于11月30日将物件捐赠慈善机构。 

8. 特别报告：祷告帐幕维修屋顶工程。工程涉及范围：左右翼有盖花

 园、VIP房、婴儿室、男女生厕所。工程为期10个星期，17/11

 （一）动工，请弟兄姐妹注意安全，并留意教会随时做出的更动。

 主崇期间，男女生厕所仍开放使用。 



 

◎2014年11月-12月教会活动◎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医治释放营 

30 1/12 2 3 4 5 6 

   儿童教会《都市生活营》  

7 8 9 10 11 12 13 

  GA Youth 营会   

14 15 16 19 20 17 18 

       

◎3-9/11/2014 出席人次及奉献统计◎ 

 
 
 
 
崇 
 
 
拜

   

 人次  人次 

 
 
 
 

奉 
 
 

献

  

 RM 

成人崇拜（1） 226 周二至周五晨祷 198 什一    35,195.31 

成人崇拜（2） 221 祷告会总人次 120 主日奉献      6,851.45 

成人崇拜（3） 86 MG12 1 8 祷告帐幕 251.20 

香柏崇拜 44 公开小组 65 258 以色列    500.00 

新灵崇拜 49 本周接受主人数 - 感恩 70.00 

沙仑玫瑰  23 
2014年主日累积接受
主人数   

94 宣教 150.00 

Cheras佳美地 24 2014年累积受洗人数 24 其他 0.00 

GA Youth 

（少年） 
32 

 
 

儿童第一堂 63 

儿童第二堂 89 

拿约乐园 24 

哈比小橄榄 15 

总数 896 总数    43,017.96 

课程 开课日期 费用 时间 报名资格 

第一届 

《华语听说初级班》 

25/10/14起 

（逢周六） 

10 

(每月) 

11am-

12.50pm 

不谙华语、 

零基础者 

第九届 

《先知预言中阶》 

09, 16, 23,30/11, 

07/12 （逢主日） 

RM10 

(5堂) 

11am-

1.00pm 

修毕《先》

初阶者 

第23届 

《长大成熟》 

23/11, 7, 14, 21及

28/12 （逢主日） 

RM10 

(5堂) 

9:15am-

10.30am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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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樱馨同工            上课地点：Dataran Hamodal 

*注∶《长》∶长大成熟、《基》∶基督精兵、《先》：先知预言 

网上奉献步骤： 
1. 请在Recipient Reference格子里注明奉献种类及什一奉献编号。 
2. 打印出收据放入奉献袋中，于主日时投入奉献袋。 

祷告 焦点 《一次献祭，永远完全》  
 
经文：“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

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

人。”（来6：11-12） 
 

1. 以色列 

 求神使以色列高过四面仇敌，以色列军警先发制人，使仇敌的计谋

不能得逞。宣告凡攻击以色列的器械必不被利用。 

 求神赐下智慧和谋略给以色列政府来面对和处理外交事务。 
 

2. 教会 

 求神帮助弟兄姐妹更深认识信仰与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圣灵与圣

经活出真正的自由。 

 求神的灵大大浇灌教会，速速兴起预言中的300祷告勇士来建立24-

7大卫的帐幕。 

 特别为建殿委员们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和谋略的灵在他们身上来

预备第二期的建殿计划。 
 

3. 分堂 

 求神启示帮助各分堂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刚信主的在耶稣基督的

救恩有更深的认识。 

 GK611：为来临12月13日新生命嘉年华会代祷，求主释放他的启

示与和睦的恩膏。 

 GN611：为新人跟进与牧养事工代祷，求神加添智慧和工人帮助

教会。 
 

4. 国家 

 求神保守众教会的合一，在这时刻起来为国家守望。 
 

5. 个人 
 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我们扎根在信仰的根基，并成为

一个属灵成熟的门徒。 

支 票 奉 献 ， 抬 头 请 写 G A 6 1 1 
Bread Of Life Centre。若弟兄姐
妹需要奉献收条，请于每月的第
二个主日向同工粉玲姐妹领取。 

教会各银行户口账号与其用途： 
1）主日奉献、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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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基金 

 

目标 
 

RM280,000 

 

 

 

 

 
 

累积奉献 

RM48,848.00 

 

支出 

RM75,794.30 

筑坛献祭，建立24-7 

筑坛献祭（每天） 月朔24小时筑坛（每月） 

早祷（7:30am - 9:00am） 11月23-24日（6pm - 6pm） 

晚祷（3:00pm - 4:30pm） 12月22-23日（6pm - 6pm） 

咨询：黄国成实习传道 

学房招生 

报名截止 笔试 面试 新生营 开课日期 

23/11 
29/11（六） 

11am-12pm 

29/11（六） 

1pm-3pm 

8-9/1/2015 

（四-五） 

2015年 

1月14日（三） 

GA学房 
负责人: 杨翠碧实习传道              上课地点：Dataran Hamod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