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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从今年的逾越节开始，直到明年的住棚节将会有四次月全食、

一次日全食和一次日偏食。当节期来临就是“神指定的日子”到了，

天象也在印证。 

 

一、耶和华布局的日子（士4∶4-7） 

神吩咐巴拉领军上他泊山对垒身处山下平原基顺河，并拥有九

百辆铁车的敌军西西拉，在人的理性分析中属不智之举。人一般不太

能理解神的布局，然而当人愿意踏进神的布局中，就会大大经历神。 

 

二、耶和华走在前头的日子（士4∶13-16） 

走在神的心意中就能抓到神预定的时辰。“今日”是一个祷告

并等候许久的开门机会，也是一个联合信心和出击的时辰。神为巴拉

军队预备了“今日”，于是天象突然改变，基顺河泛滥，敌军灭顶

（士5∶20）。 

 

三、耶和华从软弱中呼召人（士6∶11-12） 

以色列人被米甸压制7年之久，每逢撒种后，米甸人、亚玛力人

和东方人都来攻打他们并将财物一扫而空。基甸长期活在这样的恐惧

里，本该在空旷的麦田里打麦，却为躲避敌军而藏身酒醡打麦。然

而，神在此刻呼叫基甸为大能的勇士，对基甸而言，信仰与事实确有

距离，为了加增基甸的信心和肯定神给他的呼召，神应允了基甸祈求

的印证（士6∶20-21、36-38、39-40） 

 

四、人为耶和华筑新坛、除假神（士6∶24） 

基甸排除异教的熏陶，砍除父亲设立的偶像，他父亲眼睛立时

明亮。筑坛献祭是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家，家居洁净是以神来取代假神

偶像，这能使我们脱离黑暗势力的蒙蔽和辖制。 

 

五、靠耶和华得胜不在乎人多（士7∶2、4、22） 

敌军共有13万5千人，基甸的军队从原本的3万2千人，被神筛选

成三百人。基甸的这场战役得胜是因神的手。争战不在乎人多，而在

于人是否走在神的道路上。 

 

六、耶和华要用的人 

1）除去惧怕胆怯者（士7∶3） 

 惧怕胆怯的人成不了信心的器皿，不能争战。 

 

2）除去习惯轻忽者 

 像狗舔水者是以警醒为生活习惯的人，警醒者才能对付像米

甸这样的黑暗权势。 

 

七、耶和华为人预备一切 

1）预备忠心又有能力的帮手（士7∶10-12）。 

2）预备场景（士7∶13-14），神预先在敌营中动工。将信心放

 在神里，神才能把所预备了的胜利放在我们手中。 

3）预备策略（士7∶19-23），神给基甸军队预备的是人看似简

 单的策略，然而却是取胜的策略。■ 
 

【本主日信息讲于2014年4月13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

（请浏览http://ga611bol.org） 

进入神得胜的时间表 
◎江月霞牧师 经文：士师记 4、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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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 报告 

2. 第五届《比翼双飞幸福营会前说明会》，27/4（日），10:30am，

 祷告帐幕 / 祷告室 2。咨询∶郑国聪传道 

1. 以珥月24小时祷告会，30/4（周三6pm）-1/5（周四6pm），祷

 告帐幕/祷告室2。以珥月是以萨迦支派的月份，也是领受启示、医

 治和连结的月份。鼓励弟兄姐妹带领家人和小组一起来守望祷

 告，并进入蒙福的循环里。请在散会后到服务台登记祷告时段。 

 咨询：黄国成同工。 

亲子区特别注意事项： 

为了让父母和孩子们能舒适地参与整个聚会，教会将增设多用途小

礼堂（右翼）为附加亲子区，供1-3岁的儿童使用。育婴室只供需要

喝奶和睡觉的婴孩。 

4. 克安通牧师特会与日间课程预告《隐藏的宝藏》，29-30/5（四-

 五），10am-1pm，Dataran Hamodal。 

 晚间公开聚会：29-30/5，（四-五），8pm，祷告帐幕。 

 克安通牧师另在新灵崇拜（六3-5pm）、青年牧区（六6-8pm）

 和两堂崇拜讲道。 

3. 母亲节联合崇拜，11/5（主日），祷告帐幕。儿童教会与成人崇拜

 联合崇拜。 

6. 邱珈翔弟兄和赖瑞婷姐妹（邓榕钧传道和郑晓颖传道之组员）定

 于2014年5月17日（六）10: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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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月1日晨祷暂休，5月2日回复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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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 报告 祷告 焦点 

 

「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

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 神

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代下2∶4） 
 

建立24-7，经营神的同在，得着属灵权柄来转化国家是神给GA611

灵粮堂的呼召。为了回应神，教会将进行： 
 

1）每日早晚献祭：1 /4（二）从4月1日开始每天的早祷

 （7:30am-9:00am）和晚祷（3:00pm-4:30pm）。 

2）月朔24小时献祭：犹太历每月的第一天将有全教会24小

 时祷告会。来临月朔24小时祷告会，30/4（周三6pm）-

 1/5（周四6pm），祷告帐幕 / 祷告室2。 
 

 咨询：黄国成同工 

 

 

《孕育拯救的世代》 
 

本周筑坛资料： 
 

一、敬拜：先以一至二首诗歌敬拜赞美神。 
 

二、经文：（士13：4-5）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

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

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

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

士人的手。」 
 

三、祷告 

1. 以色列 

 为希特勒大屠杀的生还者和家人祷告，宣告神的安慰与平安常与

他们同在。（赛 61：2-3）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宣告神的拯救大能临到到以色列。   
 

2. 教会 

 宣告教会是神孕育拿西耳人的“子宫”，一个拯救的时代要从我

们中间被栽培起来。 

 求神保守邢牧师夫妇远离恶者的试探和攻击，并赐予他们启示和

智慧如何与众教会联结。 

 为教会预言中的300祷告勇士代祷，也求神帮助我们建立大卫24

-7祷告的帐幕。 
 

3. 分堂 

 宣告各分堂有更多的门徒倍栽培起来，让神得拯救的计划能够透

过教会临到当地。 
 

4. 国家 

 求神浇灌圣灵在众教会，联合各肢体，同心合一的回应神在这时

刻的呼召。 

 为巴生港口的众教会代祷，求神保守他们远离恶者的试探和攻

击，并能一起走在神的时间表和策略中。 

 为马来西亚求平安，宣告神的恩典和怜悯遮盖我们的国家每一个

层面。  
 

5. 个人 

 求神启示和帮助我们训练更多的教会与职场的门徒，与教会一同

迈向神所托付的使命。 

GAYA 轮值表  

 本周六（26/4） 下周六（3/5） 

讲员/通译 董帖心牧师/李子康 张伟良传道/郑锦程 

主席/通译 洪瑜蔚/邢亦萱 戴绮子/陈秋璇 

敬拜主领 萧丽盈 张朝杰 

www.gaya.org.my www.facebook.com/gayoungadult  

日期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29/4（二） 8:00pm 敬拜赞美 洪佩娴同工 

30/4（三） 10:30am 国家与教会 陈彩云姐妹 

30/4-01/5 6:00pm-
6:00pm 24小时月朔祷告 郑晓颖传道/ 

黄国成同工 

01/5（四） 9:15am GA学房 叶柔和姐妹 

 11:00am 以色列 高月群同工 

02/5（五） 3:00pm MG12新人祷告部 郑晓颖传道 

 11:00pm 列国与众教会 林嘉敏姐妹 

 11:00pm GAYA 复兴祷告会 黄国成同工 

本周祷告时间表 咨询：郑晓颖传道 03-795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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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沙仑玫瑰 
（女人） 

多用途 
小礼堂 

高月群同工 

周六 10:30am 
香柏崇拜 
（长者） 

麦比拉 李新财实习传道 

 3:00pm 新灵崇拜 神所喜悦 邢志中牧师 

 3:00pm 拿约乐园 麦比拉 周晓君实习传道 

 4:00pm GA Youth 祷告帐幕 张伟良传道 

 6:00pm GA Young Adult 祷告帐幕 邓榕钧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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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
at,    56000 KL.     电话：016-2204071 

各牧区与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筑坛献祭，建立24-7 1. 为了培养少年人们对圣经产生阅读的兴趣，及更加了解神话语的

 奥秘，于是少年事工将从5月10日开始，于每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

 开办圣经概览课程，6-7pm，祷告帐幕 / 多用途小礼堂。欢迎13-

 17岁的少年人踊跃报名参加。咨询：李子康同工 

 

5月3日专题：《人人得医治》 
 

人人得医治和健康，乃是神的心意 

每逢星期六，3-5pm，Dataran Hamodal，与您有约。 

《医治系列》 



 

◎2014年4月-6月教会活动◎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7 28 29 30 1/5 2 3 

    
  新灵崇拜 

比翼双飞幸福营 

4 5 6 7 8 9 10 

      新灵崇拜 

11 12 13 14 15 16 17 

      新灵崇拜 

18 19 20 21 22 23 24 

      新灵崇拜 

25 26 27 28 29 30 31 

   克安通牧师特会  新灵崇拜 

1/6 2 3 4 7 5 6 

    新灵崇拜   

◎14/4-20/4/2014 出席人数及奉献统计◎ 

 
 
 
 
崇 
 
 
拜

   

 人次  人次 

 
 
 
 

奉 
 
 

献

  

 RM 

成人崇拜（1） 220 周二至周五晨祷 161 什一   17,632.18 

成人崇拜（2） 254 祷告会总人数 120 主日奉献    40,703.25 

香柏牧区 52 MG12 9 38 祷告帐幕 120.00 

青年牧区 82 公开小组 28 266 以色列      697.00 

少年事工 36 本周接受主人数 0 感恩 1,620.00 

儿童牧区（1） 79 
2014年主日累积接受
主人数   

36 宣教 7,000.00 

儿童牧区（2） 66 2014年累积受洗人数 20 其他 100.00 

新灵崇拜 51 

 
 

沙仑玫瑰 暂停 

Cheras 佳美地  25 

逾越节 625 

总数 1490 总数   67,872.43 

课程 开课日期 费用 时间 报名资格 

第五届 
《婚前辅导课程》 

16, 23, 30/3; 
6, 13, 20/4（日） 

10 
(6堂) 

11am-

12:30pm 
公开 

《如何教养孩子品

德》(二) 

13, 20/4;  4, 18, 

25/5;1, 8, 22, 29/6

（日） 

10 

(9堂) 

9:15am-

10:30am 
公开 

装备中心   负责人: 杨翠碧实习传道 016-3355030  
只限GA611弟兄姐妹，课程详情请参阅报名表格。 上课地点：Dataran Hamodal 

*注∶《长》∶长大成熟、《基》∶基督精兵、《先》：先知预言 

GA学房旁听课程  开课日期 费用 时间 报名资格 

家庭与辅导（上） 4, 11, 18/4;   

16/5（五） 

60 

(4堂) 

10am– 

1.30pm 
修毕《长、基》 

学房之医治释放(上) 4, 11, 18/4;   

16/5（五） 

60 

(4堂) 

10am– 

1.30pm 
修毕《长、基》 

2014年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4月27日） 下主日（5月4日） 

8:30am 11:00am 8:30am 11:00am 

讲员 
潘国成牧师 

（通译：林嘉敏） 

潘国成牧师 

（通译：陈永祥牧师） 

江月霞牧师 

（通译：林嘉敏） 

江月霞牧师 

（通译：陈永祥牧师） 

宣召 
邓榕钧传道 

（通译：李子康） 

张伟良传道 

（通译：曾子莲实习传道） 

邢志中牧师 

（通译：何丽嫦） 

郑国聪传道 

（通译：周莉君） 

主席 谢荣锋 谭维斌 江俊冬 李明光 

主领 杨慧君 杨慧君 邓榕钧传道 邓榕钧传道 

报告 
洪佩娴 

（通译：李子康） 

杨翠碧实习传道 

（通译：曾子莲实习传道） 

郑国聪传道 

（通译：何丽嫦） 

周晓君实习传道 

（通译：周莉君） 

读经 张和风 黄惠瑜 陈秋璇 刘安安 

招待/陪谈 陈玉喜 郑雅拾 林佳蓉 周国林 

场地 谢威胜 陈国良 陈国良 谢威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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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工粉玲姐妹领取。 

 教会各银行户口账号与其用途： 
1) Public Bank (3-13317-3103)∶ 
 主日奉献、十分一、灵粮供应站及其他 
2) Public Bank (3-13317-3334)∶ 
 只限土地、建殿、祷告帐幕 
3) Maybank (5-12334-30127-6)∶ 
 教育装备部和GA学房 

 使用网上奉献（Online Fund Transfer）的弟兄姐妹留意，为了方

 便行政工作，请在Recipient Reference格子里注明奉献种类及个

 人什一奉献编号，范例：No. 68，2014年3月份什一奉献。另请于

 奉献过账后打印出收据，在主日时把收据放进奉献信封并投进奉

 献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