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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藉着基督，因信称义（罗5：1-2） 

因信，得与神和好并站在恩典中。在律法下，人人都犯罪，因

为律法叫人知罪、知道好坏和对错，并且被定罪，无法翻转。然

而，耶稣为我们死，担当了罪的代价，使我们不但不被定罪，还可

以从罪刑中被释放，得称义，这就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换取的恩典。

但，不可滥用恩典，得赦免以后就不要再犯罪。 

 

称义的原文意思为宣告无罪（罗3：23-25），表示从控告中

得释放，如同回到没有犯罪的时候。良好和敬虔的行为是爱神的表

现，无法让人称义，唯有信心（相信耶稣）才能让人称义。 

 

二、藉着基督，以神为乐（罗5：3-11） 

能在患难中依然喜乐的三个原因：第一、因圣灵将神的爱浇灌

下来（罗5：5）；第二、人在罪中时，耶稣已为人死（罗5：6-

7）。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仍旧在罪中时，耶稣因着爱我们而愿

意以死来承担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当喜乐。第三、知道有好事会发

生（罗5：3-5）。积极的忍耐是知道有好事会发生，这样的忍耐

能生出老练的品格，盼望就会随之而来。 

 

以神为乐的原文为自夸，以神为自夸，夸耀祂的救赎和成就在

我们身上的作为；夸耀自己和他人，表示放大彼此的优点，放小弱

点。 

 

三、藉着基督，恩典做王（罗5：12-21） 

A）律法 + 罪 = 死亡  

没有罪，律法无法发挥功效，也不会有死亡的刑罚；罪的出

现，律法得以发挥审判的角色，定人的罪，带出“死”的刑罚。 

 

B）罪 + 恩典 = 生命（罗5：20-21） 

我们的盼望是“神所赐的恩典大过罪”。耶稣胜过死亡，赦

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需面对死亡，并得永生。因此，我们是蒙

恩的，不需要依靠行为来取悦神，当从律法的控告下和自责里走

出来，活在“因信称义”之下，靠着相信耶稣，进入救赎里。 

 

既然蒙恩，就当施恩予人。恩典带来生

命，耶稣就是最好的典范，祂与罪人生活

在一起，接纳、赦免和医治他们，带给他

们重生的机会。律法生出律法，将人拒于

千里之外，使人无法得着恢复。恩典越

多，爱就越多；爱越多，恢复就越多。■ 

【本主日信息讲于2015年9月20日，经编

辑组整理成文。】 

住棚福气，启动《耶稣5-52》大丰收 

信息 精华 

恩典做王 

◎邓榕钧传道 今年的住棚庆典里，我们都亲眼见证神

的恩典何等丰盛，祂真是个垂听祷告的好

神！庆典前夕的两堂主日崇拜里，弟兄姐妹

上下同心举手求主拨开已陷入不健康水平的

浓厚烟霾，好让晚上大家可以在健康的空气

下享用宴席。第一堂结束以后，我到外面观

看天空，发现凉风习习，烟霾被风吹走了一

半！第二堂时，我们再接再厉同心祷告，结

果绵绵细雨降下滋润干燥的空气，神真好

啊！ 

  

庆典时，全场爆满！弟兄姐妹纷纷带着礼物，大大小小献上

新歌，同心颂扬奇妙的主，神的同在极大降临，大家都享受其

中。我在台上宣告从28日开始，天要降下恩雨滋润大地，预备

《耶稣5-52》大丰收，结果这几天雨水连连，有时还一天下两场

大雨！神在印证我们走对了方向，因此福气不断倾倒给我们。

《耶稣5-52》第一天，就有姐妹经历走祷祝福人群带下的大能，

以下是她的见证： 

  

一直以来，我对异族存有戒心，但9月28日那一天，我极大突

破了。我和妹妹到一间超级市场购物，预备付钱时，发现前面置

放着一个购物篮子和一个坐着小孩的购物车，于是便顺序越过，

到前面排队。不久，有个印裔老妇人出现了，我才知道原来购物

篮和购物车是她的，于是把位子让了给她。接着，她的另外两个

家人也来了，从他们的肢体表达和眼神，我深觉他们好像在投诉

我，使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在我付钱时，就看见小孩的妈妈拿着小孩刚才把玩的棒棒糖

走回柜台，希望收银员让她插队直接付钱，但收银员不肯。我当

时想也没想，直接从她手中拿过那两支棒棒糖，请正在结账的妹

妹帮忙付钱。这妈妈想还钱给我，我拒绝并说：“这是一份礼

物，送给你的。”经过两三次的拉扯，我心里有非常强烈的感

动，二话不说就抱着她，不断告诉她：“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这是给你的礼物。”她非常讶异我的举动，不敢相信竟然有个华

人会给她那么热情的拥抱。最后，她带着愉快的笑容离开了。 

  

弟兄姐妹，从姐妹的见证看见，意识到这季节是走祷和祝福

社群的时刻，是非常有能力的。不但改变了当时身处的区域，也

预备柔软人心，释放神的爱到凡走过的地方。当我们在神的Kairos

里愿意跟随圣灵的指示，会发现很有神、很真实，也会令人感动

不已。神会在《耶稣5-52》里为我们展开许多人际网络，为丰收

打开人心。愿弟兄姐妹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学习留心圣灵的声

音，带着意识地发掘四周的氛围，这样就能真实经历走祷的大能

和福气了。■ 

罗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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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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am，我们在接待厅设有茶点
招待，欢迎您们留步享用。 

家事 报告 

10月10日主题：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危机变转机 

每逢星期六，3-5pm，Dataran Hamodal，与您有约。 

《基督徒工作侍奉乐》系列 

各事工负责人 

事工 负责人 事工 负责人 

医治释放 陈露蒖同工 录影 王礼和弟兄 

洗礼/陪谈 曾秀蓉同工 音响/灯光 张伟良传道 

权能服事 黄国成实习传道 敬拜赞美 洪佩娴实习传道 

文字翻译/通译 陈永祥牧师 丧礼 李新财传道 

装备中心 陈得撒同工 婚礼 郑晓颖传道 

MG12祷告部 郑晓颖传道 新人 李佩婵同工 

学房/职场学校 邓榕钧传道 转化学校 Ps. Pam 

媒体/网络 张伟良传道 文宣/文字 詹晓慧同工 

植堂 陈永祥牧师 宣教 Ps. George 

招待/ 

灵粮供应站 
高月群实习传道 清洁组 廖宝真实习同工 

场地/交通 谢益和弟兄 
演示文稿

（PPT） 

钟佩仪同工/ 

李子康实习传道 

1. GA分堂牧者领袖国际夫妻营，19-22/10（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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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11am 

儿童牧区 

（3-12岁） 
D. Hamodal 周晓君传道 

 11:00am 成人崇拜 祷告帐幕 江月霞牧师 

 11:00am 哈比小橄榄 多用途礼堂 周晓君传道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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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比拉 陈露蒖同工 

 3:00pm 
拿约乐园 

（3-12岁） 
迦巴鲁 周晓君传道 

 3:00pm GA Uni 神所喜悦 张伟良传道 

 4:00pm GA Youth 多用途礼堂 张伟良传道 

 5:00pm 周六晚崇 神所喜悦 邓榕钧传道 

 7:00pm Cheras佳美地 Cher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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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  报 告 

陈国方、陈明慧、符策渊、邱美凤、刘安安、黄国山、张华英、

 张添坤、郑长庚、李丽萍、何丽嫦 

 

2. 婴孩奉献祝福礼，11/10（日），11am，祷告帐幕。 

 咨询：曾秀蓉同工 

3. GA网络暨11周年堂庆《全面恢复，万物复兴》，14-18/10（三

 -日），祷告帐幕。 
 

GA611灵粮堂即将迈入第12年，在这关键的时刻里，让我们同心

合意进入全面恢复，万物复兴的恩膏里，领受更多去牧养与被牧

养的能力，经历各层面的恢复，不限制地拉长绳子、扩张帐幕。 
 

GA网络是传递教会新季节和新方向的平台，这次网络上午4堂的

课程主打教导如何牧养、GA611牧养理念和倍增小组的方法。下

午工作坊则学习认识自己的领导潜能，以及发挥自己在团队里的

领导魅力。教会很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GA网络会

议》，预备全体总动员进入《耶稣5-52》。 
 

A）报名详情： 

参加对象：GA611全体弟兄姐妹、分堂牧者领袖 

收费：RM60 / RM80（临场报名） 

咨询：许瑞英姐妹 
 

B）节目详情： 

日期 节目详情与时间 

14/10 

（三） 

晚间公开特会1《重摆次序、重新站立》 

（8-10pm） 

 

15/10 

（四） 

晨 祷 （ 7 : 30 - 9a m ） 、 日间 课 程 1& 2 《 牧 养 》

（10am-1pm）、工作坊1（2-4pm）、晚间公开

特会2《心意更新而变化》（8-10pm） 

 

16/10 

（五） 

晨 祷 （ 7 : 30 - 9a m ） 、 日间 课 程 3& 4 《 牧 养 》

（10am-1pm）、工作坊2（2-4pm）、晚间公开

特会3《全面恢复，万物复兴》（8-10pm） 

17/10 

（六） 

 

第三堂崇拜暨成人礼（5-7pm） 

18/10 

（日） 

11周年堂庆（10am-12:30pm） 

*成人与儿童各别崇拜 



 

祷告会时间表 

早祷：7:30-9am / 晚祷：3-4:30pm                   咨询：黄国成实习传道 03-7956 7709 

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第二周二 
10:30am - 
12:30pm  

西面亚拿 李新财传道 

1pm - 3pm 沙仑玫瑰 郑雅拾姐妹 
每周三  

3pm - 4pm 圣地 高月群实习传道 

每周四 11am - 1pm 教会与家庭 陈彩云姐妹 

每周五  
9pm - 11pm 列国与众教会 林嘉敏姐妹 

11pm - 1am 拿细耳人祭坛 黄国成实习传道 

第一周六 
7:30pm - 
9:30pm 

青少年 李子康实习传道 

第一、三 
周六 

11am - 1pm 大卫帐幕 詹晓慧同工 

第二、四 
周六 

6am - 8am 国家与圣地 
何丽云姐妹/ 
黄国山同工 

第二、四 
周六 

8pm - 10pm 大专生 赖家豪弟兄 

祷告 焦点 《为主而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
或死，总是主的人。”（罗14：8） 
 

1. 圣地 

 为犹太人的救恩祷告，求神打开他们的心眼，并认识耶稣就是弥

赛亚。 

 求神保护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够在反犹情势之中有平安，并有

足够的资源能速速的从各国回归圣地。
 

2. 教会 

 为第一个“52”（走祷与祝福）祷告，求神赐小组长们有智慧来

安排和分配走祷方向。 

 为有参加来临GA网络各分堂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和讲员们祷告，

求神恩膏和带领他们进入教会的水流。 

 为教会的掌舵委员们祷告，求神赏赐启示、智慧和谋略的灵来

带领教会进入新的季节。 
 

3. 分堂 

 GK611：为来临的医治释放营祷告,求圣灵膏摸和带领。 

 GC611：为青少年和儿童事工的经费供应代祷。  
 

4. 国家 

 为马来西亚和国家的政治领袖代祷，求神赦免和怜悯我们得罪

祂之处。 
 

5. 个人 

 求圣灵带领和计划接下来的时间表，如何与《耶稣5-52》同

行。 

*《初》：初信造就、《遇》：遇见神营会、《长》：长大成熟、《基》：基督精兵、 

  《先一》：先知预言一 

*所有课程均不接受临场报名，唯补课除外。 

各类 

课程 

主领

教师  

上课 

日期 

报名 

资格 

第10届 

《先知预言 2》 

先知预

言团队 

6, 13/9 ;4, 

11/10; 1/11 

(日) 11am  

已修毕《初》或

《遇》、《长》、

《基》及《先一》  

2015 年装备中心第三季装备课程 
 

*只限GA611弟兄姐妹，课程详情请参阅报名表格。           上课地点：Dataran Hamodal 

 
 

支 票 奉献 ，抬 头 请写 G A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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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611宣教植堂预算
（5/2015 - 4/2016） 

累积奉献 

RM111,281 

 

 

 

 

预算 

RM400,000 

 

 

 

 

 

网上奉献步骤： 
 

A）请在Recipient Reference 格子里注明奉献种类及什一奉献编
号。 

B）打印出收据放入奉献信封中，于主日时投入奉献袋。 

◎21-27/9/2015 出席人次及奉献统计◎ 

主崇与牧区 人次  人次 奉献 RM 

成人崇拜 1  267 晨祷 256 什一   22,360.45 

成人崇拜 2 240 祷告会总人次 13 584 主日奉献     7,497.05 

成人崇拜 3 57 MG12 0 0 祷告帐幕 11,000.00 

香柏崇拜 公开小组 32 146 以色列    20.00 

联合 
新灵崇拜 本周接受主人数 16 感恩 600.00 

沙仑玫瑰  本年累积信主人数 149 宣教 1,100.00 

Cheras佳美地 本年累积受洗人数 61 其他 37,361.60 

GA Youth 299 

 
 

儿童第一堂 60 

儿童第二堂 70 

拿约乐园 联合 

哈比小橄榄 18 

住棚节 915 

总数 1,926 总数   79,93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