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1/12（一） 22/12（二） 23/12（三） 24/12（四） 25/12（五） 26/12（六） 

书卷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章节 7 8 9 10 11 12 

2015年12月20日 
活动 预告 

       本周晚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备注：任何变动，以《家事报告》为准。 



 

活动  预告 

2 2 

主寻找要用的人信息 精华 ◎江月霞牧师 路19 章 

一、耶稣要住在罪人家 

撒该是个贪财、欺骗人、没有道德和不断挖取钱财的财主，也

是个未得救的人（路19：1-2）。他万万没想到因着自己渴望看见

耶稣的心，而使耶稣住进他的家。 

 

1. 真正的看见（路19：3-4） 

A）撒该的“看”是寻找的看（路19：5-7） 

撒该想看耶稣是不是他所要敬拜的神；他付出代价去看清楚

耶稣的身份。 

 

B）当耶稣“看”见撒该的心，就决定住在他的家 

住，原文意思是常住下来。神要入住真心寻求祂，并且愿意

悔改之人的家。我们的心决定神是否居住下来。 

 

C）众人的“看”见却是论断性的看 

骄傲、不贴近天父心的人是看不见真理的，认为耶稣住在撒

该家是糟蹋自己的行为。 

 

2. 生命大翻转（路19：8-9） 

一旦神住在我们的家，生命和家庭必会改变。当耶稣住进撒

该的家，他就愿意悔改，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四倍赔偿所讹诈

的人（路19：8）。他因此立即得救（路19：9-10），成为走在

正轨的人。 

得救或遭撇弃，不视乎人的血统遗传，而是他对主的信心。人

的背景和生活方式不会拦阻救恩，唯有信心才能叫人得赦免和更

新。耶稣愿意住进罪人的家，因为祂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拯救失

丧的人（路19：10）。 

 

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路19：11-14） 

1. 资源算账（路19：15-19） 

神量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定的责任、权柄和资源。我们的责

任就是善用神给的资源，使身量提升和扩张。 

 

2. 权柄身量的提升（路19：17） 

良善，原文是无愧的意思。我们忠诚于神所托付的教会生活、

夫妻家庭关系和牧养，也善用恩赐、工作、钱财等等，就是无愧

的仆人，身量和权柄必被提升。看重天国投资的人，神会加添资

源；不看重的，原本的筹码也会丧失（路19：20-27）。 

 

三、选出主要用的人（路19：28-40、亚9：9-10） 

驴驹是尚未长成，也未被人骑过的小驴子。以色列的王耶稣骑

着驴驹进圣城，为要消灭战车和战马，这是耶稣生命的高峰——以

和平和爱战胜残暴的刑罚。耶稣预备好自己让神使用他，以无权无

势的木匠儿子身份，面对可置祂于死地的强权。神会让愿意谦卑和

温柔跟随耶稣的人面对世界权势，并且得胜。■【本主日信息讲于

2015年12月6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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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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6日讲题：一团和气 
 

认识不饶恕的结果，明白选择饶恕带来的祝福。 

每逢星期六，3-5pm，Dataran Hamodal，与您有约。 

《苗圃八福》系列 

时间 牧区 / 聚会 地点 负责人 

周日 
8:30/ 

1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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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颖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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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成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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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财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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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  报 告 

 

耶稣5-52资讯栏目 

时间（一-六） 事项  

6.15-7.30pm 晚祷 

7.30-8.00pm 各团队预备及祷告会 

8.00-9.45pm 布道会 

时间（日） 事项  

7.15-7.45pm 集体祷告会 

8.00-9.45pm 布道会 

最新更新 

第 22-29 晚 

本周接受主人数 总接受主人数 

59 165 

本周出席人次 总出席人次 

1,412 5,781 

1. 耶稣5-52布道会特备活动： 
 

A）《梦境齐圆》歌舞剧，24-26/12（四-六），8pm，祷告帐

幕。 

一个充满梦想的富家少年，遭人嫉妒为奴为囚，艰难重重

之下，少年如何完成梦想呢？2015年大型歌舞剧，一同筑

梦圆梦，见证梦境齐圆。鼓励弟兄姐妹携带家人和新朋友

一同观赏及领受约瑟的恩膏！ 
 

B）梅坚成牧师特会，27-29/12（日-二），8pm，祷告帐幕。 

梅坚成牧师（Rev. Raymond Mooi）多次在亚洲许多城市举

办神迹医治大会，透过神的大能与神的爱，医治效果卓

著，例如：瞎眼看见、耳聋听见、瘸腿行走、绝症得医

治，并带领许多人进入神的国度。欢迎弟兄姐妹携带新朋

友踊跃出席，经历神迹！ 
 

C）《有一种爱》新歌创作分享会，31/12/2015-1/1/2016（四

-五），8pm，祷告帐幕。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

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3：16）鼓励弟兄姐妹，

透过这新歌创作分享会，把这一种爱带给我们所爱的人。 

4. 《苗圃八福+进天国三部曲》 

A）第一部曲《苗圃八福+VIP下午茶》，欢迎所有未信和初信的

朋友，28/11/2015 - 30/1/2016（逢周六），3-5pm，D. 

Hamodal 
 

B）第三部曲《第42届浸礼》，27/12（日），2-5pm，祷告帐

幕/接待厅 
 

咨询：曾秀蓉同工 

开始接受报名，限30人，先到先得！ 

5. 

D. Hamodal/推1，RM10（5堂），限50人。 
 

 B ）

D. Hamodal/ ，RM10（3堂） 限30人

 咨询：詹玉慧同工 

3. 学房毕业礼暨GA职场领袖学房结业礼，20/10（日），11am，

祷告帐幕。 
  

 恭喜下列学房毕业生：杨翠碧实习传道、黄国成实习传道、洪

佩娴实习传道、钟佩仪、李子康实习传道、方献美、杨慧君。 
 

恭喜下列职场学房结业生：吴秀美、赖恩语、刘秀萍、张文

珊、陈莉莉、翁蓝玉、许志强、何志坚、郑沛霖、杨蕙芳、黄

碧云、吴念慈、谢益和、刘南优。 

2. GA611灵粮堂FB专页“赞”活动！今天，只要您在祷告帐幕里

 赞GA611BOL FB专页，一张神秘礼物的礼券将到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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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三  
1pm - 2pm 沙仑玫瑰 郑雅拾姐妹 

3pm - 4pm 圣地 高月群实习传道 

每周四 11am - 1pm 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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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焦点 《神爱世人》  
 

（约3：16-17） 
 

1. 圣地 

 特别为从乌克兰，印度，法国和埃塞俄比亚回归圣地犹太人的平

安代求。 

 为犹太人的救恩祷告，求神大大浇灌圣灵在圣地。 
 

2. 教会 

 为“52”晚的布道会的祷告，求父神将祂的爱透过圣灵更多的浇灌

下来，让每一个人都能经历耶稣奇妙的爱。 

 求神差派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各领域去找回那还未信主的人群，

带领他们会转归向耶稣。 

 求神更多赐下启示性祷告的恩典给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传福音

的季节起来守望祷告。  
 

3. 分堂 

 GK611：为12月20-24日的青少年营会代祷，求圣灵在当中自由

的运行。 

 GI611：求神保守他们远离一切疾病，并能在短时间恢复正常敬

拜。 
 

4. 国家 

 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代求，求神怜悯施恩与我们的国家。 
 

5. 个人 

 求圣灵更多的充满，领受能力出去为耶稣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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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装备中心第一季装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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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13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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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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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晚祷（一-六） 377 什一   32,965.40 

成人崇拜 2 277 祷告会总人次 13 149 主日奉献   10,429.15 

成人崇拜 3 联合 MG12 4 22 祷告帐幕 157.50 

香柏崇拜 48 公开小组 63 212 以色列    115.00 

新灵崇拜 96 本周接受主人数 29 感恩 10.00 

沙仑玫瑰  24 本年累积信主人数 266 宣教 13,300.00 

Cheras佳美地 联合 本年累积受洗人数 61 其他 5,633.80 

GA Youth 55 

 
 

儿童第一堂 68 

儿童第二堂 93 

拿约乐园 26 

哈比小橄榄 13 

总数 991 总数   62,61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