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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  的话 

2 

信息 精华 

除旧迎新，调整除恶 

一、行在正直的方向（申21：15-17） 

神设立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制度，GA611灵粮堂秉持这理念，如此

的婚姻是圣洁正直的婚姻。行为要正直，就必须要遵神的话语而行。

从经文可看见，不管长子是否为爱妻所生，都不可因此夺取其长子身

份，表示人不能按个人喜好随心所欲，这不为神所喜悦。若要行为正

直，必须谨慎下列观念： 
 

A）头生都是神的（出13：2） 

属于神的就要奉献给神，并不是按我们的喜好随意决定或更

换。如同十分之一奉献是属神的，就必须按时按量奉献，如此行者

必蒙福。 
 

B）公义行事（申21：17） 

时刻调整心态，行在公义中，待人处事必须按公义，对待权

柄之下的人亦然。不剥削他人的益处、不亏待损伤他人，按照他

人当得的归给他。 
 

二、除去悖逆顽梗（申21：18-21） 

悖逆顽梗诱拐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摩西所说的这条例并非让父

母致死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让权柄者拆除悖逆顽梗之罪。神的心意是

要让人蒙福，承受今生和永生的应许，因此凡引诱我们偏离蒙福之路

的，神都会拆毁。 

悖逆（maw-raw），意思为制造争议、不顺服、苦毒、极度悖

逆；顽梗（saw-rar），意思为悖逆、反叛。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

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上15：23），悖逆

顽梗如同祭拜偶像，惹神怒气。悖逆顽梗的祖先就是撒旦，而它潜入

伊甸园，引诱亚当和夏娃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下悖逆神的罪，

陷入悖逆顽梗中。 

当人的心眼瞎了，灵耳聋了时，就等同于进入悖逆里（结12：

2）。 
 

A）悖逆顽梗的症状 

I）不听从（申21：18） 

不听从表示不听从父母、属灵父母、权柄者，甚至同辈的劝

告，选择左耳进右耳出。愿意听，表示把别人的劝告听进心

里，记在脑里。选择听从可以对付悖逆顽梗之罪。 
 

 II）贪食好酒（申21：20） 

对某物件或行为上瘾者，比如毒品、烟、赌博、酗酒等等，

都有顽梗在他们里面。 
 

 III）不受管教（申21：18） 

累劝不听，就要升级到管教的阶段。如同教导小朋友一样，

劝告不了就要体罚。如果这个孩子仍然不受管教，表示顽梗悖

逆已经充满了他的生命。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是可以谦卑受教的

人，此等人能够拦阻悖逆顽梗的入侵。 

父母、属灵权柄、上位者的管教和指点都是予我们有好处

的。 
 

顽梗悖逆非一天成形，而是一天一点累积而成。当自己开始

出现不听时，就要悔改，否则将会引到悖逆顽梗里。 
 

B）给机会悔改（申21：19、21） 

从家门前到城门或到长老处是有一段距离的。倘若此人在途中

觉悟并悔改，刑法则不会临到。这表示神给人机会悔改。神是个常

常给人机会的神，祂盼望我们蒙福，因此想方设法引导我们选择蒙

福的路。当悔改的机会来到面前，切勿错过。■【本主日信息讲于

2015年2月 1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请浏览http://

ga611bol.org） 

◎曾子莲传道 

不惜一切，保守关系 

日前，张恩年牧师和师母，还有他们的

核心同工，共16人所乘坐的游轮“蓝宝石公

主号”停驻在巴生港口。张牧师保留了这空

挡，不花在享受船上的福利，而是约见我们

和部分的核心同工。我们见了面，谈起天来

才知道为了这次的见面，双方都劳师动众，

大费周章才得以相聚。 

 

巴生港口原来是个蛮庞大和繁忙的港口。除了游轮以外，还有

很多大大小小的货轮停泊在此。游客、商人、消费者、货车、托格

罗里比比皆是。先进城市已经不普遍采用船只当交通公具，我们几

乎都没有到过巴生港口乘船，因此虽然贵为马来西亚人，但对巴生

港口的路段、码头里的程序等都非常陌生。由于许多罗里和车辆进

出码头，因此路上尽是坑坑洞洞，坐在车里的我们，也随着崎岖不

平的路摇摆左右，好像坐在过山车上一样。差不多到抵达时，却遇

上路段被封闭了，结果又得绕一大圈才能继续前进，实在不简单。

原本约好在西边码头相见，岂知将到达码头才获知该游轮转换了方

向，停泊在北边码头。由于不熟悉，也不肯定路向，在寻找北边码

头时其实蛮紧张，担心不能准时抵达，而让他们久等。虽然感觉路

途艰辛繁杂，但心里却非常期待和兴奋想要看见张牧师师母和其他

的核心同工家人。 

  

原来张牧师他们也费了一番功夫，才得以顺利到码头外面和我

们碰面。身为外国人的他们，更加不熟悉港口的一切运作和程序，

只能跟着其他游客走，原本以为找到了对的方向排队等车，等着等

着才恍然错了方向，最后才乘上一部免费短途巴士，出来大路边才

发现他们所乘坐的巴士要停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小的士站。还好我

们也卽时趕到，大伙儿谈起双方寻路时所发生的事都不禁会心一

笑，大家为了这次的会面都很努力很努力找路。 

  

我们双方为什么要付上这样的代价和努力呢？张牧师他们大可

留在游轮上享受游轮上的福利，或留在房间里享受休闲的时刻，为

何要劳师动众，千辛万苦走出码头见一见我们呢？就是因为“关

系”！这份情谊推动了我们超越辛苦和麻烦，竭尽所能都要见到彼

此。 

  

这次的经历，我想起了神爱人的心，也是如此劳师动众、大费

周章、千辛万苦的。以色列人多少次悖逆神，让神伤心，但是还是

世世代代和他们立约，不断嘱咐摩西要叮咛他们遵行祂的话语，好

让他们能够留在祂的祝福里。神用尽了一切，对以色列人含辛茹

苦、又拖又拉、爱护加管教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走向灭亡，并且

得以继续活在神的保护和丰盛里。神的爱实在细腻和伟大，我的心

深深被神的爱打动，祂确实是个好神。 

  

当我们晨祷读到申28、29章时，发现拦阻关系成长、紧张和

不舒服的罪魁祸首就是顽梗悖逆的罪。我们当检讨自己的内心是否

有悖逆顽梗，是否允许这悖逆顽梗把我们从神的同在和祝福里拉走

呢？祝福有路，咒诅也有路。神为了我们和祂的关系甚至付上了独

生儿子耶稣基督的代价，我们是不是也当为了和祂的密切关系，而

愿意谦卑放下自己，肯听肯顺服，也乐意对付自己的软弱，不断靠

近祂，不放弃靠近祂，得享祂所赐给我们的美福呢？■ 

申命记21：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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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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 报告 

牧区 报告 
1. 拿约小学房招生！7/3（六）开课。 
 

 这是一所专为儿童所设的训练学校，装备和兴起儿童，带领这个
 世代，传承复兴，迎接天国降临。 
 

 欢迎您家有年龄在9-12岁的儿童，踊跃报名！ 
 

 截止日期：7/3（六），咨询：周晓君传道 / 李佩婵同工 

2. 儿童教会招募凡愿意服事孩子并扩张服事境界的组长或小组员，

 加入儿童教会老师及助理团队，服事每逢周六的“拿约乐园”崇

 拜，2:30 - 5pm，迦巴鲁。咨询：周晓君传道（012-2009543） 

3. 沙仑玫瑰庆祝五周年庆典，3/3（二），10:30am-1pm，祷告帐

 幕多用途小礼堂。“基督馨香满沙仑，恩典连年溢玫瑰”，特别

 举办农历新年外展。诚邀姐妹们携带女性新朋友一起来蒙

 “福”。 

 咨询：高月群实习传道（012-2972333） 

9. 装备站课程： 

 A）第六届《婚前辅导》课程，1/3开课（主日），Dataran  

  Hamodal / 推喇奴1。费用: RM10（8堂）。 
 

  本课程是给对婚姻渴慕，愿意更认识婚姻真谛以及了解丈夫

  与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者，以及预备进入婚姻者。 
 

B）第10届《先知预言》初阶，7/3开课（周六），1-3pm，

 Dataran Hamodal/推喇奴1，费用：RM10（6堂）。 
 

C）认识华语圣经班，3月开课（周六），11am-12:50pm，

 Dataran Hamodal / 推喇奴2，费用：RM10（每月）。 
 

  由拥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及丰富华文教学经验的教师执教。

  主要帮助不谙华语者及对华语圣经文字陌生者。教学内容以

  每周晨祷章节为主，使学员进入教会的水流。此外，课程

  亦让学员清楚了解神藉中国文字向华社透露祂的心意。 
 

 咨询：邢益英同工 

1. 新年期间，教会时间表将有下列调整： 
 

A）主日联合崇拜，22/2（主日），10am，祷告帐幕。 

B）教会办公室假期，18-21/2（三-六）， 

 24/2（二），恢复办公。 

C）晨祷暂停，18-20/2（三-五），24/2（二），恢复晨祷。 

D）各崇拜和牧区暂停，与主日崇拜联合： 
 

I. 21/2（六）：周六晚崇、新灵崇拜、香柏牧区和Cheras

     佳美地。 

II. 22/2（日）：儿童牧区 

III. 24/2（二）：沙仑玫瑰 

2. 《婴孩祝福礼》，15/2（日），11am，祷告帐幕。恭贺下列孩

 童：张奕胜、邓喜恩、黄主恩、林彩萱、林彩恩、郭凯丽、陈箴

 涵、Trisha Foo、符恺儿、张凯森、曾凯娜、洪叶忒。 

3. GA转化学校学前面试 

 已报名GA转化学校的弟兄姐妹，请于散会后到服务台呈交入学

 申请表格并挑选面试时段。 

 咨询：黄国成实习传道 

4. 场地组与交通组招募服事人员。鼓励还没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

 妹一同来做家事。“凡顾念神家的，神必顾念他们的家”。 
  

 A）场地组 

  负责每周崇拜，或特会的场地整洁、椅子排位、开启和关闭

  会场空调，以及开关会场大门。 
 

 B）交通组 

  负责每周崇拜前，或特会前的交通和停车次序。 
 

 若有意投身以上两项服事的弟兄姊妹，可向谢益和弟兄（012-

 3337687）询问。愿神祝福大家！ 

6. 恭贺郑恩霖姐妹与叶英健弟兄（江、邢牧师之M12郑建民弟兄

 与陈彩云姐妹令爱媛与夫婿）蒙神恩宠，于2月6日赐下爱子 

 叶溢恩，母子平安，愿神爱与保护常在他们家中。 

7. 恭贺陈信宁弟兄与李月新姐妹（郑国聪传道与陈雪嫄传道之组

 员）蒙神恩宠，于2月10日赐下爱女陈允静，母女平安，愿神爱

 与保护常在他们家中。 

5. 多用途小礼堂今已装修完毕。请1-3岁孩童的父母，于崇拜时间

 携带孩子们使用此亲子区；1岁以下孩童和妈妈则到婴孩室。 

8. 罗雪珍姐妹（杨翠碧实习传道之母亲）于2月7日与世长辞，愿主

 的爱与安慰临到她的家人，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记念。 



 

◎2-8/2/2015 出席人次及奉献统计◎ 

 
 
 
 
崇 
 
 
拜

   

 人次  人次 

 
 
 
 

奉 
 
 

献

  

 RM 

成人崇拜（1） 224 周二至周五晨祷 203 什一 76,997.50 

成人崇拜（2） 295 祷告会总人次 134 主日奉献 8,233.70 

成人崇拜（3） 71 MG12 5 52 祷告帐幕 1,300.00 

香柏崇拜 51 公开小组 71 273 以色列 3,670.00 

新灵崇拜 60 本周接受主人数 - 感恩 130.00 

沙仑玫瑰  联合 
2015年 
累积接受主人数   

13 宣教 14,975.00 

Cheras佳美地 39 2015年累积受洗人数 28 其他 200.00 

GA Youth 

（少年） 
48 

  
儿童第一堂 62 

儿童第二堂 89 

拿约乐园 31 

哈比小橄榄 16 

总数 986 总数 105,506.20  

课程 开课日期 费用 时间 报名资格 

第6届 

《婚前辅导》 

1, 8,15, 22, 29/3 ; 

5/4（主日）；

11,18/4 （周六） 

RM10 

(8堂) 

11am-1pm

(日) ;  

1-3pm (六) 

公开 

第10届 

《先知预言》初阶 

7, 14, 21, 28/3 ; 

11, 18/4 （周六） 

RM10 

(6堂) 
1-3pm 

修毕《长》及

《基》 

《认识华语圣经班》 
2015年3月份开始 

（逢周六） 

RM10 

(每月) 

11am-

12.50pm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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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选蒙福的生命》  
 
经文：“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

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
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
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申30：19-
20） 

 

1. 以色列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表示，其军队已准备好对戈兰高地的以国和民

众进行致命性攻击。求神保护以色列士兵及民众的安全，尤其在

戈兰高地百姓，同时止息刀剑。 

 为以色列三月的选举预代祷。求神清楚地带领谁该成为引导以色

列的领袖，使以色列民众及以国盟友，双方都接受选举结果，在

选举中能够达成合一共同的目标。 
 

2. 教会 

 求父神将祂的爱更多的浇灌教会，让我们能够专心爱神，听从祂

的话，好让我们能够持续走在蒙福的道路。 

 求神保护弟兄姐妹们在新年期间回乡的路程，宣告神的平安、

爱、和救恩临到每个家庭。  

 感谢神转化学校即将开课，求神保守团队的合一，赐予智慧来策

划和装备预言中的300祷告勇士。  
 

3. 分堂 

 求神保守Boaz牧师夫妇在印度Chennai能够顺利地开拓教会。宣

告神与他们同在，大大地赐福于他们，生养众多，得地为业。 
 

4. 国家 

 求神大能的手摇撼众教会，在这时刻警醒祷告，守望神所托付的

土地。 
 

5. 个人 
 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保守我们在佳节期间不得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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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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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RM160.747.74 

 

目标 
 

RM280,000 

 

 

 
 
 

累积奉献 

RM73,068.05 

 

下周暂停（21/2），与主日崇拜联合。 

 

本周祷告时间表                         咨询：郑晓颖传道 03-7956 7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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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16/2（一） 7:30am 早祷 张龙华弟兄 

 3:00pm 晚祷 黄国山弟兄 

17/2（二） 8:00pm 敬拜赞美 洪佩娴实习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