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7/3/2015（二） 18/3/2015（三） 19/3/2015（四） 20/3/2015（五） 

书卷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章节 9 10 11 12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2015年3月15日 
活动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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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  的话 

2 

信息 精华 

神要的领袖 

一、生命要经过陶造 

A）前40年的陶造 

摩西的前40年，生活在法老的王宫里，学习埃及人的一切学问

（徒7：22），可说比所有以色列人优越，因为他有机会学习一切

以色列人可能没有机会学过的事物。当时摩西非常有热忱，也认为

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可以帮助所有以色列人（徒23-30），然而一场

命案却让他逃亡至米甸地（出2：14）。 

 

B）第二个40年的陶造 

第二个40年的摩西寄居于米甸，牧放羊群，过简单宁静的生

活。这40年是神对摩西生命的陶造，让他的性情从在埃及的骄傲、

冲动和属血气的大发热心，经过破碎，转变成为谦卑、温和、成

熟、安稳，及至在西奈山的旷野，荆棘火焰中遇见神，一切就不再

一样了。 

 

C）第三个40年，才合用 

最后的40年，摩西80岁，他的命定开始成就。他全心全意带领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役，往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创

12：1-3）的地方去。摩西死时，年120岁，他成功带领以色列人

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来到约旦河的东面，应许地的边缘（申34：

7）。人被陶造，目的是要被教导、提醒和调教，好成为神的领

袖。 

 

二、优质品格生命的出现（申34：1-4） 

神带领摩西看见那应许之地，但却不得进去，加上面对埋怨累累

的群众，他依旧不言放弃，继续筹谋往应许之地的路。以此可看见摩

西的生命品格：信心、勇敢、忍耐、忠于神。 

 

三、有超越现状的眼界（申34：5-8）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也不是

因为年纪老迈的体力衰弱。他的身体情况不是他进不了迦南地的原

因，而是他曾发怒击打磐石得罪神。即便如此，他仍然跟随神到底。

可见摩西没有把自己的得失看得比神还要重要，他看见去到神那里是

一件好得无比的事。他不看眼前的得与失，只看神给予他的未来。他

的死可说成就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应许。 

 

四、愿意兴起下一代（申34：9） 

全然尽忠的领袖，要有为父的心，愿意兴起下一代，来传承自己

的一切。摩西就是这样的领袖，摩西对自己不能进入迦南地完全顺

服，把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棒子交给了约书亚，让新的一代继

续神的心意。 

常常把门徒带在身边，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走神的路，把自己有的

都传承给他们，辅助他们走进神的心意里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 

神虽然严格对待摩西这位祂亲手兴起的领袖，然而这丝毫没有锐

减神对他的爱，摩西得到最后的评语是：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

的。神所兴起的领袖，都是神所爱的。■ 

 

【本主日信息讲于2015年3月1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

（请浏览http://ga611bol.org） 

◎张伟良传道 

土地是神的礼物 
申34章  近期，我再度到GA学房教导《土地

神学》，但这一次我对这课题有了崭新的

领受。学生讲义都还未来得及修改，我就

赶紧跟学生们分享这兴奋的领受。 

 

 从土地的角度来看，神、人和大地像

连成一线，有互动的关系。神创造世界上

第一个人——亚当时，所使用的原料就是

取自于大地的尘土。人从尘土而出，将来也必归回尘土，这表示人

和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是神祝福人的礼物，让我们得享

土地的一切出产，还把管理和治理土地，以及管理和治理居住在地

上的一切生物的权柄赐给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和方式管理和

治理土地时，土地必会回报我们，不仅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植物，还

有丰硕的蔬果。 

 

 神爱人类，祂也爱土地。洪水以后，祂和人及地立约，应许不

再以洪水毁坏地面，并以虹作为立约的记号（创9：13-16）。这约

代表了一段关系，显示神爱人的心，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自然

就会想到神是个信实的神，祂守约并施慈爱，祂答应过的，必定会

实现。虹的原文“bow”的意思是争战的一把弓，似乎在表明神将弓

挂在天边了，从此祂赐下平安给土地和居住在地上的人类。 

 

 在教课中，我忆起在教会买地建殿期间，我带着同工跟随乔老

师到泰国清莱神学院教课的际遇。有一个傍晚，绵绵细雨之后，我

们散步至到附近的山丘，忽然间彩虹显现在我

们眼前，再继续看的时候，猛然发现彩虹的起

点就在我的脚下，哇！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可

贵经历。我不断摸呀、看呀、碰呀，很想好像

卡通片里的人物一样，走在彩虹上，从彩虹的

起点走到尾端，再从彩虹的尾端走回来。就在

那道美丽的彩虹之下，我大声宣告教会买地建

殿必定会成就！那次的经历我一直都记在心

里，我知道神真是个信实的神！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祷告帐幕这片土地是神的祝福，因着这土

地，我们方便许多，不但有土地的权柄，还有舒适的祷告环境、美

丽的花草树木、宽阔的停车场等等。所以每次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都常存满满的感恩。。。 

 

 我心里也不禁涌出深深的感谢，谢谢一班愿意委身在这片土地

上，齐心管理这片土地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做清洁的、场

地管理的、种花种树的、浇花修剪树木的，或是在地上花心思筹谋

建造祷告帐幕、维修四围，甚至奉献给土地的人。我由衷相信这是

讨神喜悦的事，神必定会让你们的各个领域都从土地得着极大的好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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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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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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牧区 

（3-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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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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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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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醒专区 

日期 事项 日期 事项 

25/3 
转化学校 

晚间公开聚会 
3-4/4 

逾越节 

布道会 

18/4 VIP 餐会 10/5 遇见神营会 

17/5 第42届浸礼 - - 

活动 预告 

牧区 报告 

 

领受追求圣灵充满，胜过一切

软弱，成为有能力的信徒。  
 

日期：21/3/2015（六） 

时间：3pm 

地点：Dataran Hamodal / 神所喜悦 

 

1. 《越过去！成就了！》逾越节布道会，3、4/4，（五、六），

 8pm，祷告帐幕。咨询：陈永祥牧师 

 欢迎大家邀请未信的家人、朋友一起观赏逾越节和复活节的舞

 台剧。透过耶稣救赎的信息，凡受困的都要进入自由，得着

 灵魂体的医治。请弟兄姐妹散会后到服务台索取《GA总动员行

 动》VIP卡，为未信主的亲朋戚友的救恩祷告。 

2. 转化学校（GATS）晚间公开聚会《属灵争战与末日》，25/3

（三）7:30pm，祷告帐幕。讲员：杰瑞·霍纳博士（Dr. Jerry 

Horner）。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出席。 
 

 杰瑞·霍纳博士的生命充满丰富的教导及服事的经验。自1962

年开始，他就在大学授课兼行政工作。他也曾经担任美国加州

的伯赛大基督学院院长以及英国毗努伊勒学院院长。美国奥克

拉荷马州的欧若罗伯大学（Oral Roberts University）神学院也

曾经历他的带领。他更是美国维吉尼亚洲维真大学（Regent 

University）神学院的创院院长。 
 

 霍纳博士著书多本，在神学及教育范畴有许多期刊作品发表，

提供圣经注解，对圣经百科全书、字典有诸多贡献。他也是倍

受推崇的《圣灵充满生命圣经》（Spirit-Filled Life Bible）的新

约编辑者。在1999年，他荣获第三世界领袖学会所颁赠的“年

度基督的政治家”殊荣。霍纳博士堪称为神所差派，传讲信心

真道的教师（提摩太前书 2：7）。 

3. KVPF通宵祷告会，20/3，11pm-21/3，6am，（五-六），

 SIB KL。地址：4th Floor，Bangunan Yin，Section 16，

 Petaling Jaya。鼓励弟兄姐妹前往参加，为国家守望祷告。 



 

◎2-8/3/2015 出席人次及奉献统计◎ 

 
 
 
 
崇 
 
 
拜

   

 人次  人次 

 
 
 
 

奉 
 
 

献

  

 RM 

成人崇拜（1） 260 周二至周五晨祷 214 什一    97,790.05 

成人崇拜（2） 257 祷告会总人次 73 主日奉献      7,824.40 

成人崇拜（3） 66 MG12 3 17 祷告帐幕 4,328.00 

香柏崇拜 52 公开小组 82 344 以色列    365.00 

新灵崇拜 48 本周接受主人数 1 感恩 4,352.00 

沙仑玫瑰  55 
2015年 
累积接受主人数   

15 宣教 410.00 

Cheras佳美地 40 2015年累积受洗人数 28 其他 100.00 

GA Youth 

（少年） 
56 

  
儿童第一堂 66 

儿童第二堂 83 

拿约乐园 19 

哈比小橄榄 27 

总数 1,029 总数 115,1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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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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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权能》  
 
经文：“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

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
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

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繸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可6：54-
56） 

 

1. 以色列 

 纳坦雅胡总理的在美国国会呼吁，受到国际正视，在中东外交政

策上，顾及以色列与中东安全利益。美国一直是支持以色列长期

盟友，求神在美以关系上掌权，保守两国友好关系。 

 中东不致陷於核武军事竞赛。（耶49:35-39--以拦即伊朗；诗

45:1-6） 
 

2. 教会 

 教会进入传福音的季节，求父神以圣灵和能力来膏摸教会，并带

着权能见证神的福音。 

 为《越过了！成就了！》逾越节布道会代祷，求神帮助所有参与

话剧演出的团队，和恩膏在幕后策略和执行的团队，保护他们远 

 离一切恶者的攻击。 

 求父神赏赐教会掌舵委员们智慧和谋略的灵，来管理和执行神

所托付的事工和使命。 
 

3. 分堂 

 宣告赛61：1的祝福临到各分堂，在这季节里领受圣灵的膏

摸，宣传神国的福音，以权能来医治释放有需要的人群。 

 求神保守各分堂能够紧紧地跟随母堂的核心价值，并加强装备

中心。 
 

4. 国家 

 求神保护我们的国家远离ISIS的恐怖主义影响，帮助政府有智慧

和公义来面对和提防。 
 

5. 个人 

 为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的救恩代祷，求神透过你的祷告释放权能

来见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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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205,315.89 

 

目标 
 

RM280,000 

 

 

 
 
 

累积奉献 

RM83,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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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一） 7:30am 早祷 张龙华弟兄 

 3:00pm 晚祷 黄国山弟兄 

17/3（二） 8:00pm 敬拜赞美 洪佩娴实习传道 

18/3（三） 9:00am 列国 Ps. George 

 11:00am 教会与家庭 陈彩云姐妹 

 2:00pm 医治释放部 陈露蒖同工 

19/3（四） 9:15am GA学房 王永胜弟兄 

 11:00am 以色列 高月群实习传道 

 3:00pm GASK 周晓君传道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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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日） 8:00am 早祷 谢国光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