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4/3/2015（二） 25/3/2015（三） 26/3/2015（四） 27/3/2015（五） 

书卷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章节 13 14 15 16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2015年3月22日 
活动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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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  的话 

2 

信息 精华 

耶稣的服侍 

一、用权能服侍 

权柄，希腊文为Exousia，意思为权能、权柄、权利、自由、管

辖和力量。耶稣代表了神的权柄，神权出现，表示一个新的国度出

现，如此，会让两个国度进入交锋点。神权和黑暗势力的交战，也是

两个国度的交战，但耶稣的权能超越自然界（可4：35–41）、超越

污鬼、超越疾病、超越死亡（可5：35–43）。 
 

权能恩膏源自： 

1. 神话语的权柄（可1：21-22） 

 耶稣在会堂里以神的话语教导群众，会堂，研讨神话语的地方。

当神的话语被释放时，能力也一并被释放，这一切并非人为可左右

的。 
 

2. 耶稣的权柄（可1：23-27） 

 耶稣处在的会堂里，有个被鬼附的人，鬼看见耶稣即刻认出祂就

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吩咐鬼离开，鬼立即离开，耶稣有释放的权柄。 

 耶稣到达西门和安德烈的家，手一拉西门的岳母，她立即病愈。

一个触摸，医治的能力就被释放出来。 
 

二、用权柄吩咐（可2：1-12） 

 耶 稣 有 赦 罪 的 权 柄（可 2 ： 10）在 权 能 的 交 锋 里，权 柄

（Exousia）被彰显出来，而这权柄，让神迹发生。没有权柄的服侍

无法彰显神迹。信心让人领受权柄的能力，经历神的权能。 
 

三、会遇上仇敌的破坏（可3：1-6） 

当神的权能介入，突破就会很明显，仇敌的破坏工作也随之明显

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黑暗权势捆绑的人会感觉坐立不安，切勿

逃避，坚持在主里，好让辖制被拆毁。 
 

仇敌常利用人来控告神的工作，倘若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观看神

的作为，表示我们里面有窥探和控告的灵，与仇敌同营，这样无法领

受神大能带来的祝福。耶稣的权能超越仇敌的破坏，人依旧得着医治

（可3：5）。 
 

四、服侍要有门徒 

1. 工作影响深远（可3：13-19） 

耶稣把门徒带在身边参与服侍，好让门徒传承祂的所有。有门

徒，属灵产业和事工才能扩大并延续下去。耶稣的服侍都在以色

列境内，以后，门徒的服侍到达世界各地。 
 

2. 门徒需要栽培 

从《马可福音》第四章可以看见耶稣栽培门徒的典范。 

A）从听开始（可4：3-9） 

成为门徒，要有能听的耳。 
 

B）私下培育（可4：10-12） 

外人，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窥探耶稣以捉祂把柄，并

非好道学习。因此耶稣不向他们解释比喻的意思，只私下向

门徒说明。 
 

C）成为好土（可4：14-20） 

门徒自己要成为好土，所听的道就可以成长，结出30、

60、100倍的果子。 
 

五、自然界也服下 

耶稣掌权，风浪都顺服祂的权柄，当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因为

祂在我们的船上（可4：35-38），祂为我们斥责风浪（可4：39），

我们要用信心来相信（可4：40-41）。■ 
 

【本主日信息讲于2015年3月8日，经编辑组整理成信息精华。】

（请浏览http://ga611bol.org） 

◎江月霞牧师 

触摸天上，改变地上的时机到了 
可1-4章  犹 太 节 期 有 七 个，逾 越 节、无 酵

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

和住棚节。解读节期可按照三个重点，第

一，神与人相遇的时候。神晓瑜以色列人

关于节期，但以色列人大多不明白节期所

指向或预表的神的命定及历史计划。路

19：42-44，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

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

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这是因为人

没有抓着神临到的时机。第二，耶稣第一次降临已经成就了4个节

期，祂的受难（逾越节）、祂被钉十字架除罪（无酵节）、祂从

死里复活（初熟节）、圣灵降临（五旬节）。第三，现在还剩吹

角节、赎罪日和住棚节，相信这与耶稣第二次再来有关。 
 

 这次逾越节的福音大收割的季节来临了！两天布道会非常特

别，因为它坐落在非常有意思的日子里。逾越晚餐后就进入逾越

节，第二天就是除酵节也是受难节，他们都落在同样一天就是4月

4日和5日，而初熟节是星期日的复活节，也正逢华人清明节。今

年犹太历的节期、西元公历的基督教节期，甚至是华人农历的节

日，在日子上完全吻合。这代表着属天的日子要与属地的日子相

连合，这似乎在表示上帝的时间表要介入在地上的时辰之中。 
 

 逾越节纪念了神拯救犹太人，从埃及的困难中和神在埃及施

行的审判中越过去。神在旧约里呼吁犹太人要守逾越节，并成为

永远的定律，神盼望祂的子民世世代代都记得神是那位愿意爱他

们，并拯救他们脱离苦难和死亡的神。 
 

 逾越节羊羔的血让犹太人越过了灭命天使。而今，耶稣就是

逾越节的羔羊，祂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救赎，超越了死亡。

守逾越节其实就是在纪念耶稣的救赎大能，逾越节里的每一事一

物都指向耶稣，若将耶稣的宝血涂在我们生命中的门框和门楣

上，就可脱离仇敌的毁灭。 
 

 清明节虽然是华社在传统上纪念逝去的先祖，但我们知道耶

稣早已复活，战胜死亡并夺取了阴间的权柄，祂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我们当起来宣告复活、生命的大能要战胜死亡的权

势。 
 

 教会两天的布道大收割和复活节崇拜横跨了这些日子，在逾

越节宣告神的大能带领我们越过我们的过去，在受难节宣告耶稣

的十字架大能救赎和医治我们，更在复活节主日当天欢庆耶稣复

活的得胜大能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我深深感觉神的季节非常明显，这时段是个大丰收的时刻，

也是触摸天上，改变地上的时刻降临。大家尽全力传福音、常常

守望VIP卡的亲朋戚友，把人都带进神的国度里，让耶稣的救恩进

入每一户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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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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疾病背後的属灵意义，脱

离咒诅，处理罪，得医治，活

得更健康。  
 

日期：28/3/2015（六） 

时间：3pm 

地点：Dataran Hamodal / 神所喜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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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进入天国三部曲 

 

 

 

 

 

 

 

 

 

 

 

 

 

 

 

 

 

 

 

 

 
 

请大家通知大家留意上述重要日期！鼓励您的未信或初信VIP速

速报名参加！咨询：曾秀蓉同工（012-2996011） 

1. 下主日（29/3）陈仲辉牧师将在两堂主崇（8:30am、11am，祷

告帐幕）分享不同主题的信息，欢迎携带新朋友！ 



 

◎9-15/3/2015 出席人次及奉献统计◎ 

 
 
 
 
崇 
 
 
拜

   

 人次  人次 

 
 
 
 

奉 
 
 

献

  

 RM 

成人崇拜（1） 257 周二至周五晨祷 234 什一    28,088.10 

成人崇拜（2） 205 祷告会总人次 118 主日奉献    22,529.85 

成人崇拜（3） 75 MG12 6 47 祷告帐幕 1,100.00 

香柏崇拜 49 公开小组 82 307 以色列    350.00 

新灵崇拜 58 本周接受主人数 - 感恩 210.00 

沙仑玫瑰  30 
2015年 
累积接受主人数   

15 宣教 160.00 

Cheras佳美地 35 2015年累积受洗人数 28 其他 0.00 

GA Youth 

（少年） 
39 

  
儿童第一堂 64 

儿童第二堂 58 

拿约乐园 19 

哈比小橄榄 21 

总数 910 总数 52,4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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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83,9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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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一） 7:30am 早祷 张龙华弟兄 

 3:00pm 晚祷 黄国山弟兄 

24/3（二） 8:00pm 敬拜赞美 洪佩娴实习传道 

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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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四） 9:15am GA学房 王永胜弟兄 

 11:00am 以色列 高月群实习传道 

 2:30pm GASK 周晓君传道 

 6:00pm Cheras 佳美地 苏小玲传道/ 
李新财传道 

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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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六） 6:00am 国家与以色列 何丽云姐妹/ 
黄国山弟兄 

29/3（日） 8:00am 早祷 谢国光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