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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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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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 报告 

1. 组长动力会，15/11（三） 

2. 香港流动学房，21-26/11（二-日） 

3. 教育装备主日，26/11（日） 

中文版信息笔记 英文版信息笔记 

《MG12好牧人贴士》 
小组有约（四） 

 

神与人立约，所以爱到底，同行到底。小组也可以在不同

方面彼此立约。好让彼此得着「约」的祝福，经历靠神守约的

真实。今期，我们继续介绍第五和第六条小组之约。  
 

一、负责之约（忠心之约） 

约的内容：我愿忠心负担起我在小组中的服事，当被差派

作小组中的任何岗位，不论是否是自己所长的，都会尽力而

为。若因故缺席应事先主动告知小组长。  
 

经文：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

忠心的仆人，你在不 多的事上

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

快乐。’（太25：21）■ 《MG12 关怀信箱》 
帮到你！mg12@ga611bol.org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日期 10/10（二） 11/10（三） 

书卷 约拿书 箴言 

章节 4 16 

日期 12/10（四） 13/10（五） 

书卷 诗篇 诗篇 

章节 86 87 

各牧区与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牧区 / 聚会 地点 负责人 

周日  

8:30/ 

11am 
成人崇拜 祷告帐幕 江月霞主任牧师 

儿童教会 
 

“星”起发光，迈向复“星”，欢迎3-12岁孩童！  

8:30am、11am，D. Hamodal。咨询：谢瑞庄同工 

10:45am 印语崇拜 祷告室二 方献美同工 

11:00am 哈比小橄榄 多用途礼堂 周晓君传道 

周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的色彩 
 

异象：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使命：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

乐。又像玫瑰开花。 
 

10:30am，祷告帐幕。咨询：高月群传道 

周六 

屡建“耆”工，乐在“耆”中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诗37：25） 
 

10am，祷告帐幕。咨询：李新财传道 

14/10主题：苗圃八福——笑口常开 

3pm，麦比拉。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拿约乐园（3-12岁孩童） 

14/10主题：七个好习惯——统合综效 
 

3pm，迦巴鲁。咨询：谢瑞庄同工 

3:00pm GA Uni 神所喜悦 黄国成传道 

4:00pm GA Youth 多用途礼堂 张伟良牧师 

ANEW 英语崇拜，列国的家 

14/10主题：第二次机会 

5:30pm，神所喜悦。 
 

咨询：邓榕钧牧师、曾子莲传道 

1. 第九届比翼双飞幸福营，17-19/10（二-四），怡保Mu’

Hotel。 
 

咨询：杨翠碧传道 / 邢益英同工 

3. GASK年终营会《森林探险营》，5-8/12（二-五），Selesa 

Resort，Bukit Tinggi。 

年龄：9-12岁，费用：RM500，截止日期：5/10/2017。 
 

另外，营会最后一天有供父母参加的《亲子讲座会》，8/12 

（五）， 8:30am - 12pm，Selesa Resort，Bukit Tinggi。 
 

咨询：谢瑞庄同工 / 韦丽莹实习同工  

2. G A S K 儿 童 教 会 《 五 彩 缤纷 真 奇 妙 》 礼 品 兑 换 日 ，22 / 10

（日），9am-12pm，D.H。 
 

一年一度的兑换礼品日到了！凡带新朋友的小朋友都有神秘礼物

等着你哦！咨询：王粉玲同工 / 陈屏萍实习同工 

4. 陈世桐弟兄（韩家义弟兄之组员）和叶依婷姐妹（詹玉慧同工

之组员）定于2017年10月21日（六）9am，在本教会（D.H/神

所喜悦）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弟兄姐妹出席见证他俩在神面前

彼此立约。 

中文周报 英文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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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会时间表 

早祷：7:30-9am / 晚祷：3-4:30pm        咨询：黄国成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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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pm - 3:30pm 圣地 高月群传道 

每周四 11am - 1pm 城市、教会与家庭 陈彩云姐妹 

每周五  11pm - 1am 拿细耳人祭坛 黄国成传道 

第一周六 7:30pm - 9:30pm 青少年 李子康传道 

每周六 11am - 12:00pm 复兴的火苗 谢瑞庄同工 

祷告 焦点 《神丰盛的慈爱》 

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与他们了。（拿 3: 10） 
 

 国家：宣告神丰盛的慈爱就在我们的国家。  

 与神的关系：为着神丰盛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献上感恩。 

 教会：感谢神在我们教会所赐下的丰盛慈爱。 

 土地和建殿：宣告神丰盛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的土地。 
 

1. 圣地 

 上帝正在寻找代祷者，预备投入祂为世界和以色列预备的伟大救

赎计划。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

旺!(诗122:6) 

 在埃塞俄比亚大概有9000犹太人等着回归圣地，求神供应他们回

归的资源和平安的路程回到应许之地。 
 

2. 教会 

 求神赏赐智慧、启示和资源给节期筹备团队来预备来临的牧者退 

休会和夫妻营；同时在这过程大大的经历神的医治释放，关系修

复和生命突破。 

 求神帮助教会有更深的彼此相交，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 

 宣告传福音的恩膏大大的浇灌教会，弟兄姐妹传福音时有神迹奇

事跟随，并兴起传福音团队。 

 求神兴起基督徒起来转化和管理职场，让神的大能可以在职场彰

显祂的荣耀。 

 宣告神迹奇事要继续大大的运行在教会的每一个牧区，弟兄姐妹

们都要行神迹，叫神得着一切的荣耀。 
 

3. 分堂： 

 GK611：请为【先知預言启示性祷告服事】课程代祷，求主赐下

启示性的恩膏在我们当中 

 GC611：宣告教会及会友要经历神恩宠，进入丰盛。 

 GB611：求神让神迹不断发生在教会中，让人经历、感受神的大

能，也将福音传到未得之民。  

◎25/9—1/10/2017 出席人次及奉献统计◎ 

主崇与牧区 人次 事项 人次 奉献 RM 

中文崇拜 1  333 晨祷（二-五） 224 什一 45,984.00 

中文崇拜 2 301 祷告会总人次 5 69 主日奉献 9,918.30 

英语崇拜 30 MG12 0 0 感恩 2,120.00 

香柏崇拜 56 公开小组 58 232 祷告帐幕 4,450.00 

新灵崇拜 82 本周接受主人数 1 圣地 453.15 

沙仑玫瑰  33 2017年累积信主人数 119 宣教 0.00 

GA Uni 25 2017年累积受洗人数 59 其他 580.00 

GA Youth 41 

 
  

儿童第一堂 55 

儿童第二堂 50 

拿约乐园 28 

哈比小橄榄 14 

印语崇拜 8 

总数 1,056 总数 63,5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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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组长训练 

*所有课程均不接受临场报名，唯补课除外。 

2017 年装备中心第四季装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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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 

课程 

主领 

教师  

上课 

日期 

报名 

资格 

第28届 

《长大成熟》 

高月群 

传道 

24/9; 1, 15, 

22, 29/10 

（日）11 am 

受洗基督徒 

各事工负责人 

事工 负责人 事工 负责人 

医治释放 陈露蒖实习传道 植堂 陈永祥牧师 

权能祷告部 黄国成传道 敬拜赞美 洪佩娴传道 

婚礼 郑晓颖牧师 丧礼 李新财传道 

新人 李佩婵同工 招待 李佩婵同工 

陪谈 周晓君传道 MG12家庭部 郑晓颖牧师 

媒体/IT 张伟良牧师 社交网络 邓榕钧牧师 

音响/灯光 张伟良牧师 演示文稿 李子康传道 

视频 王礼和弟兄 摄影 许瑞瑛同工 

装备中心 邓榕钧牧师 学房/职场学校 邓榕钧牧师 

文宣/翻译 詹晓慧同工 通译 何丽嫦同工 

清洁组 廖宝真同工 场地组 谢益和弟兄 

交通组 黄国山同工 灵粮供应站 高月群传道 

浸礼 李佩婵同工 - - 

奉献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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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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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中，于主日时投入奉献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