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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 的话 

2 

信息 精华 

◎江月霞牧师 

有圣灵，有圣经  

一、得着转化的能力（徒19：1） 

A）圣灵降在身上（徒19：2-6） 

保罗还未来以弗所之前，亚波罗先来了，亚波罗传的是约翰

悔改的道，所以以弗所人受的洗乃然是约翰的洗，因此保罗到以

弗所后先稳固他们的信仰基础就是相信耶稣，并为他们按手，受

圣灵的洗，他们便说方言和预言。这是圣灵的印证，神要在这里

工作，因为这里有一班预备好的门徒。 

 

B）12个就足够（徒19：7） 

保罗带着12个人翻转整个以弗所。12是掌权的数目，保罗在

以弗所的突破由12人开始拓展。 

 

以弗所是要城，处于吕底亚古城和小亚细亚西岸希腊的重要

城邦。罗马时代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府和罗马总督驻地。被誉

为“亚洲第一个和最大的大都会”，是国家宣布法领、大型集

会、政治、文化、宗教等重要活动和仪式的中心地点。 

 

二、用主的道建立渴慕的人 

A）放胆讲道（徒19：8） 

保罗于是在以弗所的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讲论神国的

事，说服人来跟从耶稣。 

 

B）办学的原因（徒19：9） 

有的人心里刚硬，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便离开他们。

为保护真正渴慕的人，他借用公共讲堂开办推喇奴学房，一天五

小时与慕道友分享和讨论主的道。 

 

C）用对了策略（徒19：17-18、22） 

两年的推喇奴学房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是当地教会成为

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也成为了我们灵粮堂今天要学习“荣耀的

教会”的模式。 

 

推喇奴学房辩论的效果显著，保罗也以此地作为基地，派遣

同工提摩太、提多、以拉都到亚西亚的其他城市建立教会，如：

歌罗西、老底嘉、希拉波立的教会。腓利门很可能就是在以弗所

认识基督，而后被打发到歌罗西建立教会。保罗另一个有力的祷

告伙伴以巴弗，可能也是在以弗所成为基督徒，他后来负责照顾

另一 间教会。 

 

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很成功，推喇奴学房的工作非常有影响

力，神的话在当地影响很多人听信福音，信了的人就不再拜偶

像。 

 

对一个充满亚底米神权势的大本营，又拥有一间世界有名的

图书馆，世界知识充足的城市，要突破福音工作真是非常困难，

然而保罗却依靠神的灵和神的话大大在以弗所兴旺而且还得胜。

最终许多人把过去所阅读的书籍，总值5万块之书烧毁。

连于基督，复兴久久！ 

前几天，我和一个要好的朋友，

也是我多年来的祷告伙伴，一见面就用

了五个小时聊最近的经历，如：在黑尔

恩胡特·莫拉维亚祷告塔的经历，他们

百年祷告和百年宣教所留下的影响，基

督教500年改革的领受、祝福和失败原

因等等。我在香港《生命讲道营》和回

来晨祷再读的《以弗所书》都成为我们

的分享范围。 

 

聊着聊着，她忽然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图像：一个穿着白色袍子

的人站着，他的高度是从天上到地上，头顶在天上。她就一边画，

一边解释她看见的图像，头代表耶稣，表示权柄和能力的所在，脚

站的地方她画出教会，而身体的中间部位她画了一大片，层层的黑

暗圈着那人身体的中间，她一边解释说：这是第二重天，管辖幽暗

世界、天空属灵气恶魔的地方，常常乘虚而入，攻击基督的身体，

使他不能充分运作，甚至让肢体四肢活动不灵光，不管怎样努力或

多次尝试都没办法达标。 

 

这图像忽然让我们都有很深的感触，似乎在启示说人在属灵界

里的常态，我们领悟到现今教会的软弱和肢体的软弱，甚至也没有

应有的突破和看见，以至于无法充分发挥自己，总是有所限制，处

在行动不便的状况里。 

 

神其实已经向我们开启了耶稣在第二重天和第三重天里那超越

的能力和权柄，神也已经将得胜的

秘诀都写在《以弗所书》里了。我

深深的渴慕还要把《以弗所书》读

得再深入一点，因为它真是我们国

家和教会在这段时间里得能力、得

荣耀和得胜的一卷关键的书。无论是身份、恩赐运行、行事为人，

甚至提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突破等等，都在这卷充满启示和智慧的

《以弗所书》里。 

  

这启示性的图像让我们知道，要在地上的教会、家庭和职场得

胜，就不再是靠自己的意志，而是大家连于基督，依靠圣灵和信

心，活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就会有能力和权柄，基督的身体（教

会）就能充分运作，并且茁壮成长，进而刚强起来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4%BA%9A%E7%BB%86%E4%BA%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9%82%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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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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12好牧人贴士》 

管好财富、兴起小组（一） 
 

拥有富足︰勤劳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10：04） 
 

神给我们一对手，只要勤劳常常的作工，完成应作的工，神就

会祝福我们。所以，劝戒组员不要因不满现况，而不尽责，以致手

懒。倒要尽本份，让神爱你，你也蒙福。除了对的态度外，有时也

要懂得选择合适的工种。使自己可以常常的作。若组员面对收入不

稳定的工作，若条件合适，可找一些收入稳定的工作，使自己的手

常有工可作。但勤劳不是过劳。勤劳

是要和合宜的休息和家庭生活并在 一

起，才是正确的。要和组员谈关乎金

钱财富的问题，有时候是一个敏感的

话 题。时候未到，他们可能不愿意谈

的，所以先私下为组员祷告，在灵里

先祝福他们。让神先来跟他们谈，使

他们愿 意面对，这就可以轻松。■ 
《MG12 关怀信箱》 

帮到你！mg12@ga611b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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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主题：先恩典后真理 

3pm，麦比拉。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拿约乐园（3-12岁孩童） 

2/12主题：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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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主题：奉耶稣的名 

5:30pm，神所喜悦。 

咨询：邓榕钧牧师、曾子莲传道 

2. 新灵崇拜《核心价值》系列，2/12/17-10/2/18（六），3pm，

D. H / 麦比拉。 
 

核心价值，改造你心，焕然一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新造的

你，需要有新的价值观在你生命里，使你生命次序摆对位，做

对的决定和选择。 
 

先恩典后真理（2/12） 先顺服后领受（13/1） 

先关系后事工（9/12） 先尊荣后传承（20/1） 

先神后人再大地（16/12） 有圣灵有圣经（27/1） 

先信心后恩赐（30/12） 有圣灵有圣工（3/2） 

先生命后恩赐（6/1） 有圣灵有圣洁（10/2） 
 

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5. 香港母堂推出精美2018年日历，印有圣经经文和犹太5778年所

有节期，欢迎您到灵粮供应站订购。现有特惠价供体系联合购

买。咨询：高月群传道 
 

原价每份：RM58.00 

联合购买：4份@RM55，共RM220.00；5份@RM54，共

RM270.00 

6. 温健峯（萧惠发之门徒）与黄惠瑜（劳慧婷之门徒）将于12月1

日（星期五），上午10时，于祷告帐幕举行婚礼，欢迎大家出

席观礼。  

7. 郑锦程（张伟良牧师之门徒）与邢亦惠（邢志中牧师与江月霞

牧师之长嫒、曾子莲传道之门徒）将于12月9日，上午10点30

分，于祷告帐幕举行婚礼，欢迎大家出席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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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ort，Bukit Tinggi。 

年龄：9-12岁，费用：RM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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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周是GA教育装备主日，热烈欢迎你加入装备行列成为神

国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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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全副军装》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

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弗6：13） 

 

 国家：求神施恩怜悯于马来西亚，靠着耶稣国家得保护。  

 与神的关系：求神提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活出基督的样式必

得保护。  

 教会：宣告教会要在真理上站立的稳站立得住。 

 为土地和建殿：宣告土地属于基督，透过基督得着所有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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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赏赐给教会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认识祂；并且打开我

们心中的眼睛，好知道我们的恩召和在基督里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

荣耀。 

 求主耶稣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更渴慕神的话

语。 

 祝福每一个家庭，作父亲的要起来带领家庭祭坛，带下神荣耀的同

在。 

 宣告求神赏赐智慧、启示和资源给GA掌舵委员会来带领教会进入

全新使徒性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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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堂 

 GK611：请为来临11月27-29日的儿童品格塑造营代祷，求圣灵把

感动放在所有服事人员心中，让儿童们的心都被天父的爱触摸，圣

灵的大能亲自建造年幼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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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9/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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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晨祷（二-五） 203 什一 19,237.50 

中文崇拜 2 269 祷告会总人次 7 60 主日奉献 9,931.45 

英语崇拜 25 MG12 2 13 感恩 135.00 

香柏崇拜 57 公开小组 70 241 祷告帐幕 5,850.00 

新灵崇拜 57 本周接受主人数 1 圣地 180.50 

沙仑玫瑰  31 2017年累积信主人数 137 宣教 0.00 

GA Uni 21 2017年累积受洗人数 59 其他 0.00 

GA Youth 42 

 
  

儿童第一堂 61 

儿童第二堂 62 

拿约乐园 22 

哈比小橄榄 22 

印语崇拜 6 

总数 988 总数 35,33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