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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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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邓榕钧牧师 

活在持续的复兴中 抓住影响深远的复兴火 

今次，我们与核心同工专

程回应神透过先知们向我们发出

的预言说我们像在德国黑尔恩胡

特（Herrnhut）的莫拉维亚。因

此，便顺服去那里筑坛寻求神对

GA的心意和方向。没想到我们

所安排的旅程竟然是碰上马丁·路德归正500年纪念（1517年）的

一周，让黑尔恩胡特的复兴更添色彩。 
 

黑尔恩胡特位于前东德，靠近捷克边界的一个小市镇，1727

年时，Herrnhut 这地方爆发了影响深远的复兴，带来一股宣教到全

世界的浪潮。这一切与神的话和神的灵是系系相关的，并使他们可

以持续一百年24/7祷告，一百年持续派出宣教士的运动。 
  

抵达欧洲时，我们非常底调，也非常谨慎，因为知道不是旅游乃是

因使命而来，所以既兴奋也紧张，因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要去寻

找影响全世界的复兴点。德国这时正要入冬，气候介于2-8度。我

们一共筑了五座坛、守了一个有神显現的安息主日、经过了五个国

家：德国、捷克、奥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住在六个城市：奥

格斯堡、维滕贝格、黑尔恩胡特、布拉格、萨尔茨堡、因特拉肯。

10天里共开了2500公里的车程。我们走过的每一站都非常有神的

带领和同在，祂也不断用奇妙方式对我们说话。 
  

第一站落脚的地方是奥格斯堡，也是我们姐妹彭澎的德国夫

家，幸好有他们家人接待，令我们先有了一个对的入口使接下来的

旅程就顺畅许多。我们后来也发现原来这地方就是当年马丁·路德

的逃城，也是日后多次天主教和基督教协谈签约的地方，有合一恩

膏的地方。 
 

第二站就到了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将基督教归正的地方，他

的故居也在此。街头是他在大门口钉上95条论纲的教会，街尾是他

的故居和他教导学生和访客的地方，中间街则是他常常发表基督教

归正的信息的城市教会。 
  

第三站，我们到日夜思想的黑尔恩胡特。她本是一座无名小

城，当年有个年轻富有的爵士尼克劳斯∙亲岑多夫（Nikolaus von 

Zinzendorff）在这地方收留了将近300个被天主教逼迫的莫拉维亚

新教徒（基督徒）。这位爵士是个有异象和呼召的人，年纪轻轻便

被主大大使用，他把他们收留在自己的村庄里，如此这小城便发动

了一波为主全然摆上、不怕死的信心，许多影响世界的奋兴布道家

如英国的约翰·卫斯理，到印度宣教的威廉·克里，都是深受他们

影响的人物。 
  

我们在寒冷又下雨的早晨，终于亲眼看见了听闻已久的莫拉维

亚祷告塔。从我们居住的训练中心走出来，正对面有一条小路，走

进去，经过6000座坟墓，到尽头便是祷告塔的位置。一座不高的白

色圆塔，卻可以望见三个国家。当天正好下大雨，我们被困在祷告

塔下，并在非常寒冷的塔下发圣餐，也按手在地上祷告立约，雨下

得更大了，还泼得站的位子都没有，我们只好站在狭窄的旋转楼梯

上，还好四面有墙挡风保暖。我们牵着站在高一台阶的人来祷告。

我站在最高阶，当时的身体和环境是非常不舒服的，但那一刻的情

景，我只能形容像天窗在我头上打开一样，祷告非常通畅，似乎有

股热能从上头流过我的身体传给下面的人，切切实实经历了奇妙的

感觉，我可以形容那一刻像神与我们同在，实在难于忘怀！ 
  

我不太清楚接下来会有什么事发生，但我灵里确实相信会有很

多东西陆续向我们开启。我们祷告，求主保守GA全体的弟兄姐

妹，可以不惜任何代价抓到复兴的moment（瞬间）！■ 



 

8. 梁志伦弟兄和林洁莹姐妹（张伟良牧师和曾子莲传道之组员）定

于11/11（六），10:11am，在本教会（祷告帐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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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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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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大O”（大型公开小组） 
 

一、先有「O」再有「大O」 

开O的目的是牧养组员，帮助他们由参与到委身；开大O 的目

的是成全组员，帮助他们由委身到按立，成为小组长 。起步阶段人

不多，正好建立更深的关系与互信，为日后发展大O奠下基础。要

成功，关键是「生大O」，而不是「做大O」，唯独爱能孕育生

命，唯独爱能生出大O。 

 

二、同参与建立关系 

a. 透过服事建立横向关系 

b. 如参与苗圃、招待、家居洁

净等，尽量邀请同代的小组

长一起参与，彼此帮助，建

立彼此的关系，如此有助日

後合作生出不同的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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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主题：苗圃八福——病得医治 

3pm，麦比拉。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拿约乐园（3-12岁孩童） 
 

11/11主题：尊重——注意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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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主题：那一天 

5:30pm，神所喜悦。 

咨询：邓榕钧牧师、曾子莲传道 

4. GA学房课程《默观基督》，22-24/11（三-五），10am-

1:30pm，D.Hamodal，讲员：何杰牧师博士。 
 

费用：RM60（12/11前）、RM75（13/11开始）、RM90（临

场报名） 
 

 

咨询：许瑞瑛同工 

6. 《GA学房》暨《GA职场领袖学房》说明会，12/11（日），

1:30-3pm，祷告帐幕/接待厅（备有午餐，请向询问处登记）。 
 

咨询：陈露蒖实习传道 

7. 教育装备主日，26/11（日），8:30am、11am，祷告帐幕。 
 

特邀讲员：香港611何杰牧师博士 

营会特色：职业倾向评估，人际沟通技巧，职业梦想规划，转负

为正课程等等。 

1. 组长动力会，15/11（三），8pm，DH / 神所喜悦。请族长、小

组长以及准组长准时出席。 
 

咨询：杨翠碧传道  

• •

一次有＊趣＊，超越时空的特别经验。。。 

＊相＊约在充满人情温暖的庭院里。。。 

载歌载舞，相＊交＊体验好关系。。。 

处处乐趣，处处趣。。。 
 

欢迎弟兄姐妹带着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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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必住在我们身上》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赛 11：2）。 
 

 国家：把马来西亚带到神面前， 宣告耶和华的灵必住在马来西亚。  

 与神的关系：求圣灵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好让我们满有祂的智

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心。 

 教会：祈求教会集体更加敏锐于经营圣灵的同在，好让圣灵喜悦这里的属

灵空气，可在这里自由的运行。 

 土地和建殿：求神洗净与洁净这地。原这地为爱神的儿女们效劳与顺服于

圣灵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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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教会要脱离13的饥荒（在物质和属灵上），全然顺服圣灵的带领进入

丰盛和蒙福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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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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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新灵崇拜新系列（认识全能真神）的聚会代祷，求圣灵赐下他

的信息，感动每个听信息弟兄姐妹更深经历全能神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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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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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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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晨祷（二-五） 153 什一 27,887.50 

中文崇拜 2 273 祷告会总人次 5 39 主日奉献 10,193.90 

英语崇拜 26 MG12 2 23 感恩 1,200.00 

香柏崇拜 53 公开小组 83 304 祷告帐幕 490.00 

新灵崇拜 66 本周接受主人数 5 圣地 0.00 

沙仑玫瑰  35 2017年累积信主人数 133 宣教 0.00 

GA Uni 24 2017年累积受洗人数 59 其他 0.00 

GA Youth 50 

 
  

儿童第一堂 71 

儿童第二堂 55 

拿约乐园 12 

哈比小橄榄 18 

印语崇拜 5 

总数 1,005 总数 39,77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