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 预告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2017年2月26日 

日期 28/2（二） 1/3（三） 2/3（四） 3/3（五） 

书卷 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 

章节 4 1 2 3 



 

主任牧师 的话 

2 2 

孤女变神星 

信息 精华 

◎江月霞牧师 

胜败乃在乎神 

去年年终，我们有感动年头要回

母堂探望张牧师和师母，不为任何事

工，只单纯为了探望他们，并建立更深

的关系。真没想到，竟然是趟有恩膏又

充满奇妙的旅程。。。 

 

2月15日抵达香港，2月16日看见

张牧师，才知道他们正为着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寻求神，结果神就在当晚把以斯

记2：16-17赐给张牧师，那里记载

说：“

”神好像

告诉牧师说，他目前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提升，就好像将冠冕戴在

他的头上一样，经过了这段过程，身份会改变會，如孤女提升为王

后一样，这也是代表611家庭的大提升。有神的话语，牧师心也安

了。 

 

隔天，他们邀请我们共享午餐。牧师在餐桌上分享了昨天寻求

神的事，我们听完后，就非常兴奋的告诉他说：“其实今天2月17

日，恰巧也是我们俩27年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如今这以斯帖也与你

们同台吃饭，这岂不是神给你的印证吗？”牧师与师母非常兴奋，

并且感觉神的kindness处处伴随他们。 

 

我们夫妇能够成为神的管道印证张牧师的领受，其实也是在提

升我们，也像神对我们说：你这以斯帖是蒙王宠爱比众处女更甚

的，戴上冠冕当天也是她嫁给王的一天。217、27、2017，结婚纪

念日，一切太奇妙也太神奇了。我们万万没想到顺服圣灵的感动，

用对的态度对待对的关系到香港探望我们的属灵父母亲，竟为我们

带来了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 

 

《以斯帖记》这两节经文是一个提升，将原本平凡无奇，需要

隐姓埋名才能生存的哈大沙，提升成为亮眼的以斯帖皇后，以斯帖

就是星星的意思。原来人认为的黑暗时期，是可以改变的，以斯帖

就是那经过黑暗得提升的例子。对我们来说，这趟去香港得到的是

很宝贵的经历。我们顺服神、有对的态度并懂得做儿女，给我们带

来了印象深刻的经历和身份的提升，我相信在属灵的事上也有大提

升。 

 

离开前，张牧师和师母送了我们一把昂贵并像徵式的金杖，这

是一把金色的抗氧化神奇棒（Magic Stick），放进水里时可将

H2O转变为H3O。张牧师和师母以颁奖和祷告宣告的方式将这杖放

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也得着神赐的厚厚恩宠，真是奇妙的机遇！ 

 

现今是孤女成为星星的时候；孤女是能够成为在王面前蒙爱的

王后，既得王伸金杖，也得王赏赐一半的国，这些国从印度横跨到

古实。我们还真的在印度和非洲（古实就是非洲的国家）都开了分

堂。这一切似乎在预言GA611灵粮堂的影响力超乎想象，我们凭信

心宣告这启示和神的带领都是真实的！ 

 

弟兄姐妹，我深深感受2017是个奇妙年，大家继续专心跟随

神和相信神，也做对的选择，神会大大提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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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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11am 

儿童牧区 

（3-12岁） 
D. Hamodal 郑晓颖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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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 
沙仑玫瑰 

（女人） 
多用途礼堂 高月群传道 

周六 10:00am 
香柏崇拜 

（长者） 
多用途礼堂 李新财传道 

 3:00pm 新灵崇拜 麦比拉 杨慧君实习传道 

 3:00pm 
拿约乐园 

（3-12岁） 
迦巴鲁 郑晓颖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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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pm 英语崇拜 神所喜悦 
邓榕钧牧师 

曾子莲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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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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月群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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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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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丽嫦实习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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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口出恩言之祝福与咒诅》 

 

 

香柏牧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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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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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朔联合祷告会，1/3（三），8-10pm，祷告帐幕。鼓励所有

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 
 

咨询：黄国成传道  

3. GA学房课程《蒙召的人》，15-18/3（三-六），D.H/神所喜

悦。讲员：张妙妙牧师及团队，费用：RM60（5/3前）、

RM80（6/3开始）、RM90（临场报名）。 
 

蒙召的人是与神互动的。如何面对神的呼召？如何面对自己？

如何与神同工？如何贴近神的心？课程透过约拿生命成为借

镜，使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复兴器皿。 
 

*此课程只限GA611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不设公开聚会，星期三

晚间课程只限学员。详情请参阅报名表格。 
 

咨询：许瑞瑛同工 

4. 装备中心第一届《亲子乐悠优》，26/3开课（日），11am-

 1pm，D.H/推喇奴1，RM10（4堂）仅收50位，额满即止。 
 

孩子出牌不按牌理，时而天马行空，时而脚踏实地，叫父母们

焦躁不已，沮丧难过。《亲子乐悠优》帮助父母们明白孩子们

的个性类型，运用正确的应对方式，找到有效的教养诀窍，打

造出量身订做的教养法，享受紧密美好的亲子关系。 
 

咨询：詹玉慧同工  

8. 小组长按立礼，19/3（日），祷告帐幕。 
 

请组长们留意，若您之下有准组长符合按立资格，请于5/3

（日）之前填妥《MG12小组长按立申请表》，并交到MG12

部。详细资料请参阅《MG12小组长按立申请表》。 
 

咨询：杨翠碧传道 / 邢益英同工 

7. 《第十届苗圃八福》即将开始！4/3-6/5（逢周六），新灵崇

 拜，3-5pm，D.H / 麦比拉。 
 

欢迎所有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前来参加，一同领受基督里的八

种祝福，进入丰盛的生命。 
 

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6. 沙 仑 玫 瑰 芥 菜 种 培 育 中 心 （ 芥 培 ） 课 程 《 探 访 秘 笈 》 ，

 8/3、22/3、29/3（三），1-2pm，祷告帐幕/多用途礼堂。 
 

 询问：高月群传道 

1. 普珥节——《一路有祢》，11/3（7:30pm）、12/3（8:30am、

 11am），祷告帐幕。 
 

有一群弱小民族，他们面对灭族的危机，于是呼求一位全能的

上帝。上帝藉着一位孤女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反败为胜！

这一日他们为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普珥节。 
 

你正在面对生命中的艰难吗？不要放弃，因为有一位神要帮助

你反败为胜！欢迎你来出席《一路有祢》舞台戏剧，亲身经历

神的慈爱和大能！ 
 

咨询：张伟良牧师 

2. 从下周起，逢周二至周五的晨祷，开始时间有所变动，从原本

7:30am 调整为 7: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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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三 

周六 
11am - 1pm 大卫帐幕 詹晓慧同工 

祷告 焦点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

的人。”（雅4：6） 
 

 

 

 

  
 

 求神赏赐智慧给以国总理，也祝福圣地和美国的关系能够和睦相

处。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求神继续保护圣地的边界和土地不受恶者的

攻击。

 求神开启对认识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提升教育装备部 学房和不

同牧区的装备学校。 

 

 

 

 

 

 

◎13 - 19/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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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祷（二-五） 212 什一 26,131.55 364 

中文崇拜 2 祷告会总人次 8 100 主日奉献 11,239.45 281 

英语崇拜 MG12 3 36 感恩 628.00 42 

香柏崇拜 公开小组 66 271 祷告帐幕 12,855.00 40 

新灵崇拜 本周接受主人数 2 圣地 336.00 61 

沙仑玫瑰  2017年累积信主人数 14 宣教 0.00 25 

GA Uni 2017年累积受洗人数 21 其他 14.00 31 

GA Youth 

 
 

43 

儿童第一堂 79 

儿童第二堂 87 

拿约乐园 19 

哈比小橄榄 24 

印语崇拜 11 

总数 1,107 总数  51,2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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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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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 

课程 

主领 

教师  

上课 

日期 

报名 

资格 

第27届 

《长大成熟》 
周晓君 

传道 
受洗基督徒 

第3届 

《成为祷告的人》 

黄国成 

传道 

19, 26/2; 5, 

12, 19/3; 

（日）11am 

修毕《长》及

《基》 

2017 年装备中心第一季装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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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版信息笔记 

安装“二维码扫描应用程序”（ QR 

Code Reader），并扫描二维码。 

中文版 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