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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日期 13/6（二） 14/6（三） 15/6（四） 16/6（五） 

书卷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章节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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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通牧师给GA和国家的预言 

信息 精华 

◎陈永祥牧师 

尊荣值八头牛的妻子 

一、丈夫需要明白妻子（彼前3：7） 

A）建立和维系婚姻里的亲密度 

身为丈夫，与妻子‘同住’，不只是住在一起之意，更是指

婚姻生活里的性关系。作丈夫的有责任满足妻子的性需求，甚至

提升夫妻之间在心理、生理和灵里的磨合。维系婚姻亲密度的重

任落在丈夫的身上，而非妻子。当夫妻关系出现裂痕时，丈夫应

主动修复彼此的关系，极力与妻子和好；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一同

共事，相互扶持。 

  

B）深入认识妻子 

按情理，原文为知识（Gnosis），是指藉着个人经历和判断

掌握基督信仰的本质和真实。神创造男女的时候，赋予他们祂的

形象，因此丈夫和妻子都个别代表了神某部分的形象，丈夫的有

义务更深认识妻子、了解她的需要、包容相待，更不可用妻子的

软弱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 

  

C）深入认识神和真理 

在深入认识妻子以先，作丈夫的应更多认识神和祂的真理。

神喜悦作丈夫的引领妻子更多地跟随神和明白祂的话语，在属灵

上一同成长和一同经历从神而来的福分（彼前1：4、13）。如

此，丈夫便能与妻子一同进入更深的关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二、丈夫，尊荣你的妻子 

妻子是个软弱的器皿，表示妻子在体质上比丈夫软弱，因而需

要丈夫更多呵护和体恤（彼前3：1）。不过，妻子与丈夫一同承受

生命之恩，即指两人在神面前是同等的，没有优次之分。丈夫应将

妻子放在得尊荣的位置上，多多赞美和述说妻子的优点，以身作则

教导孩子尊荣母亲，如同自己尊荣妻子一样（箴31：28）。 

 

三、有效的祷告生活：不受阻碍的祷告 

使徒彼得在这里给作丈夫教诲说，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间接影响

了他与神的关系。当丈夫用爱尊荣妻子，与妻子有紧密的关系，那

么他向神所做的祷告都能蒙垂听和应允，撒旦无法拦阻。因此，丈

夫应视妻子的价值有八头牛之高，尊荣爱护她，如同基督爱教会，

甚至愿意献上自己。

先知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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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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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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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区 报告 

1. 林光常教授特会，6-9/7（四-日） 

2. 乔美伦教师特会，26-30/7（三-日） 

3. 香港611流动学房，2-4/8（三-五） 

4. 赞美之泉马来西亚巡回演唱会，5/8（六） 

《MG12好牧人贴士》 
 

人人都需要被牧养（一）  
 

一、人人都有生命盲点  

每个人都有生命的软弱，然而每个人的问题也不同，我

们或许能看到别人的，但却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这些盲点让我

们在人际关系、工作、健康、经

济、生命上 也蒙受损失，若果不

处理，前路只会越走越困难。■  

 

           特邀讲员：徐心敏牧师 

 17/6（六），3pm，D.H/麦比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色彩 
 

创造跳跃的生命 

14/6（三），10:30am，祷告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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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12 关怀信箱》 
帮到你！mg12@ga611bol.org 

1. 组长动力会，14/6（三），8pm，DH/神所喜悦。请族长、组长

以及准组长请准时出席。 
 

咨询：杨翠碧传道  

2. 全城福音医治大会，30/6-2/7（五-日），MBPJ Kelana Jaya 

室内体育馆。 
 

这是带领未信主的亲戚、朋友和同事来认识和经历神的最佳时

机。散会后请到服务台登记并索取“手环”作为免费入场凭

证。 
 

咨询：周晓君传道（012-2009543） 

3. 特邀讲员：徐心敏牧师，17/6（六），3pm（新灵崇拜&GA 

Uni）、5pm（英语崇拜），D.H/神所喜悦。 
 

徐牧师也将在主日崇拜服侍，18/6（日）8:30am、11am，祷告帐

幕。欢迎弟兄姐妹携带家人和新朋友出席。 

4. 父亲节联合崇拜，18/6（日），8:30am、11am，祷告帐幕。 
 

儿童教会将联合成人崇拜，欢迎弟兄姊妹邀请父亲出席崇拜。 
 

咨询：谢瑞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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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神的禧年》 

“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利25：

10） 
 

 国家：宣告现在事神悦纳马来西亚的禧年，土地和人民要的自由。 

 与神的关系：宣告因着耶稣我们的身心灵在圣灵里得着完全的释

放。 

 土地和建殿：宣告我们的土地得安息，特归耶和华为圣。 
 

1. 圣地 

 祈求以纳坦雅胡为首的以国政府官员能合一，纳坦雅 胡有智慧与

谋略，以合神心意的方法早日解决以国地土主权之争，以国与巴勒

斯坦人能真正享有和平。 

 

2. 教会 

 祝福每一个体系、牧区和事工领受五旬节复兴之火，去传福音和宣

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 

 为所有参与《拿细耳人培训-渴慕神》的弟兄姐妹祷告，求圣灵继

续扩展他们对神的渴慕。 

 祝福教会的掌舵委员满有神的智慧，敏锐于圣灵的启示来带领教

会。 
 

3. 分堂 

 GK611：请为来临第13届的医治释放营会代祷，求主保守参与者没

有拦阻的来到营会。 

 GC611：宣告教会及会友要经历神恩宠，进入丰盛。 

 GB611：宣告祝福临到在7月份将要开始的儿童崇拜与少年崇拜。 

◎29/5 - 4/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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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晨祷（二-五） 125 什一 77,709.21 

中文崇拜 2 332 祷告会总人次 4 55 主日奉献 22,745.50 

英语崇拜 68 MG12 2 25 感恩 3,286.00 

香柏崇拜 34 公开小组 66 241 祷告帐幕 184,768.00 

新灵崇拜 48 本周接受主人数 6 圣地 1,423.00 

沙仑玫瑰  联合 2017年累积信主人数 61 宣教 35.00 

GA Uni 295 2017年累积受洗人数 21 其他 89,604.20 

GA Youth 联合 

 
 

儿童第一堂 49 

儿童第二堂 70 

拿约乐园 14 

哈比小橄榄 22 

印语崇拜 联合 

五旬节 724 

总数 1,968 总数 379,5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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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装备中心第二季装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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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届 

《基督精兵》 

洪佩娴 

传道 

3, 17 , 24/6; 

1, 8/7（六） 

已修毕《初》或

《遇》及《长》 

第一届 

《性福从小开始》 

邓榕钧 

牧师 

6, 13/5; 

17/6;8, 15/7

（六）  

GA611父母 

必须夫妻 

一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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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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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同工 清洁组 廖宝真同工 

交通组 黄国山同工 场地组 谢益和弟兄 

浸礼 李佩婵同工 灵粮供应站 高月群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