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  预告 
2018年10月28日 

电子版信息笔记 

 

中文版 英文版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日期 30/10（二） 31/10（三） 1/11（四） 2/11（五） 

书卷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章节 9 6 7 8 



 

对上异象，对齐眼界 

主任牧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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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江月霞牧师 

一世相信、一世跪拜、一世传扬 

神给GA启示性的方向：52恩膏，52个星期传福音、遍植生命

树；神打开列国的门；会有七倍大的殿；祷告勇士三百人，教会倍

增到3000人。 

 

一、进入完全中的完全（太1：17） 

三个14代是精简扼要的说明。2乘7得14，完全数字7乘2，这

预表加倍的意思。而三次14、14、14，3也是完全数目，所以三个

14代，是完全中的完全。 

 

大卫的希伯来文是三个字母D、V、D，这三个字母的数值的总

和就是14。马太在福音书的开头就表达了这奇妙的启示，这启示其

实也是个事实。 

 

141414就是大卫！大卫！大卫！神在强调耶稣就是大卫的后

裔，就是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奴役的弡赛亚。 

 

二、弡赛亚乃是那一个子孙“耶稣”（太1：1、加3：16） 

后裔是儿子的意思，耶稣基督就亚伯拉罕唯一的子孙。 

 

三、弡赛亚必定是大卫的后裔（太1：1） 

弡赛亚不单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和大

卫有约。这国的建立从大卫延伸到耶稣，神藉着给大卫的应许来成

就这约。 

 

四、按家谱，圣灵超越家谱（太1：16、18） 

按着家谱的排列，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但是

透过圣灵，耶稣便诞生在约瑟家，超越了家谱的传承。透过圣灵，

不在线内的也同样能进入这条蒙福之路。 

 

五、除了应许也按悔改的信心（太1：3、5-6） 

大卫家谱中特别显示出的几位女子，无论是他玛氏、喇合、路

得、或是乌利亚的妻子，他们都不是以色列女子，而是外邤女子，

但却因着信心选择跟随亚伯拉罕的神，结果全都被纳入耶稣的家谱

中。这里清楚显明，只要悔改归向耶稣的人都被主收纳成为祂国度

的百姓，成为祂的儿女和后裔。 

 

这对今天所有传福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确定。当我

们相信神幵以信心行动跟随主，就好像路得起来跟随拿俄米一样，

这一跟随幵让她成为了大卫王的高祖母。我们接受耶稣也跟随神的

人，同样因着信心进入了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进入了这个国度。 

 

我们要非常肯定知道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不要停止相信、不要

停止跟随，而要用我们一世人来见证和传扬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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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祝福幵将祂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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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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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m 菲英崇拜 迦密山 何丼嫦同工 

儿童教会主日崇拜 

“星”起发光，迈向复“星”，欢迎4-12岁孩童！  

8:30am、11am，D. Hamodal。咨询：谢瑞庄同工 

10:30am 
哈比小橄榄 

（0-3岁） 
多用途礼堂 谢瑞庄同工 

10:45am 印语崇拜 迦密山 方献美同工 

周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的色彩 
 

《祢心，我心》系列 

31/10主题：勇敢的爱 

10:30am，多用途礼堂。咨询：洪佩娴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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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m，祷告帐幕。咨询：李新财传道 

3pm GA Uni 迦巴鲁 黄国成传道 

4pm GA Youth 多用途礼堂 张伟良牧师 

《天国之福》系列 

5:00pm，祷告帐幕。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极丰极盛崇拜（Ha Sava） 

5pm，神所喜悦。 

咨询：邓榕钧牧师 

儿童教会周六崇拜（4-12岁） 

  “星”起发光，迈向复“星”，欢迎4-12岁孩童！ 

5pm，麦比拉，咨询：谢瑞庄同工 

《MG12好牧人贴士》 

牧养中最重要的事（一） 

GA611的牧养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有GA611的核心价值。 
 

这核心价值就是包含了生命树和生命水。先恩典、后真理；先

顺服、后领受；先生命、后恩赐；先关系、后事工；先神后人再大

地；先信心、后理性；先尊荣、后传承都是属生命树。有圣灵、有

圣工；有圣灵、有圣洁；有圣灵、有圣经是属生命水。 

 

一、生命树 

生命树栽在生命河旁，在活水供应下，每个月都结果子，叶子

更可以医治万民。而且树的枝子不断增

长，蔓延至周围。 

 

GA611教会就是生命树的树干，而

每个小组长就是枝子，我们的源头都

是耶稣。■ 《MG12 关怀信箱》 
帮到你！mg12@ga611bol.org 

D.Hamodal/

。 

透过医治释放课程，让人明白圣经中医治释放的真理。藉祷告让

人经历身、心、灵的医治及释放，能重新追求圣洁的生活并成為

神国大能的军队。 
 

咨询：陈露蒖实习传道 / 詹玉慧同工 

你经历了耶稣翻转你的生命？你经历了耶稣的医治？你经历了耶

稣修复你的人际关系？见证部诚邀弟兄姐妹一同来为主做见证，

述说神的爱与大能，及祂美好作为。欢迎弟兄姐妹与我们分享您

的经历，叫众人得鼓励，耶稣得一切荣耀。 
 

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常常把颂赞的祭品献给神，这就是承认

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来13：15）

3. 极丰极盛崇拜52周布道《媒体系列》布道会，3/11（六），5-

7pm，D. Hamodal / 神所喜悦。 
 

娱乐圈，人称“大染缸”，然而他选择不妥协，靠着神给的机会

和帮助，一步一步爬上去。 
 

咨询：邓榕钧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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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日特邀讲员，拿督 Daniel Ho 牧师博士，4/11（日）

8:30am、11am，祷告帐幕。 
 

他拥有美国阿斯伯里神学院博士学位。1980年，他和团队于八打

灵开创了DUMC，至今已是每周有四千人聚会的大型教会。他

曾到过30个国家分享神的话语，也写过不少书籍和杂志专栏。他

于2016年卸下DUMC主任牧师的身份，现今为DUMC创办主任

牧师。何牧师对传福音很有热忱，渴望看见教会复兴，也渴望看

见教会在社区和国家彰显神的荣耀。 

提高情商(EQ)和心商(MQ)能力、教导说话艺术、情绪管理、情

感表达与关系界线。只限13-17岁的少年参加。 



 

◎15-21/10/2018 出席人次及奉献统计◎ 

主崇与牧区 人次 主崇与牧区  人次 奉献 RM 

中文崇拜 1  346 主日儿童一  237 什一 11,950.60 

中文崇拜 2 307 主日儿童二  联合 主日奉献 9,272.20 

极丰极盛 102 周六儿童 45 感恩 50.00 

香柏崇拜 32 哈比小橄榄 联合 祷告帐幕 2,370.00 

新灵崇拜 67 印语崇拜  9 圣地 0.00 

沙仑玫瑰  37 菲英崇拜  12 宣教 931.00 

GA Uni 41 GA Youth  48 其他 0.00 

总数             1,283  总数 24,573.80 

事项  人次  事项   人数 

晨祷（二-五）  257 本周接受主人数 15 

祷告会总人次 10 105 2018年累积信主人数 255 

MG12  6 34   

公开小组  82 260 2018年累积受洗人数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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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pm - 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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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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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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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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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丼嫦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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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莲传道 

浸礼 李佩婵同工 台前协助组 陈和英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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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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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信造就、《遇》：遇见神营会、《长》：长大成熟、《基》：基督精兵、 

  《兇一》：兇知预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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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届 

《长大成熟》 

陈露蒖 

实习传道 

20, 27/10; 3, 

10, 17/11 

（六）3pm 

受洗基督徒 

第17届 

MG12 

小组长训练（初阶） 

邢志中 

牧师 

7,  28/10；

4,11, 18, 

25/11,2/12

（日）11am 

已修毕《长》及

《基》课程/组长

推荐 

第四届 

《医治释放(二)》 

  

陈露蒖实

习传道 

11, 18, 25/11; 

2, 9/12（日） 

修毕《长》、

《基》及 

《医（一）》 

祷告 焦点 《拣选为祭司》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

的四围。”（结 5：5） 
 

1. 圣地 

 最近另1000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被批准返回圣地。求神供应足够的经济援

助给这些新移民。 

 求神使圣地与邻国之间的关系是稳定和友好的。 

 求神介入与阻止通过政治和大学校园对圣地仇恨的蔓延。  
 

2. 国家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提

前2：2）。 

 继续为我们高达1兆令吉的国债祷告，求神介入与供应。  
 

3. GA611 

 求神恩待和供应第二建殿工程的策略和需要。 

 求主兴起更多小组长，让教会冲破三千人。 

 求神在这52周传福音的季节中使更多的灵魂得救! 
 

4. 分堂： 

 GI611：求神兴起更多敬畏神的国家领袖和泰米尔纳德邤的政治领

袖。 

 GK611：我们刚经过蒙福转化在职场的聚会。求神帮助我们兴起更多

职场的门徒，幵祝福他们在职场上有影响力幵能够发旺。 

 GB611：为11月5-6日的《遇见神营会》代祷，求神敞开参加者的

心，大大得释放。 

 求神继续保护和遮盖分堂。 

 求神丰富供应经济上的需要。 

 求神提升分堂的影响力和身量。 

 求神保守全体分堂牧者、同工和弟兄姐妹灵魂体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