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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日期 18/12（二） 19/12（三） 20/12（四） 21/12（五） 

书卷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章节 32 33 34 35 



 

国际教牧比翼双飞幸福营 

主任牧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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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吴霆牧师 

生活不检点的参孙 

《国际教牧比翼双飞幸

福营》在上周四幸福美满结束

了。张牧师忽然说，此次在马

来西亚举办的第22届教牧夫妻

营，可谓第一届“国际”教牧

夫妻营。看来，夫妻营已经升

级到国际等次了。来自不同文化和成长背景的牧师和领袖夫妇聚集

四天三夜，大家都经历很多突破和文化上的冲击。不管来自什么文

化，关系和生命都可以建造在神的基础上。 

 

生命若建造在神的基础上，东西就会有突破。这一次夫妻营，

是我们611家庭生命树的扩张，这些生命树不断生长，是因为我们

一边栽种生命树，也一边吃着生命树的果实。吃生命树果子表示我

们愿意不惜代价给予和我们不同的人更多接纳和恩典。活在生命树

遮盖底下，我们就可活出更多忍耐、信心和盼望。这一些带着生命

力的生命果子，在圣灵的大能帮助下，就能不断结出更多生命树。

夫妻营就是在列国栽种生命树，使它们在好土壤里生长。 

 

除了GA核心同工和所有分堂参加之外，还有我们来自日本和

寮国的夫妻朋友参加，加上母堂自己的分堂，一共有12个国家。其

中一对夫妇的太太是我们认识超过十年的朋友，他们在自己的国家

算是有影响力的人。当他们的夫妻关系经历医治和恢复后，相信他

们的生命会成为一棵生命树，影响自己的国家，也能帮助当地的夫

妻改变夫妻关系，成为生命树。我们相信，救了一个主任牧师的夫

妻关系，等于救了一间教会，国家转化就有盼望了！ 

 

我和Amos牧师深深感谢母堂给予我们和同工提升的机会。我

们夫妻也经历了不同层面的突破，可以更敞开自己，让别人看见过

去的自己是如何破烂，特别是Amos牧师勇敢分享自己破碎部分，

因着他愿意，让人怀有盼望，连我们的日籍朋友在临走前，丈夫勇

敢的在我们面前用广东话说自己是“衰男人”，真的不可思议。 

 

夫妻关系突破，是牧养有能力的关键，但愿GA611灵粮堂的全

体弟兄姐妹，小组长们都看见夫妻关系的重要。■ 

士师记 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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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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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12好牧人贴士》 
四个牧养贴士（一） 

 

一、首次来小组的新朋友，用先知预言服事他们 

先知预言的威力是很大的，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听了先知

预言的话，经历神是了解和爱他们时就会信主。来小组的新朋友，

因为和我们有关系。他们第一次来的时间，就要为他们作先知预

言，他们就会留下来。 

 

二、入组半年内的组员，用耳朵服事他们 

当他们进小组，即使你没有很强的先知预言的恩赐，但因我们

用耳朵服事他们，即是听他们讲，

使他们感到被了解、被接纳、被

爱。他们会因为爱留下来。■ 

《MG12 关怀信箱》 
mg12@ga611bol.org 

12月布道会 

1. 医院探访队，逢周六11:30am-1:30pm。 

目的：进入医院，探访并为有需要的病人祷告。 
 

咨询：张俊良弟兄（+6011-12191880） 
 

2. 每月一次街头布道，16/12（日），2:30pm，集合地点：祷告帐

幕/接待厅。 

目的：学习壮胆向陌生人传福音，分享生命见证。 
 

咨询：周晓君传道（+6012-2009543） 
 

3. 沙仑玫瑰《爱之语》人际关系双赢策略，19/12（三），

10:30am，多用途礼堂。 

《爱》很重要，也难以捉摸。。。了解五种爱的语言，并且学

习去说身边所爱之人的主要爱的语言，定能影响他或她的行

为！特别邀请职业女性、家庭主妇，认识自己与别人爱与被爱

的语言。促进人际关系，分享生命，认识良人主耶稣。 
 

咨询：洪佩娴传道  
 

4. 极丰极盛崇拜《52周@企业家系列》，22/12（六），5-7pm，

D. Hamodal/神所喜悦。 

马来西亚高等法院辩护律师及商标代理人，为你分享她在法律

界的心路历程。 
 

咨询：邓榕钧牧师 
 

5. 新灵崇拜《超自然医治布道会》，22/12（六），5-7pm，祷告

帐幕。 

特别邀请在身、心、灵上需要耶稣超自然能力触摸、医治和释

放的朋友们参加。 
 

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5. 征求香柏牧区福音车司机 
 

驾驶福音车是一种美好的事奉，因为驾驶员把长者带来教会，让

他们可以回到主的圣殿中敬拜神。只要你有爱心、尽责，愿意为

他人服务则可。逢周六早上10点至下午3点（轮替制），用福音

车载送超过10位长者回家，路线是蕉赖和加影一带。 
 

咨询：李新财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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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职场领袖学房招生，报名费：RM200，截止日期：16/12

（日），面试日期：29/12（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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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詹贤哲弟兄（邓榕均牧师之门徒）与江巧儿姐妹（郑晓颖牧师

之组员）将于22/12（六），10am，在祷告帐幕举行婚礼，欢

迎弟兄姐妹前来观礼，同见证新人在主前的婚约。 

请族长或组长于 6/1/2019（日）前呈交上《组长推荐表格》

 

从圣经更深的认识先知恩赐和耶稣先知性事奉的榜样。透过方言

祷告、课堂操练、和教会先知团队的恩膏分赐，来启动先知性恩

赐来造就教会。 



 

各崇拜与牧区聚会时间和地点 

周 牧区 / 聚会 地点 负责人 时间 

8:30/ 

11am 
成人崇拜 祷告帐幕 

江月霞 

主任牧师 

日 

8:30/ 

11am 

儿童教会主日崇拜 

（4-12岁） 
Hamodal 谢瑞庄同工 

9am 菲英崇拜 迦密山 何丽嫦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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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30am 沙仑玫瑰（女人） 多用途礼堂 洪佩娴传道 

六 

1pm 香柏牧区（长者） 多用途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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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pm 极丰极盛崇拜 Hamodal 邓榕钧牧师 

5pm 新灵崇拜 祷告帐幕 杨慧君实习传道 

5pm 
儿童教会周六崇拜 

（4-12岁） 
麦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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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三 12:30-1:30pm 以萨迦的恩膏 伍凤洁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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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四  2:30 - 4pm 新圣城 黎彩萍姐妹 

每周五  10pm - 12am 拿细耳人祭坛 杨蕙芳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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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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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届 

《基督精兵》 

洪佩娴 

传道 

24/11 ; 1, 8, 15, 

22/12（六）

3pm 

受洗基督徒 

第11届 

《先知预言》二 

黄国成传

道 

6, 13, 20, 27/1; 

17/2 

（日）11am 

已修毕《长》、

《基》及 

《先（一）》 

祷告 焦点 《恢复的应许》 

“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後，他们要

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结

28:26） 
 

1. 圣地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

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以赛亚书60:18）。上个月，圣地经历了

25小时内从邻国发射500发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也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

次。求主赐平安给圣城。求神赐予更有效处理人道主义需求的方法来祷

告。 

 求神为祂的选民预备返回圣地的供应和资源。  
 

2. 国家 

 为马来西亚所有种族和人群的和谐祷告。斥责仇敌在我们中间所制造的纷

争。  

 求神继续的坚固每个家庭单位，从而坚固社会结构。求神保守我们免受恶

者的攻击。  

 继续为我们高达1兆令吉特的国债祷告，求神介入与供应。 

 

3. GA611 

 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在Hamodal的圣所与祷告帐幕。愿他的同在和荣

耀时常充满我们。 

 求主祝福全教会的福音工作：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晓得未信者的需要。 

 赐给我们勇气与智慧来传福音。 

 神迹奇事伴随我们传福音的脚踪。  
 

4. 求神继续保守我们散布在六个国家的七间子堂以及一间孙堂：  

 请特别为以下事项祷告： 

 GK611：为着弟兄姐妹当中有正在面对人生风暴的需要，如婚姻挣扎

及身体绝症等等的时候，可以经历耶稣的平安。 

 GB611：求神在教会中兴起有能力的：代祷勇士、先知团队、敬拜赞

美人员、儿童与少年导师。 

 GI611：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来崇拜。祈求神带领我们到钦奈市

附近。 

 GC611：祷告申请办理基金会能顺利完成。 

◎3-9/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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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GA Youth  36 什一 63,536.60 

中文崇拜 2 384 主日儿童一  48 主日奉献 14,158.30 

极丰极盛 84 主日儿童二  98 感恩 534.00 

香柏崇拜 38 周六儿童 29 祷告帐幕 3,711.40 

新灵崇拜 67 哈比小橄榄 4 圣地 388.00 

沙仑玫瑰  34 印语崇拜  9 宣教 1,650.00 

GA Uni 38 菲英崇拜  7 其他 8,576.75 

总数              1,145  总数 92,555.05 

事项  人次  事项   人数 

晨祷（二-五）  221 本周接受主人数 20 

祷告会总人次 5 505 2018年累积信主人数 305 

MG12  3 9   

公开小组 53 219 2018年累积受洗人数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