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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 

章节 28 29 30 31 



 

祷告，为建造下一代 

主任牧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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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郑晓颖牧师 

打破辖制，新心新灵 

，

 
 

“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

这俗语的因由。”

 
 

 

过去一周，教会的辨公

室从原本充满认真工作气氛

的空间忽然转换成为充满家

庭气息的场所，因为儿童的 

《 都 市 生 活 营 》 在 教 会 举

办，孩子吃、住、玩都在教

会里。我和Amos牧师从办公

室电梯出来的时候，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排一排挂起来的毛巾，还很

有“味道”呢。 

 

除了同工办公室，其他的空间都变成他们的独立式洋房、半独

立式洋房、排屋和餐厅。另外祷告帐幕也变成模拟商店、医院、酒

店、飞机、消防局、警察局、监牢、教会等等。他们在营会里要自

己工作赚钱，才能使用所有设备，包括厕所。他们因此开始体会到

做父母的辛苦。 

 

办公室和祷告帐幕的忽然一变，让我们所有同工都有机会更扩

张原有的接纳度和耐心，大家都一起接受操练，感谢神！ 

 

儿童教会策划这营会的目的是要让孩子亲自经历真实的社会运

作，预先让他们知道现实社会里的黑白两面和教导他们如何做对的

选择。听儿童老师说，最后他们感觉教会是最有恩典，最讲人情的

地方。 

 

教会除了教导孩子有关神的话语之外，也要透过环境和生活情

况来让孩子检讨自己的生命是否有对的价值观。父母们也需要学

习，才可以有属神的价值观来帮助、教育孩子建立对的价值观并引

导他们做对的决定。好多孩子在营会中被圣灵触摸，有的甚至大

哭，相信他们也经历心灵的医治。孩子的伤害多半是从家庭和学校

而来，所以父母也要渴慕生命被医治，才能带来一家人的突破，父

母关系先有医治和突破，才能带下亲子关系的突破。 

 

很感恩看见有很多尽责的好老师和助手，还有很多热心父母的

帮助，这营会才能圆满结束，他们同时也为神的国加添了15个福音

果子。 

 

因着《都市生活营》的缘故，孩子们都有机会参加星期三的

Call to All祷告会。全教会大大小小一起守望国家，气氛很不一样，

充满生命力。看着孩子们一起参与祷告，我很感动。我们无论是为

国家、为教会、为家庭的每一个祷告，岂不是盼望为下一代预备更

好的路吗？ 

 

这一次 Call to All 祷告会，神启示我们同心用权能拔除假先知

的迷惑，破除一切抵挡神和教会的灵，过后以栽种生命树果子的先

知性行动来宣告神的义果栽种在我们的生命和土地里。虽然这些行

动看起来单纯、好笑、好玩，但其实是充满着属灵的意义，我们凭

信心所宣告的和每一个先知性行动，对国家的状况是有果效的。■



 

温馨提醒专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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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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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2 布道》到小组 — 靠祷告、靠行动（二） 

 

3. 真理争战 

当他们信主，心思意念仍未有很多真理，所以我们要邀请他们到

苗圃去装备，有更多真理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更能在神的国中站

立，魔鬼仇敌的能力就越发减弱。他们将来要越来越忠于神，不单

参加苗圃，更要参加主崇，追求神，入小组，直到有一日，他们就

可以起来作教师，作先知。更要祷告。亚12：10“我必将那施恩叫

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 冷的居民。” 
 

我们要把初信者带进教会，都是要靠祷告和实际的行动，在布道

会前有祷告、布道会进行时有祷告和布道会后继续有祷告，我们可

以在这三方面的争战都得胜。 
 

在这个52周里，我们要为那些打

电话的义工、为被邀来教会的人祷

告，叫那些已信的人，可以更忠

诚。他们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课

程，甚至入我们的小组。虽然我们

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我们要有足

够的祷告才可以成就。■ 
《MG12 关怀信箱》 

mg12@ga611b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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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育装备部招生： 

A）学房招生，报名费：RM50，截止日期：9/12（日），面试

及笔试日期：15/12（六）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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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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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六），5-7pm，

D. Hamodal/神所喜悦。 

他不贿赂，不奉承，个人销售量却能连续三年破百万，他有什

么秘诀？ 
 

咨询：邓榕钧牧师 
 

5. 新灵崇拜《苗圃八福，一团和气》选择饶恕，关系美满，15/12

（六），5-7pm，祷告帐幕。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你是否在人际关系上感到烦恼呢？你渴望拥有甜美的关系吗？  
 

6. GA Youth《缤纷人生》少年营会，18-20/12（二-四），

Refreshing Spring Resort. 

欢迎13-17岁青少年出席，认识并经历耶稣的爱。 

1. 教会办公室假期，11/12（二），晨祷照常。任何要事，请联系

各自的组长。 

6. 谢尚源弟兄（黄国成传道之门徒谢国光弟兄令堂）于2018年月

12月1日与世长辞，愿主的爱与安慰临到他们家，请弟兄姐妹在

祷告中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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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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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届 

《医治释放》（二） 

陈露蒖 

实习传道 

11, 18, 25/11; 

2, 9/12（日） 

8:30am 

修毕《长》、

《基》及 

《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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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焦点 《回转，认识耶和华》 

“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作预兆，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结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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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在来临的国际教牧夫妇营（10-13/12）用祂的同在，医治与恢复来

充满所有的夫妻。  

 为我们的灵命，家庭，教会与国家在这来临的光明节中继续守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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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主让这次的夫妻营有许多奇妙的突破，好几对几乎已经

心死的夫妻奇妙的爱火重燃，且大大经历难以想象的突破和提升。求

主继续坚固他们的婚姻，日后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GB611：为14-16/12母堂青少年短宣队前来宣教代祷，求神藉着他们

让更多灵魂得救。 

◎26-2/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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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GA Youth  43 什一 73,496.94 

中文崇拜 2 392 主日儿童一  60 主日奉献 12,623.20 

极丰极盛 388 主日儿童二  105 感恩 361.00 

香柏崇拜 40 周六儿童 39 祷告帐幕 3,240.00 

新灵崇拜 联合 哈比小橄榄 9 圣地 495.00 

沙仑玫瑰  28 印语崇拜  联合 宣教 155.00 

GA Uni 44 菲英崇拜  7 其他 1,130.00 

总数             1,483  总数 93,799.69 

事项  人次  事项   人数 

晨祷（二-五）  253 本周接受主人数 0 

祷告会总人次 11 113 2018年累积信主人数 285 

MG12  10 57   

公开小组 82 296 2018年累积受洗人数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