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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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二） 24/4（三） 25/4（四） 26/4（五） 

书卷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章节 17 18 19 20 



 

主任牧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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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黄国成传道  

耶和华是独一的主 

一、耶和华是创造主（出8：1-15） 

在第二灾，神要攻击被埃及人崇拜为创造主和生育女神的蛙头

女神，因此神以青蛙之灾来攻击埃及，为要证明“蛙头女神”根本

不是神，而是灾难。神要法老知道，没有别神像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才是创造主。 

 

行法术的虽然也可以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但他们只能让青

蛙越来越多，却不能驱逐它们。摩西应法老请求，大声呼喊神，神

照摩西的话行，所有青蛙都灭亡了。 

耶和华统管大地（出8：16-19） 

在第三灾，神要攻击埃及的大地之神，或称沙漠之神。金字塔

文本中记载到法老的力 就是这神的力量。 

 

法老经过蛙灾，仍旧刚硬，神直接吩咐摩西叫亚伦伸杖击打地

上的尘土，尘土变成虱子，这虱子布满埃及，跳到人和牲畜的身

上。神透过虱灾告诉埃及和以色列人， 才是真正有能力并统管大

地的神。 

耶和华是万主之主（出8：20-32） 

在第四灾，神要攻击埃及的苍蝇之神——别西卜，意思是“苍

蝇的主人”，也是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埃及人也称它为太阳之神，

认为它管理天下所有人的生活。 

 

神让摩西宣告：明日有成群的苍蝇飞进所有埃及人的房屋和所

住之地，唯有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苍蝇的侵袭。神保护以色

列人远离苍蝇灾难，因为神分别 百姓所住的地方并救赎他们脱离

这灾害。 

 

A）人要顺服神的吩咐（出8：25-27） 

法老要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敬拜耶和华，但神的心意是要他们

出埃及去敬拜 。我们不能以埃及的文化来侍奉神，也不能将埃

及文化运用在教会的事工和牧养里，而是要依靠圣灵和真理。 

 

B）认定耶和华是主（出8：28-32） 

法老说侍奉神可以，但“不要走得很远”。摩西没有听从法

老，反而跟法老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摩西认定耶和华是他的

神，所以当他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

他的臣仆。当我们全心认定神， 也会认定我们，听我们的祷

告。 

 

神透过这三灾来攻击埃及的假神，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唯

有 是神，是独一的主。■【本主日信息讲于2019年4月7日，经

编辑组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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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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临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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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越节《不再一样》音乐与短剧外展，20/4（六），5-7pm；

21/4（日），8:30am、11am，祷告帐幕。

生命有无数个可能的机遇，当他遇见了 ，一切就不再一样。

自小疾病缠身的边缘青年，因着一个机遇，生命被拯救，恢复

盼望。我们透过歌曲创作，戏剧演出，见证分享来告诉你—生

命可以不再一样！ 
 

注意：极丰极盛崇拜、新灵崇拜、GA Uni 及 GA Youth 与此

布道会联合聚会。儿童周六崇拜照常进行，为场地更换

至祷告帐幕的多用途礼堂。  
 

咨询：张伟良牧师  
 

3. 新灵崇拜《超自然医治布道会》，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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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12好牧人贴士》 

传承主生命，牧养主群羊 

 

■ 
《MG12 关怀信箱》 

mg12@ga611bol.org 

4. 婴孩奉献礼，5/5（日），11am，祷告帐幕。 

对象：0-8岁的孩子 

条件：父母需先完成《婴孩奉献礼》课程，4/5（六），3-

4:30pm，D. Hamodal，请到服务台报名。 
 

孩子是父母的产业，父母愿意把婴孩献给神为初熟果子，表示

对神的信心和爱的回应，也表示父母明白在耶稣基督里如何培

育孩子，使他们能成为有自信心有爱的人。这是非常有意义

的。盼望GA有更多天国小精兵起来！ 
 

咨询：邢益英同工 

3. ，

鼓励30岁以下的职青和大专生参与，目前仅剩20位名额，先到

先得。  
 

 

2. ，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

充满有余；你的酒 有新酒盈溢。”（箴3：9-10） 
 

鼓励弟兄姐妹在下周主日献上初熟果子，以荣耀神和经历神满溢

的祝福。

5. 江月清姐妹（林美丽的组员）之夫、甘莉伶姐妹和甘凯文弟兄

（陈晖隆弟兄和卢彰信姐妹的组员）令尊甘观生弟兄，于2019

年月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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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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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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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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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四  2:30 - 4pm 新圣城 黎彩萍姐妹 

每周三  1:30pm - 2:30pm 圣地 高月群传道 每周五  10pm - 12am 拿细耳人祭坛 杨蕙芳姐妹 

每周四 11am - 1pm 城市、教会与家庭 陈彩云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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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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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届 

《医治释放一》 

陈露蒖 

实习传道 

6, 13, 27/4 ;  

4/5 (六) 3pm 

修毕《初》或

《遇》,《长》及

《基》课程 

第20届 

《基督精兵》 

陈露蒖 

实习传道 

7, 14, 28/4; 5, 

12/5 (日) 9am 
受洗基督徒 

《婴孩奉献礼》  
赖纯玉 

姐妹  
4/5 (六) 3pm  9岁以下的父母  

祷告 焦点 《只管站住，看神的救恩》 

。

 

祷告焦点： 

1. 圣地 

 为新当选的总理祷告，求神使他充满神的智慧与知识，按照神的旨意和圣

灵的能力来管理国家。 求神赐于谦卑，勇敢与爱人的心。 

  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 ） 

 

2. 国家 

 求神赐给我们的领袖正直，善良，怜悯与为马来西亚人民服务的心 。 

 求神的爱充满整个马来西亚，使种族之间和平共处 。 

 

 3. GA611灵粮堂 

 求神带领GA611灵粮堂的全体弟兄姐妹能真正的越过生命中的困难与挑战 

 为着祷告塔的建造来祷告。 这祷告塔是按着黑尔恩胡特六角形的架构，并

有11根柱子与螺旋形梯子。求神保守整个建筑的过程能顺利的进行并供应

我们一切的需要 ! 

 求神兴起代祷勇士的属灵生命与祷告生活并兴起 24/7 的祷告小组 。 

 求主祝福全体教会的福音工作 。 

 

 4. 求神继续保守我们散布在六个国家的六间子堂和一间孙堂： 

 请特别为以下事项祷告： 

 GK611：为着来临逾越节爱宴及初熟节崇拜代祷。透过信息的分享，让

弟兄姐妹了解逾越节和初熟节的意义，并透过神的节期看见神的作为及

神所要成就的事 。 

 GB611：求神祝福教会的福音和牧养工作大大发旺，让更多人能于 5 月 

5 日前信主并参加当天的浸礼。 

 GC611：

 Greater Grace 611 求神供应租借场地的费用。 

 GT611：求神保守我们最新的分堂能顺利的预备在新山开堂。 

◎8-14/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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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GA Youth  63 什一 43,721.00 

中文崇拜 2 372 主日儿童一  60 主日奉献 6,509.15 

极丰极盛 77 主日儿童二  103 感恩 110.00 

香柏崇拜 44 周六儿童 35 祷告帐幕 400.00 

新灵崇拜 54  哈比小橄榄 13 圣地 457.00 

沙仑玫瑰  32 印语崇拜  9 宣教 0.00 

GA Uni 66 菲英崇拜  8 其他 0.00 

总数 1, 319     总数  51,197.15  

事项  人次  事项 人数 

晨祷（二-五）  246 本周接受主人数 3 

祷告会总人次 10 116 2019年累积信主人数 72 

MG12  7 35   

公开小组 65 239 2019年累积受洗人数 34 

《华山论剑读经法》  
邓榕钧 

牧师 

28/4; 5, 12, 

26/5;  2, 9/6 

(日) 11am  

开放给 

众弟兄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