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 预告 
2019年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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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二） 17/7（三） 18/7（四） 19/7（五） 

书卷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章节 21 24 22 23 



 

这一趟到香港，我非常感

恩，因为看见牧养不单只是包裹

第一层，也可以包裹第二层，甚

至第三层。换句话说，不只听到

门徒的心声，也能听到门徒之下

的人的心声，彼此一起越过关系

上的“卡卡”点，因为人与人之

间的相处是会出现矛盾、误解和

累积下来的感觉。我们这一次有

机会听分堂之下的人的心声，也

有机会正面肯定分堂牧者的工作

和努力，也可以为他们两代做修复关系的工作。我们在这过程中看

得更清楚和了解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真的不能用分别善恶树看事

情，因为分别善恶树会让人心里继续充满更深的苦毒，也会让人口

中吐出许多污染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心思的垃圾。我们要选择住在生

命树里，自己蒙福之余，别人也会蒙福的。 

 

感恩神再次给我们如母蚌般学习包珍珠的机会。在包裹的过程

中，母蚌确实会感觉不舒服，因为很“磨”人，也要被人“磨”。

张牧师带着我们去帮助我们之下的人，让一些被仇敌攻击的地方可

以止血，经过这过程，我很感恩有上一代的爱，自己也有能力去爱

下一代，我们是蒙恩宠的！ 

 

出发到香港前，我的脊椎治疗了两次，脚痛还没有康复。更不

可思议的是，我们住在汀九，需要从路面坐电梯下去大约6层楼，

这是离张牧师家最靠近的地方。但却那么巧，抵达那一天，电梯竟

然坏了，三天内我共爬了6趟来回6层楼高的楼梯，几天下来，疼痛

忽然加剧了。然而我还是一直存着感恩的心面对疼痛，因为透过肉

体上的疼痛让我更深明白，生命里存有的信、望、爱真的可以让我

们忍受环境的艰巨和肉体上的折磨，因为心里似乎领悟到让弟兄姐

妹破裂了的关系得以修复，也止住生命破口和苦毒带出来的负面泛

滥，相比起这些，所受的疼痛就算不得什么了。 

 

GA正处于建立祷告塔的阶段，大家要爬到高处寻求神；同

时，GA也筹备在新山的差派礼和加纳的开堂。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

是让仇敌不舒服的事，搅扰与破坏肯定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为

此，现在是我们同心合一祷告，一同相信和活出生命树的时候。■ 

 

主任牧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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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江月霞牧师   

生命树的建造  

一、生命树是靠圣灵建造（赛61：1）  

主耶和华的灵指圣灵；旧约希伯来文有风、气息和面（side）

的意思。新约希腊文则神的灵、主的灵、真理的灵和耶稣的灵。 
 

A）灵在我身上（赛11：2、42：1）  

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第一、智慧和聪明，就如

王有治理的能力；第二、谋略和能力，在处理事情有实际的能力；

第三、有属灵的品质，在知识上有洞察力和敬畏神。 
 

神已将 的灵赐给我们，神的灵会亲自与我们同在、同工，所

以我们要抓紧神的灵，将主权交给圣灵，听从圣灵的提醒和指引，

这样我们就能到列国执行任务和有列国的恩膏，并有能力把神的公

义真理传给外邦，影响各国。 
 

B）认识神的灵的多面（创1：2、8：1、出28：3、撒上10：6、

结37：1，9-10）  

神的灵创造天地、改变大地、改变生命、得胜仇敌、有智慧、

有能力、使无变有、使死变活。 
 

二、经历生命更新而变化 

A）要更新变化需要抓虫 

经历生命更新而变化的过程需要抓虫，也就是找出问题的症

结。透过圣灵不断的提醒，加上有上位者指出问题，我们的生命就

能改变和更新。这就是建造生命树的基础。 
 

B）更新变化需要献上生命（罗12：1） 

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这活祭是在新的秩序里，不像旧约献

牲畜为祭，献祭不再是牺牲另一个生命，而是让自己不效法世界，

常常察验内心，要有建造性的好行为，结出上好优质的果子，这样

我们这一棵生命树可以刚强壮大有能力。 
 

这新的次序就是保罗说的：第一、敬拜并不是外在的仪式，是

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第二、对神事奉的角度也不是仪式乃是活

的、圣洁的，用圣灵活在我里面的生命来服侍神。第三、愿意把自

己的主权交给上帝，为上帝而活。我们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改变

了的生命来敬拜事奉神，这是对神恩典一个合理又合逻辑的反应。

还要认定神为榜样、学习神，追求更高的旨意。接着我们要常常察

验，办认和证明我们的神是善良的。神的心意就是人要有属 ，优

质的生命树的思想模式。■【本主日信息讲于2019年6月30日，经

编辑组整理成文。】 

疼痛中更深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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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六10:30am-12:30pm，集合地点:D.Hamodal/

基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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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灵崇拜《瓦器里的宝贝》系列，8/6-27/7（六），5-7pm，

祷告帐幕。 
 

圣灵如同宝贝放在瓦器里。得着他、盛装他，彰显宝贝圣灵的

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圣灵的大能吧！ 
 

咨询：杨慧君实习传道 
 

3. 沙仑玫瑰《妇女，神的秘密武器》系列，12/6-31/7（三），

10.30am-1pm，祷告帐幕/多用途小礼堂。 
 

透过这系列更实际看见明白神对女人的呼召，抓紧神特别赏赐

给女人的恩典与恩赐。 
 

17/7：福音工作的伙伴 

24/7：小女子大将军 

31/7：孕育神计划的器皿 
 

咨询：洪佩娴传道 
 

4. GA Uni《生命树的信心》系列，6/7-3/8（六），3-5:30pm, 

D.Hamodal。 
 

信心是神赐给人超自然的恩赐，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但

是有信心的生命树，必得从天上来的大赏赐！鼓励35岁以下的

大学生与职青参与。 
 

咨询：黄国成传道 

 
 

《GT611异象分享会》 
 

14/7（日），3-4:30pm，祷告帐幕/多用途礼堂  
 

GA611即将在新山植第八间分堂了！52年遍植生命树的异象涌

流在整个611灵粮堂的体系里，也澎湃在GA里。 
 

GT611全名是“神宝座611灵粮堂（God's Throne 611 Bread 

of Life Church）。GT611的异象经文取自《启示录》22：1-4“天

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

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

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

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

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神的宝座在新山·神的山就在新山”，新山需要一间有生命

树异象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宣告：主要在新山栽种生命树，建立强

而有力的教会，让好的比不好的更多更旺盛。 
 

欢迎所有大家出席，特别对新山有负担或有家人朋友在新山的

弟兄姐妹。■ 

1. 生命树讲道系列，每逢主日，8:30am、11am，祷告帐幕。 
 

30/6：生命树教会的DNA（二） 

7/7：生命树教会的DNA（三） 

21/7：生命树的教会：从接待开始  

28/7：生命树的夫妻关系 

4. MG12小组长按立礼，21/7（日），11am，祷告帐幕。 
 

请组长留意，若您有准组长是合符条件，并可以被按立成为小

组长。 
 

报名截止日期：7/7（日） 
 

3.  医治释放营，16/8（五）10:30am-6pm，17/8（六）8:30am-

3pm，D.Hamodal/神所喜悦。营前说明会（务必参加）：11/8

（日），1-3pm，MPH。备午餐，费用：RM40。名额：70

位。 
 

生命中是否有个罪或伤害的恶性循环？渴望生命有突破吗？欢迎

你参加来临的医治释放营！原神的大能浇灌在你的生命，使你被

修复，变化更新，并起来成为满有喜乐，能力，信心的大军！ 
 

咨询：雷希慈同工 

5. 第32届《长大成熟》，GA611灵粮堂弟兄姐妹的必修课；28/7 

（日）开课，9am-10:30am，D.Hamodal/迦巴鲁。 
 

费用：RM10（5堂），限60位。 
 

本课程由陈露蒖实习传道和教师团队授课，为帮助弟兄姐妹的

灵命健康成长，并且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模式。欢迎大

家前来参加！ 
 

陈露蒖实习传道 

特别报告 

2. 组长动力会，17/7（三），8pm，D.Hamodal。请所有组长及

被邀的准组长准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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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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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中心第三季装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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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

《蒙福的婚姻-婚前

辅导》
 

开放给众弟兄

姐妹

(仅限于

之会友

第32届 

《长大成熟》 

陈露蒖 

实习传道 

28/7;  

4, 11, 18, 25/8 

（日）9am 

受洗基督徒 

已修毕《初》

或《遇》课程 

 

祷告 焦点 《用信心来发命令》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

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祷告焦点： 

1. 圣地 

 为即将来临的9月份大选祷告，求神使合 心意的执政联盟当选。 

 求神使真正爱国的正直领导人当选。 

 求神帮助国家领袖能真正的敬畏神，顺服圣灵的引导与圣经的真理，行事

光明并憎恶不公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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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弟兄姐妹能在这生命树讲道系列中茁壮成长成健康的生命树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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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参与项目的设计师，工程师，承包商和每个人祷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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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教会在为新加坡40天禁食祷告的浪潮里一起经历弟兄姐妹

的个人生命突破，家庭关系突破，还有国家转化的祝福。 

 GB611：为在 9/9/2019 手牵手一日营祷告，求神预备有 15 对夫妻出席

参加，一起学习夫妻沟通的甜美。 

◎1/7-7/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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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GA Youth  52 什一 74,987.00 

中文崇拜 2 379 主日儿童一  50 主日奉献 10,775.90 

极丰极盛 43 主日儿童二  77 感恩 710.00 

香柏崇拜 61 周六儿童 22 祷告帐幕 1,510.00 

新灵崇拜 66 哈比小橄榄 4 圣地 460.00 

沙仑玫瑰  51 印语崇拜  11 宣教 0.00 

GA Uni 74 菲英崇拜  15 其它 5,930.00 

总数 1,247     总数 94,372.90  

事项  人次  事项 人数 

晨祷（二-五）  263 本周接受主人数 1 

祷告会总人次 11 529 2019年累积信主人数 148 

MG12  2 6   

公开小组 53 203 2019年累积受洗人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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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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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