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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英文版 

   本周晨祷读经经文       负责人：江、邢牧师 

日期 28/1（二） 29/1（三） 30/1（四） 31/1（五） 

书卷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暂停 

章节 2 3 4 

2020年1月26日 



 

今天晨祷我们读到提摩太前

书最后一章，之后不久保罗就上耶

路撒冷明知会在那里被捉，也预备

好捉到罗马，所以到提摩太后书就

是在罗马监牢写的信。 

 

在前书最后一章，保罗还是不

断劝勉年青的传道人，在牧养和管

理教会的事上要如何做？如何面对

人事问题等等。保罗是特别用命令语气主动式的鼓励提摩太，就算

面对服事上种种困难，又有异端和假师傅的问题，乃然鼓励他奋勇

前进。无论情况环境如何，还是专注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

心、忍耐、温柔。（提前6:1）竭力去追求公义，公义就是指我们要

做神眼中认为标准的事和要有正直行为的事、也要追求敬虔，就是

做敬畏神和属神的事情、也要竭力去追求信心，信心就是指对神有

信任有信靠，忠诚的心相信 、也竭力去追求爱心、忍耐，最后是

追求温柔的心。 

 

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真的要有专注的心，追求对的事，追求

神喜悦和圣洁的事，保守自己不要被分歧的教导、人的问题，影响

而偏离真道远离神。若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样式，就要时刻谨守我

们的心思意念，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里，即使面对许多的异端，我们

都要成为灯和盐，照亮和建立人。 

 

在农历新年期间，愿GA的弟兄姐妹除了要保护自己信仰的立

场外，还是记得成为盐和光，活在人群中，帮助家人和朋友，就算

他们不信主也不要逃避他们和对他们消极，乃是要靠神的恩典，就

好像提摩太乃然要在信仰充满冲激下，选择牧养亚细亚的弟兄姐

妹，不躲避。即便是在一个充满假师傅制造事端的恶劣环中，他却

仍然能够指引众人走在神的真道上，我们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生命

吗？ 

 

祝大家在新年间有恩典，用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走在人群中，也

祝大家过个愉快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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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 

◎江月霞牧师  

诗篇20篇，是大卫出战的诗歌，交与伶长。面对遭难的日子，大卫

与众军和百姓聚集献祭，同心祷告将整场战争交托神。他们在神的

祭坛面前，呼求他，求神保守他们，救他们，将土地恢复，将敌人

赶走。大卫是一位依靠神的王，他把约柜接回帐幕时，除了有献

祭，他也设立了乐团，扩大利未人的职务，派他们用乐器和歌声事

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 

 

一、神看见听见，回应祷告（诗20：1-4） 

当王在祭坛祷告时，祭司群唱出安慰、祷告及宣告神的能力。

祭司也一同求神在危急中听见就能回应，回答呼求。2020年在神才

有真正的Perfect Vision，因为人有距离的限制，有可能眼睛会受到

伤的限制，但神的眼睛永不打盹，不会受伤，不会模糊，所以要神

看见我们，回应我们，我们才可以看见 。虽然雅各经历无数艰辛

过程，最后神还是赐他新名「以色列」。神将王与以色列的军队高

举，放在高处，原文就是让仇敌碰不到你们，伤害不到你们。被神

放在高处，就等于得胜。在这重要危急的时刻，祭坛前摆满了君王

众多呈献的祭物，王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求 的保守，谦卑并愿意将

整场战事全然奉献在坛上，祭司就站在神和人中间，代表王和领袖

百姓，求神看见这一切的奉献，并且悦纳这一切本来属于神的燔

祭，神就会将我们心思意念（mind & soul）所盼望所求的，应许

我们。 

 

二、人看见、用信心祷告神（诗20：5-8） 

神看见我们，我们就能看见神。当王、军长和百姓们在寻求神

献祭时，透过祭司的歌唱、祷告宣告，众人的信心被挑旺。在神的

祭坛前，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神，因着神有真正的Perfect Vision，

我们才能看见和听见，而神也藉着祭司回答了 对人的应许。当我

们奉神的名祷告呼求，举起旌旗，引人注目，在争战中举起的军

旗。这个得胜是一个见证，首先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这战争是神在帮

助我们，因为是神拯救王，是神伸手拯救人脱离仇敌的手。仇敌是

靠铁做的战车战马争战，但我们所靠的是奉耶和华的名，奉耶稣的

名得胜。 

 

三、发命令求神拯救（诗20：9） 

有了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为这行动发命令。在那呼求的时

刻，盼望神看见也能回应我们的祷告、呼求和所发的命令。■【本

主日信息讲于2020年1月12日，经编辑组整理成文。】 

主任牧师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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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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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G12好牧人帖士》 

跟随圣灵，长成生命树（一） 
 

我们可以怎样预备自己承接52年遍植生命树的托付？611的异

象是以赛亚书61:1，神不单带领611体系成为生命树，也要在全地遍

植生命树。 
 

在职场上，人会拟定短期和长期计划，但教会不是这样，52年

遍植生命树，不是说要计划每年植多少分堂，然后在若干年后完

成，教会是看圣灵怎样带领，人心如何预备。 
 

生命树都是生长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做出来是假的，长出

来才是真的。神赐给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生命树的DNA，如果我

们的生命没有这些DNA，我们牧养的教会就不会成为生命树。 
 

此外，生命树是从夫妻关系、家庭，以及整个祭司利未人群体

开始。所以团队关系也很重要，我们看重团队服事，看重彼此关系

过于个人能力。 
 

总括来说，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第一，先

不用想要做什么，而是要看个人的生命如何。第

二，要看重与圣灵的关系、人与人彼此的关系，

并保持常常跟随圣灵的带领。■ 

5. 累积奉献： 

祷告塔、祷告屋     RM 550,000 

半开放式青年活动中心、挡土墙  RM 360,000 

       RM 910,000 

已收到奉献          (RM 630,339) 

所需经费      RM 279,661 
 

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参与，扩张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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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崇拜 迦密山 何丽嫦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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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瑞庄实习传道 

10:45am 印语崇拜 迦密山 洪佩娴传道 

周

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的色彩 

《生命树、生命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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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m GA Uni 迦巴鲁 黄国成传道 

4pm GA Youth 多用途礼堂 张伟良牧师 

《心的超自然转化》系列 

4pm，祷告帐幕。咨询：杨慧君传道 

极丰极盛崇拜（Ha Sava） 

4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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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m，麦比拉，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6. 拿汀陈彩云、陈德帝弟兄、陈振智弟兄、陈珠妮姐妹之母张惠卿

姐妹，于2020年月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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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苗圃崇拜——福音系列》，9/2-29/3，11:30am-1:30pm

（日），D. Hamodal。 
 

这是GA弟兄姐妹的必修课，需报名参加。鼓励大家携带新朋友

出席，崇拜后有备午餐接待。座位有限，请尽快报名。 
 

咨询：周晓君传道 / 詹玉慧同工 

4. 第19届《MG12小组长训练》（初阶），15/2（六）开课，

12:30-2:30pm，D.Hamodal / 基利心。费用：RM10（7堂），

限40位，额满即止。 
 

这是按立小组长必修课，由邢志中牧师和教师团队授课，使你

承传GA611教会的基因—人人带小组，成就耶稣叫你“使万民

作我门徒”的呼召。 
 

咨询：林子绮实习同工 

2. GA学房《深切医治》课程，讲员：董帖心牧师与团队，19-

21/2，2-4:30pm（三），10am-4:30pm（四、五），

D.Hamodal / 神所喜悦。 
 

费用：RM100（9/2前），RM125（10-16/2），RM150

（17/2起 / 临场报名）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们，叫我们传

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们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

放，被囚的出监牢。透过实际医治释放训练，让我们与神同

工，带下神的医治，恢复人的生命。 
 

咨询：黄晓芳同工 



 

祷告会时间表 

早祷：7:30-9am / 晚祷：3-4:30pm                                                                                                                                                                  咨询：郑晓颖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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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am - 1pm 城市、教会与家庭 陈彩云姐妹 

每周三  1:30 - 2:30pm 圣地 高月群传道 每周五  2:30 - 3:30pm 新圣城 黎彩萍姐妹 

每周三  8:30 - 10:30pm 拿细耳人祭坛 杨蕙芳姐妹 每周六 12 - 12:30pm 复兴火苗  谢瑞庄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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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冰姐妹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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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装备中心第一季装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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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届 

《天国精兵》 

邢志中 

牧师 

4, 18/1 ;  

1, 15, 22/2 

（六），1pm 

受洗基督徒 

已修毕《遇》课

程  

第19届 

《MG12小组长训

练》（初阶） 

邢志中 

牧师 

15, 22, 29/2;  

7, 14, 21, 28/3 

（六），12:30pm 

已修《遇》

《长》《天》及

《苗》课程； 

或组长签名推荐 

祷告 焦点 《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

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提前6：12） 

 

祷告焦点： 

1. 圣地 

 祈愿在来临的大选有公义的领袖被拣选来带领国家的未来。祈愿圣地

的子民有共同的意识面对当下政治僵持的局面，并且能够防止同样的

事情再次发生。祈愿百姓能够转向神，从神得着更清晰的方向。 

 求神保守国家在这动荡的时刻有稳定以及增长的经济状况。祈愿联合

政府能够透过大选成绩而成立，并且能够拨出款项帮助各州的需要。 

 求神保守圣地，将一切恶者的诡计和计划都化为乌有。祈愿各领袖

（军方，保全，政治）有智慧以及聪明面对威胁。祈愿维护圣地的士

兵能够保持刚强以及谨慎。 
 

2. 国家 

 为着马来西亚所有的政治人物，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来祷告。 

*祝福他们都有忠诚以及诚信，祈愿他们对国家有很深的爱心与公义。 

*祈愿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远超自己的利益。 

*感谢神祝福我们的领袖有诚信，正直，并且守信用。 
 

3. GA611灵粮堂 

 愿神在2020年祝福我们在属灵儿女，属灵恩赐和祝福，恩典与恩宠，

更多的喜乐与爱，更大的信心，平安，财务和物质上的祝福上都有七倍

的倍增！ 

 愿上帝在5780年，继续洁净我们的口，并帮助我们透过宣告神的心意

来与 同工。 
 

 4. 求神继续保守我们散布在七个国家的八间子堂和一间孙堂： 

 GK611：求神祝福神国教会弟兄姐妹在华人新年来临之际，紧紧抓住先

神后人再大地的真理，为主在新春佳节做美好见证，也跟亲友建立美好

关系，把基督的光带到亲友当中。 

 GRP611：求神超自然供应聚会场所，也帮助我们在今年开堂成功。 

◎13/1/2020-19/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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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Youth  什一 

中文崇拜 2 主日儿童一  主日奉献 

极丰极盛 主日儿童二  感恩 

香柏崇拜 周六儿童 祷告塔 

新灵崇拜 印语崇拜  圣地 

沙仑玫瑰  菲英崇拜  宣教 

GA Uni  初熟 0.00 

总数 1,090    总数 

事项  人次  事项 人数 

晨祷（二-五）  248 本周接受主人数 2 

祷告会总人次 12 106 2020年累积信主人数 2 

MG12  2 8   

公开小组 72 291 2020年累积受洗人数 - 

*《初》：初信造就、《遇》：遇见神营会、《长》：长大成熟、《天》：天国精兵、 

  《先一》：先知预言一、《小》：小组长训练、《苗》：苗圃8 福 

*所有课程均不接受临场报名，唯补课除外。 

各事工负责人 

事工 负责人 事工 负责人 

植堂部 江月霞牧师 维修组 邢志中牧师 

祷家MG12部 郑晓颖牧师 媒体IT组 张伟良牧师 

节期权能部 黄国成传道 音响灯光组 张伟良牧师 

福音陪谈组 周晓君传道 视频组 王礼和弟兄 

苗圃浸礼组 周晓君传道 摄影组 许瑞瑛同工 

新人招待组 李佩婵同工 场地组 谢益和弟兄 

学房/职场学校 邓榕钧牧师 交通组 黄国山同工 

装备中心 邓榕钧牧师 清洁组 郑玉笑同工 

青少学校 黄晓芳同工 布置园艺组 杨慧君传道 

创艺学校 洪佩娴传道 社交网络 邓榕钧牧师 

敬拜赞美 洪佩娴传道 文宣出版/翻译 詹晓慧同工 

号角队 邢志中牧师 通译 何丽嫦实习传道 

旗舞队 劳慧媚实习同工 灵粮供应站 曾子莲传道 

台前协助组 陈和英同工 婚礼 郑晓颖牧师 

演示文稿组 李子康传道 丧礼 李新财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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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冰姐妹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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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