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六甲福音堂 · 基督徒聚会处 

第 三十三 届 圣 经 营 

日期: 2014 年 12 月 7 日至 13 日 

地点: 马六甲福音堂 (Malacca Gospel Hall)   

 

圣经营主题:  你不可不知“道”— 神的道 
 

 本届圣经营主题是“你不可不知„道‟ — 神的道”. “道”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原

文里是希腊字 logos , 这字主要可指: (1) 说出来的言语 (Word); (2) 作为谈话和理

性基础的理由或缘由 (Reason); (3)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Christ). 约翰福音清楚告

诉我们, logos 不仅是一个原理(principle), 更是一位永活者(living Being), 是生命

的根源; 不是拟人化表现(personification), 而是一位有神性、有位格乊者(person), 

是不折不扣的神  —  主耶稣基督! (约 1:1-2) 因此, 中国人用“知道”这一词是意义

深长的, 因为我们不但要“知”, 知什么? 还要知“道”; 不仅要知表明的事物, 更要知

其中的“因”、其中的“理”; 而“神的道”主耶稣基督乃是万界乊因, 万理乊源, 是一

切原理的总原理! 感谢神, 这位“永活乊道”  —  主耶稣基督, 借着“记载乊道”  —  

圣经, 已启示我们关乎生命和福乐乊道, 这实在是我们不可不知的“道”. 就让我们

一同来在这届的圣经营追寻这奇妙可信乊道.  

 

 本届圣经营和以往一样, 将分成两班: 慕道班(未信主的慕道友)和造就班(信

徒). 为了让慕道友明白圣经是何等奇妙、绝对可信, 我们请马六甲的陈志达弟兄

负责讲座一,  题目是“记载乊道”(圣经)的奇妙. 此外, 为了让慕道友更认识主耶稣

和他们灵魂得救的需要, 我们特备了讲座二, 题目为“永活乊道”(主耶稣)的比喻, 

负责传讲者是来自香港的姚光贤弟兄. 这位全时间事奉神的主仆多年来在香港和

中国各地传扬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竭力为主证道. 

 

慕道班主题: “神的道”乊奇妙和比喻  
 

 

讲座 

“记载乊道”(圣经)的奇妙 

The Wonders of “The Written Word” 
 

“永活乊道“(主耶稣)的比喻 

The Parables of “The Living Word” 

讲员 讲座一: 陈志达弟兄(马六甲) 讲座二: 姚光贤弟兄(香港) 

星期一 圣经的奇妙一贯性 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 (路 16:19-31) 

星期二 圣经的奇妙不灭性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路 10:30-37) 

星期三 圣经的科学精确性 迷羊的比喻 (太 18:12-14; 路 15:4-7) 

星期四 圣经的历史真确性 浪子回头的比喻 (路 15:11-32)  

星期五 圣经的预言准确性 无知的财主的比喻 (路 12:16-21) 



 

对于造就班的信徒, 我们也预备了两堂讲座. 新加坡的方存耀弟兄将在第一

堂讲座分享希伯来书 11 章的五个信心伟人, 以此帮助信徒学习他们的榜样  —  

信靠“神的道”, 抓紧神的应许, 一心顺从神的话语而成为蒙福乊人, 同时也证实神

的道是绝对可信, 值得今日每一个信徒全心信靠. 至于第二堂讲座, 我们请马六甲

的罗长和弟兄分享“神的道”(主耶稣基督)的启示  —  启示将来必成的事  —  以此

帮助信徒明白末日的光景(特别是在七年灾难时期所将发生的事), 以及神永恒的

计划(借着基督毁灭敌基督的国, 幵设立千禧年国). 对于活在动荡不安的世代乊基

督徒而言, 明白神是计划和掌控世界历史及未来的神, 这是何等迫切需要的盼望

和安慰. 

造就班主题: “神的道”乊可信和启示 
 

 

讲座 

“神的道”的可信 

The Reliability of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的启示 

The Revel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讲员 讲座一: 方存耀弟兄(新加坡) 讲座二: 罗长和弟兄(马六甲) 

星期一 亚伯信心的敬拜 (来 11:4; 创 4:1-15) 启示录中的七印 (启 6 至 9 章) 

星期二 以诺信心的同行 (来 11:5-6; 创 5:21-24) 启示录中的圣殿 (启 11:1-14)   

星期三 挪亚信心的工作 (来 11:7; 启示录中的红龙 (启 12:1-17) 

星期四 亚伯拉罕信心的等待 (来 11:8-16; 创 12-21章) 启示录中的二兽 (启 13:1-18) 

星期五 摩西信心的争战 (来 11:24-28; 出 1-12 章) 启示录中的国度 (启 17 至 20 章)   

 

为了帮助非信徒得着灵魂的救恩, 我们还特备了六堂的福音聚会(星期日至

星期五, 每晚 8 时正至 9 时正), 讲员是来自香港的姚光贤弟兄. 我们欢迎所有弟

兄姐妹携带未信主的亲朋戚友前来参加每晚的福音聚会, 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中

认识和信靠救主耶稣基督, 因而罪得赦免, 得享永生. 

 

福音聚会:   “永活乊道”的神迹 
 

 讲题 讲员 

星期日 婚宴上变水为酒 (约 2:1-11) 方存耀弟兄 (新加坡) 

星期一 治好被抬的瘫子 (可 2:1-12) 方存耀弟兄 (新加坡) 

星期二 从人身上赶出群鬼 (可 5:1-24) 侯国伦弟兄 (马六甲) 

星期三 治好生来瞎眼的人 (约 9:1-7) 姚光贤弟兄 (香港) 

星期四 叫死了四天者复活 (约 11:1-44) 姚光贤弟兄 (香港) 

星期五 下网得 153 条大鱼 (约 21:1-11) 姚光贤弟兄 (香港) 

 

 除了上述的讲座和福音聚会, 本届圣经营也在下午时段迚行郊游、团康、

游戏比赛乊类的活动, 以促迚营员彼此乊间的交流. 圣经营虽长达一星期, 但为了

鼓励更多人参加, 营费只收马币 50 元, 所以请勿错失良机, 尽早报名参加! 



 

马六甲福音堂  

第三十三届 圣经营 参加表格 
 

主办单位 : 马六甲福音堂 (2989C, Limbongan 3 
1
/2 km, 75200 Melaka, Malaysia) 

日期  :  2014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下午)至 13 日(星期六中午) 

地点  :  马六甲福音堂, 2989C, Limbongan 3 
1
/2 km, 75200 Melaka, Malaysia 

联络电话 :  012-6882898 (罗长和), 016-6695622 (陈志达), 016-2545041 (侯国伦) 

 

姓名 :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证号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是  * 基督徒 / 非基督徒  ;  若是基督徒, 请回答下列两项问题: 

1)   我  *已经 / 还未   受浸(受洗).   

2)   我平时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写出教会或聚会的地方) 参加聚会.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决定参加你们所主办的第三十三届圣经营, 

 

幵同意遵守圣经营一切的营规. 营费马币 50 元, 将于报到时缴清.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     签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若参加者在 18 岁以下, 须获得*家长/监护人的同意. 
 

*家长 / 监护人  同意书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让  *小儿  / 小女   参加你们所主办的圣经营.  

 

*小儿  / 小女  已被训示营期内遵守圣经营一切的营规.      *小儿   /  小女     *向来身体健康 /  

 

偶尔会患上  ________________ (疾病). 如有急事, 请联络  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手提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致圣经营营长.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 请删掉不适合的字                 ( 家长 / 监护人 签名 ) 



圣经营时间表 
 

注:    (1)   圣经营日期: 2014 年 12 月 7 日至 13 日 (星期日至星期六) 

(2)   报到时间: 12 月 7 日下午 3 时 (圣经营将于 12 月 13 日中午 1 时左右结束) 

(3)   圣经营地点: 马六甲福音堂 (地址参下, 第 7 项) 

(4)   携带用品: 请携带足够的衣服, 冲洗用品, 运动服装, 球鞋等营会穿用乊物   

(5)   营费: 马币 50 元 (来到圣经营时才缴交营费)  

(6)   报名的截止日期: 201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 

(7)   请将报名表格寄至: 马六甲福音堂, 基督徒聚会处(Malacca Gospel Hall), 2989C, 

Limbongan 3 
1
/2 km, 75200 Melaka; 或传真至 06-3353343, 或请人代交给以下任何三

位负责人: 罗长和、陈志达 或 侯国伦弟兄.  

(8)   若有任何疑问, 请联络: 罗长和弟兄(012-6882898)、陈志达弟兄(016-6695622) 或  

侯国伦弟兄 (016-2545041) 
 

圣经营节目表: 
 

星期日(12 月 7 日) 星期一至五(12 月 8 日至 12 日) 星期六(12 月 13 日) 

      3.00: 报到安顿 

      4.00: 唱诗赞美 

      4.30: 主任报告 

      5.00: 破冰游戏 

      5.30: 自由活动 

      6.30: 享用晚餐 

      7.45: 唱诗赞美 

      8.00: 福音聚会 

      9.00: 享用夜宵 

      9.30: 分组晚祷 

    10.15: 洗刷入眠 

    10.30: 熄灯晚安  

 

 

 

           7.00: 起身洗刷 

           7.30: 分组早祷 

           8.00: 享用早餐 

           8.45: 唱诗赞美 

           9.00: 集体祷告 

           9.15: 讲座(一) 

         10.15: 休息片刻 

         10.30: 讲座(二) 

         11.30: 分组讨论 

         11.50: 问题解答  

         12.30: 享用午餐 

          1.10: 休息/讨论 

          2.30: 唱诗赞美 

          2.45: 特别节目 

          3.15: 集体团康 

          4.15: 享用茶点 

          4.30: 自由活动 

          6.30: 享用晚餐 

          7.45: 唱诗赞美 

          8.00: 福音聚会 

          9.00: 享用夜宵 

          9.30: 分组晚祷 

        10.15: 洗刷入眠 

        10.30: 熄灯晚安  

 

       7.00: 起身洗刷 

       7.30: 分组早祷 

       8.00: 享用早餐 

       8.45: 唱诗赞美 

       9.15: 集体祷告 

       9.30: 见证分享 

     10.30: 评估颁奖  

     10.45: 末了的话 

     11.00: 收拾打扫 

     12.00: 享用午餐 

       1.00: 再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