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G新人装备部通告栏

由于马来西亚爆发新冠肺炎和采取行动管制令，原
本定于四月份的活动将延期至五月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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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井 LIVING WELL 活水井

主任牧师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行动管制进入
第十天的当儿，我相信好些弟兄姐妹开始
想念敎会，想念在教会的服事并且彼此想
念。我们也开始明白过去以为理所当然的
事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神的恩典
和怜悯我们才能享有那一切。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教会户头详情
1. 橙色信封是专给 十一、感恩、初熟、祷告山、爱耶路撒冷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Kuching
Public Bank: PBB – 3160781915

2. 绿色信封是专给 建殿、慈惠、克安通牧师事工
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Kuching 
Public Bank: PBB – 3156599224

使用银行转账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转账时注明奉獻名称或者列印银行
转账收据并写下奉獻名称然后可以放进奉獻信封奉獻。或者可电邮到
kuching611.acc@gmail.com

Church Account Details  
1. Orange Envelope is for Tithe, Thanksgiving, First Fruit, 

Prayer Mountain, Love Jerusalem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Kuching
Public Bank: PBB – 3160781915

2.     Green Envelope is for Church Building Funds, Charity and   
PS Anton Ministry
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Kuching 
Public Bank: PBB – 3156599224

For the users of interbank transfer, please key in offering title or 
print the transfer receipt and write down the title when you 
submit it in an offering envelope. Or you may email to 
kuching611.acc@gmail.com

登 录 教 会 网 站 做 奉 献
疫情肆虐，行动管制，无阻奉献心。

欢迎弟兄姐妹上网做奉献。
http://www.kuching611.org/offering/

上 周 奉 献 L a s t We e k ’ s T o t a l O f f e r i n g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367.00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5,106.60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1,342.00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5,295.00

总数 Total (RM) 12,110.60

RM 12,000,000.00

RM 9,866,299.89

RM 1,342.00

应对疫情新措施
Special Announcement – New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周
DAY

时间
TIME

各堂崇拜
SERVICES

六
Sat

1030AM
儿童祷告塔
Children - House of Prayer

暂停
postponed

六
Sat

0500PM

国语崇拜
Service BM 

线上
联合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蒙福128
Blessed 128

(Elder Pastoral)

周六晚崇
Saturday Night Service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Youth)

小绵羊
Little Lamb (0-3 yrs)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Joykids 幼儿崇拜Joykids

Service (4-6 yrs)

Wonderkids 儿童崇拜
Wonderkids Service

(7-12 yrs)

日
Sun

0900AM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Shinekids 幼儿崇拜
Shinekids Service (4-6 yrs)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Glorykids 儿童崇拜
Glorykids Service (7-12 yrs)

启动dynamo

Activate dynamo

居家247
Home 247

晨祷
Morning Devotion

直播
Live broadcast

学房
Leadership Institute

假期
Holiday

晨祷 读经 Morning Devotion

日期 Date 经文 Scripture
章数

Chapter

30/03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 06

31/03 (二 / Tue) 弥迦书 / Micah 05

01/04  (三 /Wed) 弥迦书 / Micah 06

02/04  (四 / Thu) 弥迦书 / Micah 07

03/04  (五 / Fri) 箴言 / Proverb 07

04/04  (六 / Sat) 箴言 / Proverb 08

教会晨祷直播 (逢二至五,早上八时至九时）
Church Morning Devotion Live Broadcast

(Every Tue ~ Fri,  8:00AM - 9:00AM)

直播链接 LIVE Broadcast link : http://www.kuching6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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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V I N G  W E L L

活水井
古 晋 电 子 周 刊 学房部通告栏

好消息！学房第二学期将从4月中开跑，而我们不
再采用全日制上课咯！

前所未有新特色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色是: 一周四天各上一个系
列的课程。换句话说，你只需要来上课半天，每一天
又可以上不同系列的课程。

一个均衡的学习制度就是单单为你量身定做的😉
敬请大家期待来临学房第二学期的报名开放哦！

苗圃课程更新日期

国语苗圃 05月05日(二)

中文苗圃 05月15日(五)

按立礼&浸礼更新日期

小组长按立礼 05月17日(日)

浸礼 05月30日(六)

新上课时段

星期二 10:15am-1:00pm

星期三 10:15am-1:00pm

星期四 02:15pm-5:00pm

星期五 10:15am-1:00pm

👉崇 拜 奉 献 可以 透 过扫描 此
Sarawak Pay QR code进行奉献。

General offering may be

offered through scanning of this

Sarawak Pay QR code.

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祂的人得益处！古晋611每一个人都是爱
神的，因此我相信你们必定会从這次普世的災难中得益处，从门徒
和同工的分享中的確看到他们的生命真的得着了益处。

相信在接下来，还有十多天stay at home的日子我们会更享受跟
神和神的话及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因此都得着極大的益处。

非常期待每一个人出关时都是脱胎换骨，
疾风烈火！

温馨提醒

行动管制延至
14/04，鼓励弟
兄姐妹紧紧跟随
教会晨祷、线上
崇拜等。抗疫期
间，更要和小组
长紧密联系。

祝大家成为耶
稣的好门徒！

STAY

&

PRAY

mailto:kuching611.a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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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皮尔斯团队信息】
列国正值动荡 逾越节将成为分界点

·

“万邦喧嚷，国度动摇； 神出声，地就熔化。……你们要休
息，要知道我是 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万
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
46:6,10-11 圣经和合本2010）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约珥书3:16）。
这句经文，是5780年开年的主调，伴随着神的吼声，我们进入新的
季节。5780年始于2019年9月26日-29日，从这个新年开始，我发
预言说：列国将经历动荡，直到逾越节。

进入2020年后，主说，我们会经历巨大的瘟疫般的灾难，考验我
们直到逾越节。2月26日我在拉斯维加斯发了这个预言，因为重复“
我们国家在4月前会经历重大试炼”的信息，我收到许多评论和反驳
。我相信不仅是我的国家会经历试炼，同一时代的列国都会经历。

在约珥书二、三章中，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
“土地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

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已生长，树木结果，无花果树
、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哪，你们要欢喜，要因耶和华—你们
的 神快乐……”（约珥书 2:21-23 圣经和合本2010）

“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前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
使你的勇士降临。列国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
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在断定谷有许多许多的人，因为耶和华的
日子临近断定谷了。”（约珥书 3:11-12,14 圣经和合本2010）

逾越节将成为分界点

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必须明白，如今是圣灵在地拥有我们的时
候。我们必须时刻倾听圣灵对众教会说的话。有些人解释说，
COVID-19（译者注：联合国卫生组织将2019年末开始爆发的新型
冠状病毒命名为COVID-19）是世界级的灾难。有些甚至说这场病毒
会阻碍复兴。我要说：“神已让病毒暂停，直到他认出：谁是愿意
在他宝血遮盖下、与他一同经历逾越的人。”这次逾越节，将是我
们未来生命的神圣分界点！

2020年1月3日，翟辛蒂（Cindy Jacobs）对我发预言，内容是：
2020年前三个月，我要谨慎我的旅程。我去年的出差里程高达
570,000英里，我因这些旅程和争战倍感疲乏。她告诉我，主实际上
要让我休息，但我理解，这次警戒是主要让我谨慎对待2020年前三
个月的行程。因此，我仰望神，确保我能有更多时间休憩、写作，
也拒绝了前三月的大多数国际旅程。

在这里工作了40年的苏珊·斯坦菲尔德（Susan Stanfield）说，主
告诉她，我们要“为将来的春季暴风雨束腰”。我相信这是神对我
们所有人所说的话。在2020年伊始，主告诉我：“系紧皮带！”主

说，这一年会经历财务难关。然而，当我们束紧腰带，我们会度过
的。

让我们预备逾越！

以欢笑得胜恐惧！

亚达月（Adar）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月份，贫瘠将被攻破。我们可
以请主使我们心思敏锐，让我们的期盼与神的旨意对齐。在普珥节
这一周，宣告毁坏的计谋将被翻转，欢笑将得胜恐惧！

创伤蒙拯救
—琳达 ·海德勒（ L i n d a  H e i d l e r）

这也是拯救的月份，我们的言语决定我们生命的自由如何彰显。
琳达·海德勒昨日早晨分享：
饶恕，是我们得重振与自由的关键。
还有未得医治、根深蒂固的创伤存在，创伤不光是魂里的问题，而
是灵里的症结，所以只有圣灵可以带来真正的医治。神能为我们的
益处根除创伤！当我们从缺失中蒙拯救，我们就会带着权柄，去赶
除捆绑他人的邪灵。神施行拯救，让我们能得胜创伤，而我们的见
证将帮助其他生命得自由。

拿弗他利的月份：预备跳跃
—罗伯特 ·海德勒（R o b e r t  H e i d l e r）

正如罗伯特·海德勒在庆典服侍（Celebration Service）中教导，
这是跳跃的时节！然而，如果我们的生命并未被圣灵的喜乐充满，
我们将无力对抗仇敌，困在过去季节的辖制中。神渴望给我们如鹿
般强健的大腿，可以欢呼雀跃！

罗伯特分享了五个关键，让我们能在整个月份都欢呼跳跃：

▪ 选择喜乐—无论你是否愿意！
▪ 消除沮丧！
▪ 制定争战策略—你正身处战场！
▪ 破除错误宣告—明白神的话语！
▪ 找到自己的真实位份！

这是你要攀升的时候！

神说：“我正在我的百姓中，释放全新高度的信心！你要在这个
季节，看见过去不曾看见的。你如今要有全新的眼界、以全新的方
式得到提升。举手攀登，越过前方的瀑布！当你举手攀登，你会看
见我为你预备好的阶梯。

“爬越我设置在你前方的阶梯！爬越我设置在你前方的阶梯！纵

然仇敌曾嘲笑你，说你绝不会攀上顶峰、穿越新的门户，这是你要
攀越的时候，你要爬越我安置在你前方的阶梯。我已在顶峰的门户
后等你，我在讥笑仇敌。”

“在这个得胜喜乐的季节，放声欢笑，经历在我们里面的自由，
你将胜过仇敌。即便你感觉自己身处低谷、一败涂地，我的天使将
帮助你提升，一步一步提升，让你能持续前行。”

“我在属天领域敞开了一个新的门户，并差遣我的使者护卫你前
行，让你能进入这属天领域，再回到地上。我在天上大笑，我要让
你能在地上立足，得胜仇敌。因为在此刻、在这个新的季节，我要
让得胜的灵在你里面兴起，让你胜过并讥笑仇敌，这是你过去不曾
经历的。”

“新的风在地上刮起。如今这场风，不仅是我在吹气，还有我的
天使煽动翅膀同工效力。我要差遣我的特使，他要在地上制造清洁
的风、滋润的雨，揭去超自然的压制。”

“我要在你生命里引起震动，让你领受从我而来的全新气息。当
你经历提升，你将驶入我所预备的加速轨道。”

（先知信息，来自布莱恩·库曼Brian Kooiman，谢丽尔·布莱斯Sheryl
Price，恰克·皮尔斯Chuck Pierce，米斯蒂·罗斯Mistie Lohse，伊莉娜·
罗尔Eleanor Roehl，丽萨·里昂Lisa Lyons和迪迪·罗伯特Dee Dee
Roberts）

资料来源：微牧之歌
https://mp.weixin.qq.com/s/1of2jUeX84NMm6MQd4aQ1A

《看见2020》
图源：香港611灵粮堂Facebook

https://mp.weixin.qq.com/s/1of2jUeX84NMm6MQd4aQ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