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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罗马书 4:25

活水井
LIVING WELL
主任牧师的话

要闻

谁是逾越节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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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逾越节的主角？为什么逾越节的主角是：羊羔？

旧约
逾越节

约3500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被法老迫害，法老杀男孩子。上帝借着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法老刚硬不悔改，上帝降了十个灾，但是每一个灾之前，上帝
都给法老机会，都希望法老会同意释放以色列人。法老仍是刚硬不悔改，最后一个灾是杀长子，但是上帝给人一个恩典的机会，就是杀羊羔来赎罪，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槛上，吃羊羔的
肉，无酵饼和苦菜。
正月十四，埃及遍地都满了哭号声，法老最终答应释放以色列人。当夜，摩西把以色列60万男丁，包括妇女孩子可能200-300万人，带出埃及，向着迦南地而去。这就是逾越节的
由来！最重要的是“羊羔代赎”。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這非常的时期愿
我们都作 个智 慧人 —— 我 用巴克斯 特
(Richard Baxter) 的诗与大家共勉之:

劳碌诸圣徒
当拜天上王
向前齐举步
凯歌同欢唱
无论谁存活
领受祂恩赏
无论福与祸
总向祂颂赞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羊羔代表什么？原来逾越节羊羔的真正意义是：耶稣！耶稣才是“赎罪的羔羊”，人因信祂才能得救赎所以就有了十字架的故事。

新约
受难日

约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降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耶稣33岁时被钉十字架，祂没有罪，人却将祂杀死，流出了无瑕疵的宝血，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恰巧的是，
历史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天，刚刚好是逾越节。
从耶稣吃逾越节筵席，直到夜里被卖，被审，第二天钉十字架，直到断气，刚刚好是逾越节一天之内完成。（从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黄昏）那天中午到申初，地大震动，太阳变黑，
出现了长时间的日全食，幔子裂为两半，因为上帝的儿子，被人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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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新人装备部通告栏
浸礼课程即将开始啦~特别适合初信主
及报名5月30日受浸的您，一起来明白浸
礼的意义，并且投入611大家庭。
*人数只限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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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礼课程详情
开课日期

05月06日起（每周三）

时间

7:30PM

上课方式

连线上课 (采用Zoom)

报名费

每人 RM 20

联系人

Hannah传道

截止日期

04月20日

蒙福128
Blessed 128
(Elder Pastoral)
六
Sat

好消息！《天国精兵》
恢复上课

Joykids 幼儿崇拜Joykids
Service (4-6 yrs)

Wonderkids 儿童崇拜

7:30PM

上课方式

连线上课 (采用Zoom)

课程题目

第三课-天国的品格

目前建殿总费用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Sunday Service
日
Sun

09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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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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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
联合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线上
联合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启动dynamo
zhActivate dynamo

Home 247

晨祷
Morning Devotion

直播
Live broadcast

学房
Leadership Institute

献

目前累积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上周奉献

Last Week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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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onderkids Service
(7-12 yrs)

主日崇拜

奉

RM 5,990.00

Total Expenditure

Little Lamb (0-3 yrs)

天国精兵

时间

线上
联合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小绵羊

《天国精兵》即将恢复上课。不一样的
是，采用连线上课。有上课的你，请留意以
下详情：

04月15日起（每周三）

Joshua Army Service(Youth)

齐

RM 9,874,506.39

Saturday Night Service

青年崇拜

造

暂停
postponed

周六晚崇

0500PM

上课日期

建

Together We Contribute, Together We Build
RM 12,000,000.00

儿童祷告塔
Children - House of Prayer

国语崇拜
Service BM

同

2.

Church Account Details

Orange Envelope is for Tithe, Thanksgiving, First Fruit,
Prayer Mountain, Love Jerusalem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Kuching
Public Bank: PBB – 316078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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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247

线上上课
Online class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日 期 Date

经 文 Scripture

章数
Chapter

13/04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

11

14/04 (二 / Tue)

腓立比书 / Philippians

01

15/04 (三 /Wed)

腓立比书 / Philippians

02

16/04 (四 / Thu)

腓立比书 / Philippians

03

17/04 (五 / Fri)

腓立比书 / Philippians

04

18/04 (六 / Sat)

箴言 / Prover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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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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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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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周 奉 献

Last Week’s Total Offering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243.70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25,206.40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5,990.00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1,615.00
总数 Total (RM)

33,0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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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也能上课

学房专区

保罗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
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

古晋学房新学制14日开跑

，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古晋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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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行动管制令的缘故，我们无法在教会上课。
然而香港母堂因此而为我们设计出了全新的学习制度。

暂定第二学期连线上课
第二学期课程，即从4月14日起至6月24日都将采取连线上课的方式。学
房使用的是Zoom cloud meeting app上课。我们不只是单向看讲员授课
，更可以双向交流。一切上课的通知与消息，学房部会在WhatsApp上课
群组当中做提醒和发布的工作。
至于第三学期的上课方式，届时将再通知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小组长
所转发的讯息或周刊的消息发布。

一日上单课 一周数系列
此前，学房上课方式是周三和周四全日，周五半日，并且一周上一个系
列的课程。
如今，学房采用了全新的上课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特色: 从周二至周四
，每日仅上一个课。一整周安排不同系列的课程，交叉上课。换句话说，每
天只需上课3小时，每一周又可以上不同系列的课程。

实宝活水槟城同步连线

(徒 19:9-10)

学生连线上课感言：
❑ 黄勤樽（全修生，实宝611）
谢谢母堂和祖母堂爱的付出，让
我 在 实 宝 仍 然 能 够 透 过
Zoom/YouTube来上学房。这前所
未有的经历真的非常不一样，就算
没有老师在我面前，仍然可以看到
老师讲道讲评，还可以与老师有互
动，声音都很清晰，而且都备有
Q&A时段来回答问题，真的感恩。

二年级生在台上分享通过学房学习，经
历生命突破，自己和妻子多年平淡的婚
姻终于打破围墙，重燃热恋爱火。

想到第一次zoom来先知预言，这个初体验即兴奋又紧张，兴奋可以在
香港台北老师学生面前操练，紧张是第一次在先知帖心牧师面前发预言，
实在是太棒了！
❑ 陈薇龄 (全修生，槟城611）
虽然MCO没有办法让我在学房现场敬拜和上课，可是我感恩仍能在槟
城的家中听神的话语。学房部的同工也很精准的帮助学生和香港连线上课
。导师也会尝试和我们互动，提问问题来帮助我们。

报名签到付费网上搞定

❑ 余冰冰 (选修生，古晋611)
在行动管制期间，科技的发达让我可以通行无阻依旧可以上课。因为是
第一次参与线上上课，我很兴奋也很好奇。虽然在线上上课不能和弟兄姐
妹见面，神依然透过老师们教导我们，从互动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爱依
然很强烈。

为了配合此项新学制，学房也开放了网上报名的方式，供选修生和旁听
生报读课程。并且，神学生都在网上签到，通过网上签累积上课学分。至于
付费，上课的同学们一律采用转账的方式。即便足不出户，同学也能完成整
套上课流程。

❑ 陈瑛瑛 (旁听生，古晋611)
在行动管制期间，不能去教会我觉得很失落，我没想到还能在家连线上
课。我是家庭主妇，对科技不太懂，我感恩能和女儿一起听课。在这样的
时候还能听见神的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为了让分堂的弟兄姐妹更多领受到611的DNA，更加紧贴611的水流，
实宝、活水和槟城三间分堂也会同步连线上课，鼓励分堂的弟兄姐妹也一起
上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古晋611学房的属灵丰富宴席已摆设，愿你们来享用
，接受神的灵和神的话充满，成为生命树并起来栽植生命树。”（节录林大

卫牧师的勉励与祝福，古晋学房招生特刊2020）
旁听生收费如下：
1堂课 RM 35 全5课 RM 175

即日起接受报名。欲知详情，请联系学房部同工，常玉彬。拨打号码
/WhatsApp至：+6011 26792336。

古晋611学房特色之一：
四大系列平衡发展
生命系列

炼净生命、变为新人、与主亲密，成为耶稣新妇。

圣经系列

昼夜默想、谨守遵行、随处传道，效主道成肉身。

圣灵系列

得着能力、带着权柄、随从圣灵，见证耶稣基督。

教会系列

领受异象、带着使命、尽心竭力，预备主的再来。

教
师
团
队

Jason牧师
国度复兴部部长
学房教务长

Deborah牧师
青年大军部部长

Ruby牧师
行政支援部部长

HK牧师
国度复兴部副部长

香
港

古
晋
台
北

Anna牧师
权能祷告部部长

Lyan牧师
Kindness苗圃部部长

Debby牧师
家庭事工部部长

Susanna传道
国度复兴部副部长

上学期，在古晋的神学生操练先知预言服事，香港和台
北的同学都能观看，而老师也能直接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