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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精兵》第五课

刊

活水井
LIVING WELL

天国精兵
上课日期

04月29日（三）

时间

7:30PM

上课方式

连线上课 (采用Zoom)

课程题目

天国君王的再来

第一届马来文苗圃八福
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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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TIME

六
Sat

1030AM

蒙福128
Blessed 128
(Elder Pastoral)
六
Sat

0500PM

我们毎次读诗篇时会发现章
节之间出现二个小字——细拉
selah。细拉是休止符号，在乐
谱中以0代表，是要静默和暂停
，目的是让歌者或听众有时间回
想然后继续唱或听下去。

日期

05月05日起 （二）

Little Lamb (0-3 yrs)

时间

7:30PM

Joykids 幼儿崇拜Joykids
Service (4-6 yrs)

报名截
止日期

05月03日

联系人

丽珍传道

Wonderkids 儿童崇拜

Sunday Service

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抖，
我们也不害怕。 （细拉）

当然在這段细拉的其间我们也当加強对神对人对大地的热情。
看重关系，享受关系，因我们都花时间付代价建立与神与人与大
地合一相爱的关系。(细拉)

诗篇 46:3

Stop | Pause | Think

日
Sun

0900AM

您可获取以下资讯：
1. 线上崇拜直播
（主崇、青崇、儿童）
2. 奉献方法
3. 我要信耶稣回应卡
4. 中英周刊PDF下载
5. 过往崇拜、晨祷信息
6. 教会行事历
7. 古晋学房资讯

Shinekids Service (4-6 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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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目前建殿总费用

Total Expenditure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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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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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游览我们的网站
请在网上输入网址
http://www.kuching611.org/
即可到古晋611灵粮堂网站。

Shinekids 幼儿崇拜

奉

RM 1,874.50

Wonderkids Service
(7-12 yrs)

主日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是神藉着行动管制带领我们进
入细拉？因此，跟随神的弟兄姐妹当善用這段休止、停顿的其间
仔细揣测自己的內心，用心体会周遭的一切，预备好在已变调的
世界门徒万民！

线上
联合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小绵羊

细拉也是换调或加强音调或
感情的意思。

Selah

Joshua Army Service(Youth)

齐

RM 9,881,700.39

Saturday Night Service

青年崇拜

造

暂停
postponed

周六晚崇

课程详情

进入细拉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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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邀请听马来文的弟兄姐妹报名上课。费
用全免！

跟随神

各堂崇拜
SERVICES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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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Date

经 文 Scripture

章数
Chapter

27/04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

15

28/04 (二 / Tue)

俄巴底亚书 / Obadiah

01

29/04 (三 /Wed)

诗篇 / Psalm

119:129-144

30/04 (四 / Thu)

诗篇 / Psalm

119:145-160

上 周 奉 献

01/05 (五 / Fri)

诗篇 / Psalm

119:161-176

02/05 (六 / Sat)

箴言 / Proverb

16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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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offering may be
offered through scanning of this
Sarawak Pay QR code.

Last Week’s Total Offering
774.72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7,804.80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1,874.50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691.20
总数 Total (RM)

11,145.22

LIVING WELL 活水井

活水井
林牧师:
天地昏暗，唯独开花
结果的生命树在荣耀
的光中，现在正是天
地昏暗的时刻，当我
们追求成为生命树我
们就必行在神荣耀的
光中。

James传道:
诸天述说神的榮
耀；穹苍陈列他
的手段。清早像
平静的湖面安稳
晚霞确实那么霞
光万道。

看见2020

隔离中的 神

Hannah传道:
人手所造的建筑物无论
多宏伟也比不上造物主
的创造那么奇妙！望着
窗外天空时时刻刻都在
变化的景色，内心不住
地发出感恩和赞美说：
神，祢真伟大！
Sharon：
活出自己，活得精彩💕
野地里的花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
它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
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
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
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
够了。【太6: 30,34】

Doreen:
主，谢谢祢让我知道，成长需要
倚靠祢，每一步都是祢的恩典。

林师母:
耶路撒冷的女子啊，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棚，
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歌1:5】

Alicia传道:
谦卑的泥土，不多人欣赏他，被人
践踏在脚下，且默默付出。大方地
让植物生长，让人们从中多方的得
到好处。我要成为天国好的土壤！

黄何妃:
蜗牛爬得非常慢，你把它放在一
个很矮的瓶子里，好长时间它才
能爬到瓶顶，蜗牛虽然爬得很慢
，但它能坚持，所以总能到达它
的目的地。

常玉彬:
一路向光。
主你是光，
我要朝着你
直奔。你的
光线医治我
，使我奔走
不疲乏。

朱奕祈:
小小红葱子是厨房里最常见到的食材。
虽然长得小，外表不起眼，它可以使简
单的菜肴美味，切着它时眼泪还会不停
流，拿去种还会结出青葱。我们也许自
认是小人物，可是却可以有这样的影响
力，发出馨香之气，使人感动，结出生
命！

马提亚:
蒜蒜有几片? 有大有
小; 好似神的恩典有
大有小，天天数算神
恩典。

源喜牧师:
纵然你夺去我的外衣，
但生命依赖的不是外在
美。纵然你沒有給我水
和土壤，但生命沒有因
缺乏而埋怨。人生的价
值不是货架上一次性的
标价，而是源源不绝的
生命力。

黄沁谋:
看到花就想到这句经节：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
所罗门 极荣华的时候，他
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
朵呢！” 【太6:29】

Karen Kong传道:
北风阿、兴起．南风阿、
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
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
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
他佳美的果子。
【歌4:16】

黄明玲:
看到这些杂草，就想到一
节经文：“你要保守你的
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 【箴4:23】

Carolina:
虽然这看似再普通不过
的野草，但是给我看到
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当
风一吹的时候，它们的
种子就会飞起来。落在
土地上又开始新的生命
。在它们的生命中，我
看见永不放弃与生命建
立生命的活力在其中。

郑紫薇：
凤梨是不多人敢碰的水果
，全身都有小刺刺。但是
它全身是宝又好吃。可能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像
它一样很多小刺刺会刺伤
人，很多人宁愿不碰。但
是，神眼中看每个人都是
个宝。

赖美凤：
虽然老的辣木树被砍了几
个月，树都烂了，但是在
树干旁边依然生出嫩叶来
。感谢天父，透过这棵树
告诉我即便生活遭受患难
，天父的爱依然看顾，让
我长出新的生命。『生命
在于祢主，力量在于祢主
，盼望在于祢主』
房宝雄:
看到这鸟窝在我家屋顶里，就
感受到鸟儿在这里受保护，鸟
儿一家在这过着温馨的日子，
不怕風吹雨打，就像我们都在
天父的保护之中，我要感恩每
天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