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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崇拜
SERVICES
儿童祷告塔
Children - House of Prayer

国语崇拜
Service BM

*自备圣餐

LIVING WELL
跟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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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福128

第一届马来文苗圃八福
开始啦！

Blessed 128
(Elder Pastoral)
六
Sat

0500PM

Joshua Army Service(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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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03日

联系人

丽珍传道

Wonderkids 儿童崇拜

月朔祷告会
07/05 周四 7:30PM

我们站在二条直线的交接处，就是顶天立地，意思就是与神连接并
且接地气，这样的弟兄姐妹是得胜的！他/她的空间是无限量扩大的
。因此，一切属灵及物质的祝福也是无限量扩大的。因他/她有无限
量的空间来领受神无限量的祝福。
从照片中，我们看
到二条线，一条是向下
延伸的代表我们谦卑和
认罪是无底的；而向上
延伸的那条线代表我们
对神的信心，赞美和感
恩是没有顶的。哈利路
亚！如此的人生是不可
能被人生的艰难压扁或
压死的。反之是活在神
和人及大地无穷无尽的
爱、祝福、喜乐和享受
中。这一切的美好可以
发生，是因为你愿意用
你的脚站在大地上接地
气，用你的头顶着天，
与神深深连接并且用你
的手牵着你身边的人！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Sunday Service
日
Sun

09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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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kids 儿童崇拜

线上相聚 准时留守
古晋611网站

Glorykids Service (7-12 yrs)

启动dynamo
Activate dynamo

http://www.kuching611.org/online-service/

直播崇拜
Live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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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网上输入网址http://www.kuching611.org/
即可到古晋611灵粮堂网站。
您可获取以下资讯：

目前建殿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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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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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日 期 Date

经 文 Scripture

章数
Chapter

04/05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

17

05/05 (二 / Tue)

马太福音 / Matthew

01

06/05 (三 /Wed)

马太福音 / Matthew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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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线上崇拜直播（主崇、青崇、儿童）

2

奉献方法

07/05 (四 / Thu)

马太福音 / Matthew

03

3

我要信耶稣回应卡

上 周 奉 献

08/05 (五 / Fri)

马太福音 / Matthew

04

4

中英电子周刊下载

09/05 (六 / Sat)

诗篇 / Psalm

68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5

过往崇拜、晨祷信息

6

教会行事历

7

古晋学房资讯

教会晨祷 (逢二至五,早上八时至九时）
Church Morning Devotion
(Every Tue ~ Fri, 8:00AM - 9:00AM)

献

Home 247

学房线上上课
Leadership Institute Online Class

欢迎游览教会网站

奉

RM 699.00

线上晨祷
Online Morning Devotion

*聚会前自行领圣餐

齐

RM 9,882,399.39

Total Expenditure

Wonderkids Service
(7-12 yrs)

主日崇拜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它像一个巨大向右倾的V——Victory的符号
（<）。

线上
联合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小绵羊

日期

造

暂停
postponed

Saturday Night Service

课程详情

报名截
止日期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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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晚崇
青年崇拜

请大家邀请听马来文的弟兄姐妹报名上课。费
用全免！

同

链接 Link : http://www.kuching611.org/

Last Week’s Total Offering
651.70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5,590.00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699.00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917.50
总数 Total (RM)

7,858.20

LIVING WELL 活水井

活水井

假如30年后我还活着……
James传道:

我已经是94岁的老年人。我渴
望成为一个喜乐的长者，并和大K
和子孙们享受天伦之乐，让子孙
们常围绕在吃饭的圆桌，把这美
好的信仰传递给他们，然他们可
以跟随公公婆婆的脚步, 紧紧的跟
随主，并看见子孙们都成为神国
的柱子。

丽珍传道:

我已经90岁了！我对主说：“
我老了，还能为你作什么呢？”
主对我说：“不老，还可以唱，
还可以跳，还可以牧养，还可以
建立很多很多门徒！”天父爸爸
笑着对我说：“记得你的目标要
活到一百二十岁哦。”主再对我
说：“你会活得有意义，为主活
到最后一口气。”

林师母:

我已经85岁了。我讲话肯定会慢很多，走路也不能太快
。85岁时我的眼睛仍是明亮的，你们可别以为上台不化妆
不会被我抓到，也别以为吃胖了不减肥我看不清楚。
我会去儿童教会跟小朋友玩，去青牧跟年轻人谈理想，
去长者牧区参加崇拜。我还会研究新食谱，做蛋糕。我会
常常去看儿子媳妇孙子。我会死缠烂打逼问门徒夫妻关系
有没有突破？如果老公发音不准，或是英文说错了，我会
瞪眼看他。 哈哈哈！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
其实是有改变的。与年轻时相比，许多人事物我更看得
开放得下，我心里更加平静安稳，我已经写好了自己的葬
礼该如何进行，我已经预备好自己见主面，我已经没有遗
憾。我说过不希望自己活得太老，这个年龄对我来讲已经
满足了。

何妃姐:

我已经90岁，孩子们也五，六
十多歲了，内外孙应该也成家立业
了！我们全家会在祷告山服事，我
会在祷告山上开间活流电和管理酒
店，餐厅，安排每个身心灵出问题
人的吃、住和电疗。

林牧师:

我已经85 岁了 ，那 时 我已
经不是主任牧师了！乃base在
祷告山门徒万民，与师母周遊
列国，关心6111间分堂及牧养
市区全人医治中心(大楼)和祷
告山医治释放团队来服事灵糧
牧者，肉身子孙也在这团队里
服事。
其他时间就是养养动物，种
种蔬果花草。还有作活流电和
咖啡灌肠健康开心活到耶稣再
来！也不忘记在祷告山写书。
假如耶稣延迟来，求主让我在
祷告山乘風而去！

郑紫薇：

我已经76岁，儿孙很多！我会
在祷告山上成为一个快乐健康的老
人，我会负责祷告部。我会为所有
来到祷告山的受伤人做医治释放，
为病人祷告病就得医治。 我会帮
助很多受伤的妇女，孤儿得着医治
都成为我们祷告的团队。我也会教
她们烹饪，很忙也很开心。

赖美凤：

我已74岁了，我是一位慈祥和保有一颗童心的传道婆婆。我会看到我的丈夫
回转归属神也在教会火热服事神，和我一起牧养主的羊。他喜欢种植，牧师会派
他去祷告山种植果树打理果园。我会看到我的两个儿子忠圣和忠信都被神呼召成
为传道人，他们有蒙福的婚姻，并火热爱主服事主。

Karen K.传道:
我已经64岁了！古晋611儿
童教会现在已经迈向国际，所
以我还是很忙碌。我所牧养的
儿童，他们都成为我们部门的
同工。现在，我们牧养他们的
小孩，他们的孩子长得像他们
爸爸妈妈小时候一样可爱。

Carolina:

我已经69岁了。我是一位宣教士，会去不一样的地方宣教，去做开拓先锋
。而我的一家人都是服事神的人。我以生命影响生命，建立门徒，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牧者。开一间流浪者收容所，把福音传给他们。

常玉彬:

我已经61岁了。我会有健康的身体、喜乐的心来牧会，在人群当中笑呵呵
地360°旋转，用创意的点子来带领弟兄姐妹拓展教会的事工。并且，我还会
在深夜挑灯写讲义，亲近神，吃祂的话，然后把我的得着分享给弟兄姐妹。

源喜牧师:

房宝雄:

我已经是78岁身体强壮的老年人。年龄大，可是心不老。神的话建立我的
生命，转化我成为生命树。在神的殿中传讲祂的话，建立门徒成为使徒。每
天都过着简单的生活，每天和太太在傍晚一起看日落，享受神创造的美景。

我还是当一位牧师，并且学房已经不
断地开拓，全世界各地都有学房，这些
学房的主任都是我的门徒。我会和老伴
，身边养一只小狗。我们会接待很多的
牧者传道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到我们家
来做客。一生人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
生活亦牧养，牧养亦生活。

Doreen:

马提亚:

我79岁咯！我和81岁的Stephen会很开心地常看到儿孙们在台上服侍神，
还有当利未人！教会至少都有七、八千人了，我会看见会计部门有很多专业
会计师在帮教会 管理丰富 的资金 。每星期我 会去我 开办的 Young single
mummy support centre跟妈妈和孩子们一起赞美敬拜，并和未信主的妈妈
们分享神的爱。

我是63岁的大叔。因为都有运动的关
系，年龄63，身材36，还身体力壮。这
三十年看着媒体部，从三个人的事工变
成三百多人的事工。神国艺人大大发旺
，都忙着拍福音短片，录制唱片，并常
常出国宣传电影。还能年轻力壮真的是
神的恩典！

朱奕祈:

Alicia传道:

我已经68岁了，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可
爱的奶奶。那个时候仍然服侍神。跟神有
美好甜美的关系。去不同的国家服侍，也
已经建立很多可以被差出去办医治释放的
团队，开课传承权能医治。让更多的人起
来做权能医治。一年去一次不同的国家度
假、做义工、去帮助贫穷的、孤儿寡妇。

黄沁谋:

我已被按牧成为牧师！一个人心不老
，充满活力的牧师！跟老公一起牧养属灵
肉身子孙。那时候教会更多的大学生，青
年人以生命影响生命，广传福音，培养更
多主的门徒，各个都能够彰显神迹，向世
界说预言，医病赶鬼。

我会是58岁。Anna和Abigail已经成家立业，嫁给敬畏神爱主的男人，我也当了年轻外
婆。那时的我应该还很忙碌于事工，和Moses到处去讲道。我也必须帮忙Moses打理他
的连锁店，还有监督古晋611的众分行的幼稚园。那时的我应该是贵妇，并且大大以自
己的生意利润支持事工的运作。

Moses传道:

假如30年后还活着，我已经64
岁，奕祈已经58岁。我们应该会
到 处 飞 去 服 侍 神 。 Anna 和
Abigail也已经成家立业，继续不
断的持守神的呼召。我应该写了
无数的诗歌，也去了很多个国家
。可能搬家去到以色列或美国。
还有买了很多的guitar，栽培了
很多吉他手和敬拜者。

Sharon：

我已经70岁了。我的心志、身体、
勇气、样貌、热情，40岁如何，70岁
也如何。自己的心仍然为神在跳动，
为神而活。我会继续为神开开心心的
唱，弹琴，祷告，做医治释放，建立
门徒，继续旅行，吃得饱，睡得好！
简简单单的生活～

黄明玲:
Hannah传道:

我是一位71岁很慈祥、满脸笑
容、充满喜乐和满足的哈拿嬷嬷
。我会住在祷告屋，成为全时间
的代祷者。我会带领一班和我有
同样异象的启示性代祷者，一起
为列国守望。“然后看见247祷
告殿”每一天会有24班次，昼夜
不停地祷告！

我已经80岁咯！我坐在一个漂亮的
花园里面，戴着老花眼镜看着电脑里
面有许多的代祷事项。我的身边也有
许多妇女和我一起，大家喜乐地一起
赞美神服事神，而我的孩子及子孙他
们再各个地方成立关怀医治中心，帮
助及安慰世界各地有困难的人，带领
他们认识神。

Designed by ijeab / Freepik &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