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ING WELL 活水井

活水井

跟随神

古 晋

最新聚会安排
➢ 最新消息:
❖ 请弟兄姐妹留意，只有周日同步直播崇拜。
❖ 蒙福128暂未恢复。

周 刊

教会将依据砂政府的SOP，严格执行一切聚会的运作，包括消毒。我们关
心您和家人的安全。欲知任何详情，请致电联系教会。

LIVING WELL

出席聚会需知：
1. 进入教会必须接受体温监测及消毒双手。如有发烧症状，不能入场，
并请尽快就医。
2. 入教会需扫描登记或手写记录名字。
3. 12岁或以下的儿童不能入场。
4. 入教会及聚会期间需全程佩戴口罩。
5. 禁在教会所有场地用餐。
6. 入座时请与人保持适当距离。
古晋611灵粮堂
行政部 通告

读经的艺术
内容简介

我们已进入末后的日子了，前所未有的
普世性的瘟疫已拉开序幕；作为跟随神的
人当如何回应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从
圣经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要我们门徒万民
——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言语的族群都
得以听见福音，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进入
神的国度。因此，很明显的多救灵魂并使
他们成为门徒是神的心意。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
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
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
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
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 10:14-15 )
我这里要补充一句就是：没有受装备如
何奉差遣传道呢？
感谢神非常的爱我们，因普世性瘟疫的
冲击，母堂学房作出合神心意，出于神的
转型——线上装备11个国家，33处的圣徒
成为可以奉差遣传神的道，耶稣福音的精
兵。而且，你们仍然可以在你的居住城市
藉着网际网络向万民传福音，使万民作主
的门徒。

本书的两位作者曾经分别写作过
韦斯敏斯德出版社所出版的（新约
解经手册）与（旧约解经手册），
内容简明扼要，如今他们携手合着
本书，针对圣经里各种文学体裁，
提供不同的解释原则，可帮助我们
进入圣经的宝藏。

作者
戈登‧费依（Gordon D. Fee）
加拿大温哥华维真学院的新约教授。他也是著名的新国际新约注释
系列的总编辑。
道格乐思‧史督华（Douglas Stuart）
美国满山秋色州哥顿.康威尔神学院的旧约教授。

内植生命树笔记本
由本堂印制的笔记本，内附林牧
师精选的611节经文参考附录，鼓
励弟兄姐妹背经，内植生命树。

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他/她有手机及网络就可以听到福
音。
这是神要更多人接受学房装备的原因！
渴望你摸着神的心，
作出对的回应！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欢迎到天堂小屋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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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DAY

哈利路亚

我们受洗了！

六
Sat
二
Tue

时间
TIME

各堂崇拜
SERVICES

地点
VENUE

儿童祷告塔
线上祷告
1030AM
Children
House
of
Prayer
Online
prayer
Isaac Chai
一路跟随，一路看见夫妻靠着主是可以同心同行的。
国语崇拜
应许之地
0730PM
Service BM
Promised Land
Rebekah Ho
蒙福128
一路跟随，一路看见神一直牵着我的手，勇往直前冲
暂未恢复
Have not resumed
冲冲。 Blessed 128 (Elder Pastoral)
周六晚崇
Saturday Night Service

六
Sat

大堂
Main Hall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0500PM

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小绵羊
Little Lamb (0-3 yrs)

同

大堂
Mai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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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线上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Glorykids 儿童崇拜
蔡琼敏 Glorykids Service (7-12 yrs)
神因着爱不断修剪我的生命，叫我认罪悔改，一直能
启动dynamo
247祷告室
成为圣洁，做对的人。
Activate dynamo
247 prayer room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日 期 Date

经 文 Scripture

章 数 Chapter

17/08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s
诗篇 / Psalms
诗篇 / Psalms
诗篇 / Psalms
诗篇 / Psalms
诗篇 / Psalms

05

19/08 (三 /Wed)
20/08 (四 / Thu)
21/08 (五 / Fri)
22/08 (六 / Sat)

同

One

91
92

42

月朔祷告会
New Moon Prayer

118

人

次

Last

Week’s

建

造

Prayer

Last Week
Offering

祷

告

Mountain

山

Project

RM 420.00

第一期费用

目前累积奉献

Total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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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0

195

拜

心

Heart

上周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RM 153,244.75

89

上周 MG12 小组参与人数
Last Week MG12 Cell Congregation

崇

目前累积奉献

目前建殿总费用

Total Expenditure

88

上周 MG12 开组次数
Last Week MG12 Cell Group Number

周

献

RM 8,880.50

1.

教会晨祷 (逢二至五,早上七时三十分至九时十五分）
Church Morning Devotion (Every Tue ~ Fri, 7:30AM - 9:15AM)

上

奉

RM 9,985,316.01

联合线上崇拜
Combined online
service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18/08 (二 / Tue)

齐

RM 1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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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AM

造

RM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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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Sun

建

Together We Contribute, Together We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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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教会网站做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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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regation

主日崇拜总人数 Main Service

227

上 周 奉 献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30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儿童教会 Children Service

121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28,629.00

国语崇拜 BM Service

18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8,880.50

蒙福128 Blessed 128

联合崇拜

儿童祷告塔 C-HOP

16
崇 拜 总 人 数 Total Congregation

412

Last Week’s Total Offering
2,648.02

祷告山奉献 Prayer Mountain Fund

420.00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5,892.20
总数 Total (RM)

46,469.72

古晋611灵粮堂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Kuching T21, 3rd Floor, Mall 2, CityOne Megamall, No.1, Jalan Song, 93350 Kuching, Sarawak
TEL: 082-532611 FAX: 082-532921 EMAIL: kuching611@gmail.com WEBSITE: www.kuching611.org LIKE US: www.facebook.com/kch611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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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井
保罗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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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19:9-10

全地连线 装备不停

先知预言祝福

勉励与祝福

当我为学房祷告的时候，我看见
厨房里有一个灶炉，灶炉上有个铁
皮的水壶，水已经烧开了。壶盖因
为冒出来的水蒸气，它就不断上下
跳动，而且发出很响亮的声音。

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首要责任在于祭司。
当祂向以色列民族追究责任，祭司利未人所
负的责任比君王更大，因为神与祭司利未人
有「利未之约」，由此可见，复兴的关键在
于确立祭司制度，将人连于神。
在以色列复兴第三波归回的时候，以斯拉
所数点、所看重的是甚么人？最缺乏的又是
什么人？列王时代复兴临到，神最先要建立
的是谁？当国家呈现不济，又是甚么制度首
先被破坏？ 答案都是：祭司利未人。
今天香港的动荡和艰难，前所未见，社会
撕裂、黑白难分，香港逐步从兴旺亨通中走
向衰败，长此下去，香港将失去其命定和呼
召。香港的命定是甚麽？2002年雷克乔纳（
Rick Joyner）的一个预言提到：在梦中，他
看见台湾这座岛变成一艘大船，在很美的海
面上航行，海水先是蓝色又变绿色，忽蓝忽
绿。这艘船遇碰撞，船帆破损，无法以风向
来航行，非常需要修护。接着，水流将她带
向一个港口—香港，在此，破船很快得到修
复，且当这艘船从港口出来时，船后有两条
粗缆绳，把中国大陆带到开放的海洋中。

开学日期：9月1日（二）

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水已经烧
开了，水已经烧开了。盖子已经掀
开了。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我的
热情要大大被释放出来。”

张恩年 牧师
611学房校长
今天神建造我和「611」，我不仅将自
己视为香港其中一间教会的一名牧师，更是
这个城市的属灵父母，故而目睹香港当前景
象更觉心痛，但是改变可从祭司利未人开始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
36）真理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可以发展，但
是极需祭司利未人，作为神国的时代器皿。

好一幅叫人动容的图画！中港台一起走向
普世宣教的命定。香港要兴起，复兴整个亚
洲和世界，起来接福音的最后一棒。倘若香
港继续衰落下去，其呼召和命定就会被仇敌
夺去，绝非我们所乐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先求祂的国和祂
的 义 ， 起 来 回 应 神 ， 进入 学 房 接 受 装 备 。
611学房的特点在于，学员可以全方位投入
611教会，实地了解向圣灵开放的教会，如何
在五重职事配搭、活用神的话语来运作；第
一手认识教会的事工和部门，如何活出十大
核心价值等等。去年，神更赐予我们「52年
遍植生命树」的异象和心意，需要众多器皿
，起来承担祭司的责任。611学房正是这样一
个训练神国时代器皿的理想场所！

我20岁时，神便呼召我作牧师传道。大学
毕业后我到职场工作，待略有储蓄，33岁再
赴温哥华维真神学院，修读道学硕士课程;自
36岁开始全职服事，感恩有神一路拖带至今
，我现在65岁了。2001年，我们在香港建立
了611灵粮堂，现更有海外众多分堂，成为最
快速增长的教会之一。18年来，我们大大蒙
福，也被神大大使用。

当下，香港环境愈是动荡，能够摸着圣灵
作为的祭司利未人，所处的位份愈见重要，
因为他是跟随父神声音的时代器皿，也能带
领百姓而非听从群众，进入复兴。18年来，
我们看见神在「611」如何彰显祂的荣耀，相
信在震动的日子中，祂的平安和公义仍要充
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
预备好成为神国改变这个时代的器皿吗？■

👆学房2020年开学礼。
末世脚步近了，大灾难与大复兴(启14:14-16)同时进行。611学房领受加速
培训工人，迎接末世大收割。
学房讲员每学期于香港、台北、古晋、吉隆坡等地亲自授课，并同时转播
至各地线上学房。
611学房自2018年起，课程进行双语翻译。晨祷更已发展到普、粤、英、
日、菲、印度尼西亚及法文等七种语言。学房双语翻译也方便加上当地语言
，例如马来语、阿拉伯语等，得以培训列国工人。
过往许多圣灵更新教会，着重在追求启示、恩赐恩膏、神迹奇事，为的是
Doing。所以虽然经历圣灵，但却停留在复兴层面，并没有带来生命转化。
甚至造成生命特质(Being)的扭曲。
看重Being就是生命树气息，就是看重神的同在、神的爱、散发神的属性
。神按照我们的本性接纳我们，只要我们让自己的Being发挥出来。学房神学
生在生命树的群体中，有牧养、有核心价值，定能成为末世收割工人。

我看见耶稣站在我们教会的门口
，他说：“在我前面有很多的人，
这群人有个现象，就是手和脚都是
冰冷的。他们外表看起来很正常，
跟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可是，当你
摸他们的手和脚的时候是冰冷的。
”这些人说：“我心里面没有感觉
很兴奋，没有感觉热情，我不知道
热情在哪里，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我感觉很兴奋。”

林刘本婷 师母
古晋611灵粮堂

可是我听见主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了，神说古晋611学房是一个让你们恢复热情的地方。当你们来
到这个学房的时候，你们的心要被神的火热大大地燃烧。在这里
，因为神的话，神的火要燃烧在这里。很多人的心要重新火热，
重新被点燃。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事情让人感觉很冷漠，让人很冰
冷。可是，神说：“要热情，要热情。这个世代，福音需要热情
的人。很多事情需要一颗热情、火热的心。
神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世界末后的日子，很多的人需要从
神而来的热情。”神说：“你们来这里，来到这个学房，我要重
新，首先要让你们的心重新被点燃起来，被神的话语，神的火点
燃起来。”
神的热情要在这里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有一群的人要在这里，
他们要被神的火大大的燃烧，然后他们要起来在这个末世为主做
美好的见证。主耶稣说：“孩子，你们加油，你们要加油。”因
为你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说：“我会看顾你们，我会供应你
们，不要担忧。”
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智慧有限，我的财力有限，我很多方面好像
很有限，可是神说：“我有无限的大能，我有无限的资源，我有
无限的潜能在我的里头。所以孩子不要害怕，勇敢，勇敢。”
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为着古晋611学房我们来到
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呼求你的能力，呼求你的热情释放在我们
的当中。主啊，我们要说，你的热情要烧开！主啊，在古晋这个
地方，在砂拉越，在马来西亚，甚至全地，主我们要看见你的心
，要大发热心。主啊，我们也要为你大发热心啊！你要让你的话
语成就在我们当中。祝福古晋611学房，为你大大发旺。奉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2019年，学房所开办的《先知2》课程吸引约6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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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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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19:9-10

全地连线 装备不停

选择611线上学房12大理由

入学资格&毕业资格

一 、 穿 越 疫 情 全 地 收 割
二 、 以 生 命 树 气 息 为 本
三 、 以 教 会 为 训 练 基 地
四 、 以 香 港 为 创 校 地 点
五 、 宣 教 植 堂 属 灵 祝 福
六 、 圣 灵 恩 膏 属 灵 祝 福
七 、 五 重 恩 赐 团 队 恩 膏
八 、 M G 门 徒 牧 养 架 构
九 、 核 心 价 值 建 造 根 基
十 、 四 大 系 列 平 衡 发 展
十 一 、 灵 命 复 兴 火 热 事 奉
十 二 、 扩 张 帐 幕 得 地 为 业

古晋611学房文凭

古晋611学房简介
先知Cindy Jacobs预言复兴要从东马开始，要承接复兴，更
多领袖和教牧就要被建立。611学房成立的目的是要装备主的工
人，迎接一浪接一浪涌入教会的群羊，把福音传遍马来西亚、亚
洲，传回耶路撒冷，迎接主再来。
古晋611学房是目前古晋唯一为期两年的日间神学院，除了深
入了解圣经之外，也建立学习者的品格与灵性，提供各种服事平
台，按照个人特质发挥恩赐。

实用教牧文凭

领袖事奉文凭

全修每周4天，需2年，学籍最长保留4年

全修每周4天，需1年，学籍最长保留2年

(教牧硕士/教牧学士/教牧文凭）

• 适合有清楚全职蒙召的基督徒，认同 • 适合有完全奉献心志的基督徒，认同
以赛亚书61章1节及MG12小组异象者，
以赛亚书61章1节及MG12小组异象者。
预备毕业后投入教会事奉或海外宣教/
• 受洗重生基督徒，已是小组长更佳。
植堂者。
• 受洗重生基督徒至少2年，已是小组长
更佳。
• 修读110学分，各科目及实习项目符合
及格标准。

• 修读55学分，各各科目及实习项目符
合及格标准。

• 每天修读7章圣经，每周背诵3节，2年 • 每天修读7章圣经，每周背诵3节，1年
速读圣经4遍或以上。背诵300节经文，
速读圣经2遍或以上。背诵150节经文，
包括指定经文。（书1:8）
包括指定经文。（书1:8）
2年内建立2名组员成为MG12小组长，体
系人数至少20人。

1年内建立1名组员成为MG12小组长，体
系人数至少10人。

参与2次短宣，费用自行负担。

参与1次短宣，费用自行负担。

开学日期：9月1日（二）

学房学制
❑ 实用教牧文凭全修生修读2年，领袖事奉文凭全修生修读1年。
❑ 全修生每年1月入学，修读1或2年。1年上课3学期，每学期3个月，包括上课8周
，实习2周，休息2周，假期期间为短宣、MG12牧养及重点实习。选修生可以中
途开始选修课程。
❑ 实用教牧文凭每学期学分为3×4个系列+2（每周4天晨祷）+3学分实习=17学分
，1年3学期共51学分，每次短宣队为4学分（包含行前训练讲习、行前祷告等活
动），2年修满110学分，以及通过毕业资格后方得毕业。
❑ 学房会依照同学程度、海外培训与实际需要，设立「苗圃八福」、「长大成熟」
、「天国精兵」、「先知一、二」、「医治一、二」等必修课程。
❑ 每周实习课程5个时段，每个时段约3小时。
❑ 选修生依照选修科目多寡，修读当天上课的晨祷课程。但实习部分必须每周完整
投入5个时段，或在学籍届满前，留待时间许可时，另行选择修读。

成为32直播点之一

师资阵容

全球10个国家，共32间教会成为线上学房的直播点，直播点
也在陆续更新中。
古晋611灵粮堂蒙神祝福，承接香港611灵粮堂的恩膏，得着
长子的位份，成为香港611灵粮堂第一间分堂，自然更是紧贴香
港步伐，与母堂牧者紧密联系，并在直播上的安排不断更新软硬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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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学房校长
香港主任牧师
张恩年牧师

国度复兴部
石德华牧师

香港主任师母
张陈培南师母

学房教务长
国度复兴部部长
王建胜牧师

家庭儿童部部长
谭淑仪牧师

青年大军部部部长
董帖心牧师

行政支持部部长
张戎牧师

权能祷告部部长
张妙禅牧师

奇妙611灵粮堂
严妙儿师母

Kindness苗圃部部长
万伟玲牧师

奇妙611灵粮堂
严凤儿牧师

国度复兴部副部长
何杰牧师

古晋611灵粮堂
林大卫主任牧师

国度复兴部副部长
袁莉仪传道

古晋611灵粮堂
刘本婷主任师母

活水井

全地连线 装备不停

保罗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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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19:9-10

上课时间

古 晋 6 1 1 学 房 FA Q

👇晨祷及上课地点为古晋611灵粮堂。

周二

周三

周四

07:30 - 09:15am
10:15am - 01:00pm

周五

1. 周四家庭聚会是甚么？神学生是否一定要参加吗？

5. 请问晨祷进度为何要比照香港611？

密集课程(四)
（生命树气息）

✅学房会联机至香港周四上午的家庭早餐会，原则上每月
直播一次，鼓励主任牧者、同工、与神学生一起参与，一
起领受生命树的水流，下午继续上课。
张牧师师母非常看重周四家庭早餐会，同时也是对同工的
牧养时间，浇灌最好的养份，让直播点进入生命树气息。

✅神经常透过晨祷启示、带领教会方向。鼓励众分堂及门
徒教会与母堂晨祷进度相同，一起领受圣灵的水流。
✅学房老师巡回教课时，方便在相同读经进度下，参与晨
祷分享。
✅当地牧者主领晨祷话语后，可以参考对照香港611的晨
祷信息。

晨祷
密集课程(一) 密集课程(二)

02:15 - 04:30pm

每月一次
家庭聚会
密集课程(三)

所需费用

报名方式

❑ 学费缴交手续请于开学一周内完成。

❑ 索取申请表

❑ 报名费：第一次报名上课缴交报名费RM 200
（必须通过入学考试方能就读）【所缴费用恕不退还】

1. 网上下载表格 (古晋611学房网站:
https://www.kuching611.org/kch611xf/)

❑ 学费
✓全修生
每学期RM 1190 (包括晨祷和实习学分，每学期共17学分）
一年3个学期共RM 3570

2. 咨询学房负责同工

优惠：
一次性缴付1年学费折扣10%，即RM 3213
一次性缴付2年学费折扣15%，即RM 6069
✓选修生（每季/学期）
一系列课程学费为 RM 210
实习费为 RM 210（共3学分，仅在修学分时付款）
晨祷费为 RM 140（共2学分，仅在修学分时付款）
✓旁听生（不计学分）
1堂课 RM 30
4堂或以上，每堂 RM 27.50
学房银行账号：

❑ 递交资料
所需资料: 填妥之入学申请表、信主见证一篇、蒙召见
证一篇、教会事奉经历一篇(请用A4纸张,字数不限,格式
自订)、牧者推荐函一份、学历证书副本及所需费用。
1. 邮寄递交：将所有资料电邮至
611leadership.kch@gmail.com，请注明「申请
入读古晋611 学房』
2. 面交学房负责同工
联络我们：古晋611学房
电话 : 082-532611（常玉彬 同工）
电邮 : 611leadership.kch@gmail.com
网址 : www.kuching611.org
LIKE US: www.facebook.com/kch611bol

PBB 3202664714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Kuching
转账前请联系同工，确保费用数额准确。
转账请在收据reference注明：
1. XFREG（报名费）
2. XFFee（学费）
转账后请将收据电邮至
611leadership.kch@gmail.com，并知会负责同工
电邮主题：报名费/学费收据

👉学房师生在课后进行茶会活动。

2. 请问外教会可以报读线上学房吗？
✅非常欢迎
✅外教会想报读的教牧或信徒领袖可以到就近的直播点报
读。
✅线上学房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装备同工、其次是自己教会
的弟兄姊妹，接着再顺道开放给其他教会的牧者或弟兄姊
妹。

3. 若我有心志想进修和装备，也腾得出上课时间，但是
不期待毕业或拿文凭。我无法像全修生那样作功课、参
与实习、只是能够上课。请问线上学房接受这样的报名
吗？
✅ 可以迟毕业，不要不毕业
要期待毕业，鼓励大家视毕业为神所赐的尊荣，可以迟一
点达到毕业标准，但鼓励大家都期望毕业。
✅实习晨祷可以和课程分开修读
若因工作或家庭缘故无法参与实习、晨祷，可待将来有时
间时补修实习、晨祷。

4. 请问报读一年或报读二年有甚么要求或考虑呢？或是
一年级升二年级时，有甚么特别评估吗？
✅欢迎教牧短期浸泡
学房鼓励教牧在事奉——定时间之后，报读学房一季或半
年课程，让自己重新得力。
✅欢迎信徒报读一年
▶️学房鼓励所有弟兄姊妹将一年时间分别为圣奉献给神，
熟悉神的话语，认识神做事的法则。
▶️学房不是一般装备课程，刚信主的人应该多参与教会装
备中心，参与牧养，方适合报读学房。
✅全时间呼召报读二年
▶️学房鼓励有全时间呼召的弟兄姊妹，在牧者推荐及配偶
同意下，可以报读两年学房接受装备。
▶️报读两年制学房的同学，在一年级结束前，学房老师会
安排同学升班面试，针对晨祷、课堂出席率、读经、背经
及牧养(开组情况、门徒数…等)层面给予提升建议及方向
，协助同学达成毕业。
▶️学房建议报读二年制的同学，最好是已按立小组长，如
此较能顺利毕业。若是第一年结束尚未按立作小组长者，
有可能无法升读二年级。

6. 请问报读学房是否有学历限制?
✅跟随耶稣没有学历限制，所以学房招生也没有学历限制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徒4:13)
✅传统学术上的办校理念为「入学从严，毕业从宽」；但
是圣灵更新的学房、办校理念相对为「入学从宽，毕业从
严」。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22:11)。

7. 古晋611学房有没有助学金或提供经济援助给有需要
的学员?
✅古晋611 学房经费是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鼓励学生
操练信心仰望神的预备。
但若有欠债，则不鼓励修读，因将来牧会时，没有好见证
做群羊的榜样。

8. 是否必须全时间修毕所有课程?
✅可以部分时间修读，但是领袖事奉文凭必须于二年内修
读完毕，实用教牧文凭必须于四年内修读完毕。特殊状况
需再延长时必须提出申请，并经教务会议审核通过。

9. 我目前无法辞工，可是又很想读学房,应该怎么办?
✅建议请年假来读学房，可以部份時間修读，直到达到毕
业条件。

10. 如果工作有合约，为了读学房毁约，可以吗?
✅神是守约的神，除非神有预备和神迹发生，所以建议履
行合约，再来读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