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水井

古 晋

LIVING WELL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down the middle of the great street of the city.
On each side of the river stood the tree of life,
bearing twelve crops of fruit, yielding its fruit every month.
And the leaves of the tree are for the healing of the nations.

启示录 Revelation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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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神
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什么呢？
（诗篇11:3）

根源，根基何等重要。根基若毁坏，
我们还能作什么呢？

这棵木瓜树的根坏了，什么都完了！
唯一能作或当作的就是处理根基根
植物的根，建筑物的根基及人生命 的 源问题，这是唯一的出路，活路。

Following God
"When the foundations are being
are. If the foundation is destroyed,
destroyed, what can the righteous do?” what else can we do?
Psalms 11:3This papaya tree has
rotten roots, everything is over! A
plant's roots, the foundation of a
building and the roots of a person's
life show how important foundations

The only way that we have and
should do is to solve the root problem,
and that is the only way out, the way
of life.

学房招生说明会

勉励

讲解
跨年感恩祷告会

31/12 10:30 PM
大堂 main hall

欢迎

见证

LIVING WELL 活水井

疫情中聚會新安排

同

Latest Arrangements for Services during Pandemic

各堂崇拜
SERVICES

周
DAY

时间
TIME

二
Tue

0730PM

国语崇拜
Service BM

1030AM

蒙福128
Blessed 128 (Elder Pastoral)

万国
All Nations

1100AM

儿童祷告塔
Children - House of Prayer

小绵羊
Little Lamb

地点
VENUE

0500pm

0900AM

大堂
Main Hall
万国
All Nations

小绵羊
Little Lamb (0-3 yrs)

小绵羊
Little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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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甸园
Garden of 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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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大堂
Mai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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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甸园
Garden of 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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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经 文 Scripture

章 数 Chapter

29/12 (二 / Tue)

箴言 / Proverbs
士师记 /Judges

24
01

30/12 (三 /Wed)

士师记 /Judges

02

31/12 (四 / Thu)

士师记 /Judges
士师记 /Judges
诗篇 / Psalms

03
04
119

日 期 Date

01/01 (五 / Fri)
02/01 (六 / Sat)

上周 MG12 开组次数
Last Week MG12 Cell Group Number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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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Last Week’s Congregation

儿童教会 Children Service

目前建殿总费用

目前累积奉献

上周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Last Week
Offering

Total Expenditure

同

心

One

建

Heart

造

Prayer

祷

告

Mountain

山

Project

RM 2,000,000.00
RM 233,041.39
RM 550.00

第一期费用

目前累积奉献

上周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Last Week
Offering

Total Expenditure

教会户头详情

1. 橙色信封是专给 十一、感恩、初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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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山、慈惠、克安通牧师事
工
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Kuching
Public Bank: PBB – 3156599224

2.

晨祷（早上八时开始）直播
live stream link: https://www.kuching611.org/online-service/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RM 9,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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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总人数 Main Service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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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 教会没有办公，请弟兄姐妹跟随母堂晨祷直播
01/01 Office closed, watch live stream👉 https://church611.org/

上 周 崇 拜 人 次

奉

RM 10,120,395.61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28/12 (一 / Mon)

齐

RM 12,000,000.00

万国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日
Sun

造

All Nations

周六晚崇
Saturday Night Service
六
Sat

建

Together We Contribute, Together We Build

实体 on-site

线上 online

294

149

联合大堂
113

Church Account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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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周 奉 献

Last Week’s Total Offering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2,756.20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4,951.00

国语崇拜 BM Service

31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9,013.00

蒙福128 Blessed 128

26

祷告山奉献 Prayer Mountain Fund

儿童祷告塔 C-HOP

25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崇 拜 总 人 数 Total Congregation

489

149

550.00
1,678.50

总数 Total (RM)

18,9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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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毕业特刊
2020.12.26-27

致古晋611学房亲爱的毕业生们：
恭喜每位毕业生，终于完成学房四
大系列——圣经、圣灵、生命及教会
的装备。

你们的生命将散发出生命树的气息、
氛围、养分和医治，使所牧养和服事
的人都转化为生命树，52年遍植生命
树的异象必然成就！
你们将以一个被转化为生命树，真
古晋611学房校长
儿子的生命，享受神的话，倚靠圣灵，
林大卫 牧师
在神的教会中事奉神，服事人。
2020.12

保罗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
徒19：9-10

师长勉励
教务长：王建胜牧师

讲师：董帖心牧师

不要再压抑，可以的！

喜乐！勇敢！坚毅！永不放弃！

自由又喜乐，必成的！

课程主任：袁莉仪传道

讲师：张妙禅牧师

只管一生跟随大有能力的神！

恭喜你！毕业了！
二年学房在生命树下享受生命树气息！
如今毕业了！无论你在哪里都播散生命
树气息！

辅导主任：黄远萍牧师

讲师：何杰牧师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 你的神必
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9)

享受圣灵中的奇妙
散发生命树的香气

勇往直前，得着应许地！

实习主任：石德华牧师

讲师：万伟玲牧师

永远记得~你是神隐藏的珍宝，从亘古
祂就选召你，将你捧在手心上，永远
在你身旁；无论你到哪里，忠心、顺
服、紧紧跟随，坚定相信末后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祝福同学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诗篇 105:4）

讲师：谭淑仪牧师

讲师：张戎牧师

恭喜你们完成人生一个重要的阶段。

You are not only a survivor but also
the successor!

祝福大家成为一棵棵360度、笔直、屹立
不倒生命树。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要在香港并全地，为主作见证。(徒1:8）

Be transformed to be a transformer!

讲师：傅翩翩传道

讲师：何淑仪传道

对你没有「任何别的神」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
督耶稣为至宝

一生跟从，一生事奉
尽心爱你的神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3:8；12-14）
愿你们看到基督的宝贵 ，竭力追求，进入命
定得着奖赏

实用教牧学 毕业生感言
实用教牧学硕士 黄沁谋姐妹

实用教牧学硕士 刘俊毅弟兄

毕业达标：圣经速读4遍，背经333节
门徒2人、体系人数29人
所属族系：蔡琼诗

毕业达标：圣经速读4遍，背经441节
门徒3人、体系人数25人

谢谢耶稣！透过学房帮助我生命突破。从
惧怕变勇敢。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喜乐自由。
可以被牧养，也可以起来牧养！神是真的！

感恩，学房里满有主的医治和启示。我在
学房经历主的良善，祂使我的生命如余烬
死灰复燃！
非常感谢老师们为主尽心的摆上！
愿611学房成为这世代人的祝福！

实用教牧学学士 黄德管牧师

实用教牧学文凭 郑紫薇姐妹

毕业达标：圣经速读4遍，背经300节
门徒2人、体系人数40人

毕业达标：圣经速读4.3遍，背经348节
门徒2人、体系人数30人
所属族系：洪雅暄

感谢主，终于可以毕业了！想当初古晋有
学房得时候，我认为我不需要上。后来为
了要顺服而上课。然而，在上学房之后，
我真的不断有新的学习及领受。我为着我
可以没有缺席上课而感恩。

实用教牧学文凭 陈晶宝姐妹
毕业达标：圣经速读4遍，背经330节
门徒2人、体系人数20人

感谢神，我终于毕业了。是神给我恩典
让我有机会上学房 。在这几年里神的话
语不断的建立我的生命 ，让我被塑造 ，
生命更新，更明白神的话，将一切荣耀
都归给主！

读学房是我生命的转捩点，一个只会洗衣
煮饭，照顾孩子又没有学历的家庭主妇，
因读学房今天可以牧养，站讲台，做权能，
讲见证，生命翻转。何等恩典，毕业了！
一切荣耀归给神。

感恩再感恩，第二届古晋611学房毕业礼，共有5位同学毕业：

实用教牧学5位毕业生，共牧养11位门徒。
包含，古晋611的2间分堂，即实宝611灵粮堂2位毕业生，活水611灵
粮堂1位毕业生。

他们一起接受装备，也一起毕业，将一起荣耀归给神！

地址 : T21, 3rd Floor, Mall 2, CityOne Megamall,
No.1, Jalan Song, 93350 Kuching, Sarawak
电话 : 082-532611

传真机 : 082-532921

电邮 : kuching611@gmail.com
网址 : www.kuching611.org
LIKE US: www.facebook.com/kch611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