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ING WELL 活水井

活水井

跟 随 神 Following God
古 晋

周 刊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引领我们平安进入【得得2021】——大大得胜，
大大得喜的一年。
神很好，在刚进入新的一年，就帮助我们牧者、同工、族长、小组长
及弟兄姐妹搜出自己生命中的仇敌，面对它们并且消灭它们。
这使【得得2021】成为可经历的神迹而不是口号。我感觉神非常认真
地想帮助我们在2021年经历大突破、大得胜、大喜乐、大神迹和大丰收。
可是，这一切可以发生的关键是我们愿意谦卑并勇敢地搜出自己生命中的
仇敌，面对它，消灭它。

LIVING WELL

我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都搜出仇敌，大大得胜，大大得喜。
Praise and thanks be to our God, who led us into [Victory 2021] in peace — a year of great victory and great joy.
God is good, as we enter into a new year, He has begun to help us — pastors, coworkers, tribal leaders, cell leaders as well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unearth the enemies in our life so that we can face them and destroy them thereafter.

“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
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

This has made [Victory 2021] become a miracle that could be experienced and not merely a slogan. I feel that God is
seriously helping us to experience great breakthroughs, great victories, great joy, great miracles and great harvests in 2021.
However, the key to enable all these to come to past is our willingness to humble ourselves and bravely find out the enemies in
our life to face them and destroy them.
I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her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o find out our enemies,
and to experience great victory and joy.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So may all your enemies perish, Lord!
But may all who love you be like the sun
when it rises in its strength.”

10/01 苗圃八福 第一课 口出恩言
装备
中心

时间: 中午12时
地点: 大堂

士师记 Judges 05:31a

教会聚会崇拜SOP
💟出席实体聚会需知：
1）进场时必须接受体温检测及消毒双手，如有发烧者不能进场，并
请尽快求医；
2）入场者需扫描My Sejahtera登记或是手写记录名字（鼓励自备
笔）；
3）进场及聚会期间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4）教会所有场地都不准饮食，清水除外；
5）请入座时与人保持适当距离。
教会将依据砂政府的SOP，严格执行一切场所使用的运作，包括消
毒。欲知任何详情，请致电联系教会。
古晋611行政部

611线上学房 2021年 第一学期课表1.0
*课表随时按需要更动
第三周 01月19日（二） 01月20日（三）

01月21日（四）

01月22日（五）
10:15am01:00pm

晨祷师生小组

Designed by jcomp / Freepik

旁听收费：
✓一堂课 RM30
✓四堂课或以上，每堂课
RM27.50

上课时间：
逢周二、三、五上午
10:15
逢周四下午2:15

上课地点:
应许之地

任何疑问，联系同工：
➢ 常玉彬（082-532 611)

时间

10:15am01:00pm

10:15am01:00pm

02:15pm05:00pm

系列

圣经1
从诗篇23
看摩西五经

圣经2
从诗篇23
看摩西五经

圣经3
从诗篇23
看摩西五经

课程

摩西五经生命的律法书

创世记创造者的永恒心
意

出埃及记救赎者的大气魄

生命树气息

第四周 01月26日（二） 01月27日（三）

01月28日（四）

01月29日（五)

圣经4

晨祷师生小组
时间
系列
课程

10:15am01:00pm
圣灵1
先知的启示

10:15am01:00pm
圣灵2
先知的启示

02:15pm05:00pm
圣灵3
先知的启示

10:15am01:00pm

聆听神的声音

高阶启示

异象异梦

生命树气息

圣灵4

活水井

要闻

得胜 得 得 2 0 2 1 欢喜
2021年第一场崇拜，母堂连线众分堂来分享
信息。

LIVING WELL 活水井

疫情中聚會新安排

周
DAY
二
Tue

感 谢 神 藉 诗 篇 21 对 我 们 说 话 ， 今 年 【 得 得
2021】我们都要坚心倚靠祂，经历得胜再得胜！

时间
TIME

各堂崇拜
SERVICES

地点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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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Sat

大堂
Main Hall

Joykids 幼儿崇拜
Joykids Service (3-5 yrs)

万国
All Nations
伊甸园
Garden of Eden

Superkids 儿童崇拜
Superkids Service (6-8 yrs)

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0900AM

学房开学礼&开学营

伊甸园
Garden of Eden

Bravekids 儿童崇拜
BraveKids Service (6-8 yrs)

大鱼
Big Fish

Glorykids 儿童崇拜
Glorykids Service (9-12 yrs)

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特别感恩的是，不仅仅是本地学生
参与，我们还能连线3间分堂，即实
宝、活水、和槟城一同办开学营。
开学营看重三重关系，即与神、与
导师和同学。通过不同的环节，譬如：
我的故事inside out、起初的爱现在
的情、大人不在家、Deep Listening、
天上的异象和尽情演出来建立关系。

大堂
Main Hall

Shinekids 幼儿崇拜
Shinekids Service (3-5 yrs)

经 文 Scripture

章 数 Chapter

11/01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s

26

12/01 (二 / Tue)

士师记 /Judges

09

13/01 (三 /Wed)

士师记 /Judges

10

14/01 (四 / Thu)

士师记 /Judges

11

15/01 (五 / Fri)

士师记 /Judges

12

16/01 (六 / Sat)

诗篇 / Psalms

121

日 期 Date

上周 MG12 开组次数
Last Week MG12 Cell Group Numbe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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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跨年感恩祷告会
New Year Countdown Prayer

230

上 周 崇 拜 人 次

尽情演出环节，槟城同学拿下最佳戏
剧奖。

RM 24,919.50

目前建殿总费用
Total Expenditure

同

心

One

主日崇拜总人数 Main Service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目前累积奉献

上周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Last Week
Offering

建

Heart

造

Prayer

祷

线上 online

380

77

联合崇拜

告

Mountain

山

Project

RM 2,000,000.00
RM 243,052.83
RM 4,371.44

第一期费用
Total Expenditure

目前累积奉献

上周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Last Week
O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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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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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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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Week’s Congregation
实体 on-site

献

RM 10,147,539.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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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过程中，有玩乐和分享，夹
带着欢笑和泪水，约30位同工和神学
生纷纷表示得着满满的。感谢赞美主！

奉

RM 1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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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晋、槟城、活水和实宝zoom大合照。

齐

大鱼
Big Fish

Wonderkids 儿童崇拜
Wonderkids Service (9-12 yrs)

日
Sun

造

All Nations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0500pm

建

Together We Contribute, Together We Build

万国

周六晚崇
Saturday Night Service

感谢主，在06/01早上，古晋学房
连线母堂学房举办开学礼后，就马不
停蹄，在当天下午举办为时两天的开
学营。

同

Latest Arrangements for Services during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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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周

奉

献

Last

Week’s

Total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Offering
4,501.61

儿童教会 Children Service

105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40,676.00

国语崇拜 BM Service

26

👆James传道信息分
享的直播现场。

👆配 合 母 堂 【 得 得
2021】 （ 谐 音 duck
duck) 主 题 ， 古 晋 学
房午餐预备了两只卤
鸭。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24,919.50

蒙福128 Blessed 128

28

祷告山奉献 Prayer Mountain Fund

👉破 冰 游 戏 后 ，
Moses导师用玩具锤
打鼓敬拜。

👉我 的 故 事 inside
out环节，活水和实
宝同学分享自己的性
格倾向。

儿童祷告塔 C-HOP

15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崇 拜 总 人 数 Total Congregation

554

77

4,371.44
26,059.06

总数 Total (RM)

100,5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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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