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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which neither you nor your ancestors
had known, to teach you that man does not
live on bread alone but on every word that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the Lord.

申命记 Deuteronomy 8:3

家事报告
教会线上崇拜消息
按照州政府最新的SOP，目前处于红区的古晋于
CMCO 期间（至1/3）无法进行实体聚会。
🌷教会晨祷不开放，请大家在家参加线上直播。
🌷20/2&27/2星期六5pm晚崇持续暂停。
🌷21/2&28/2星期天9am主崇线上直播。

✳️其它牧区的聚会请留意各个牧区的通告。

跟随神Following God

古晋611行政部
20/02/2021

今早（190221）倾盆大雨下了一阵子后，我家窗外一棵三层楼高的大
树突然倒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今早的风并不是历来最强的，但外
表看起来很健康，很壮的树就这样倒下去，我还是觉得是根部的问题。
前不久我和大家分享过，我所种的一棵木瓜树因为根部出了问题，未长
大结果就枯死了。今早，神让我得着的亮光是——已经长大成熟甚至是开
花结果的大树，若不保持根部的健康，或不再继续让根部扎得更深更广，
有一天很有可能全然倒下。
因此我的结论是——那看不见的根部其实比看得见的部分（树干、树枝、
树叶、果子）更为重要；那看不见的与神与人与自己与大地的关系比看得
见的事工更为重要。难怪耶稣常常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去祷告，去享受
与父面对面交谈的愉悦。因此，祂在世的日子可以ending well。愿我们
都效法耶稣ending well！
This morning (190221) after a heavy downpour, the huge tree outside my window which was three-storey high suddenly fell down!
It is something unbelievable, as the wind this morning was not the strongest of all this time. However when a seemingly strong and
healthy tree collapsed like that, I believe that it is the problem of the roots.
Previously I shared with you about this papaya tree I planted that withered even before it grew up and bore fruit due to root
problems. This morning, God has enlightened me that a huge tree, despite grown and borne fruit, could collapse one day if the roots
are not well taken care of to continue to be healthy and widely as well as deeply rooted.
Hence, my conclusion is - the roots that are invisible compared to the visible (branches, twigs, leaves and
fruits) are more important; the invisible relationships with God, people, self and the land are more vital that
visible ministries. It is no wonder Jesus always went to the wilderness to pray at dawn, enjoying the joy to
speak face to face to the Father. Therefore, His days on earth could end well. May we all emulate Jesus to
end well!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旁听收费：
上课时间：
✓一堂课 RM30
逢周二、三、五上午10:15
✓四 堂 课 或 以 上 ， 每 堂 课 逢周四下午2:15
RM27.50
任何疑问，联系同工：
上课地点:
➢常玉彬（082-532 611)
线上上课

装 备 中 心 课 表
医治二课表

周三 7:30PM

24.02.2021

第一课

家族性医治释放的圣经基础

03.03.2021

第二课

大卫家族的祝福与咒诅

因政府对于教会经营书局的条例和运作方式，教会认
为书局转为职场的小组长或弟兄姐妹来经营更加适合。

10.03.2021

第三课

亚伯拉罕家族的祝福与咒诅

故此，教会将正式顶让天堂小屋。欢迎对福音书局有
异象或负担的门徒、弟兄姐妹接续事工。

17.03.2021

第四课

耶罗波安的祝福与咒诅

24.03.2021

第五课

耶稣基督的家族

天 堂 小 屋 顶 让

种子课程【密集】课表

周 日 12:00NOON

14.03.2021

第一课
第二课

委身立约新造人-救恩与浸礼
基督肢体新生活-教会大家庭

21.03.2021

第三课
第四课

健康成长新生命-读经认识神
建立亲密新关系-祷告亲近神

28.03.2021

第五课

神国使者新身份-轻松传福音

长大成熟课表

周四

7:30PM

更新

11.03.2021

第一课

摸着神心意的祷告

18.03.2021

第二课

经历真理的大能

25.03.2021

第三课

建立生命树家庭

01.04.2021

月朔祷告会

08.04.2021

第四课

夺回神赐的产业

15.04.2021

第五课

美好生命见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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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聚會新安排

MG12专栏

同

Latest Arrangements for Services during Pandemic

神所拣选的禁食

周
DAY

时间
TIME

各堂崇拜
SERVICES

地点
VENUE

二
Tue

0730PM

国语崇拜
Service BM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1030AM

蒙福128
Blessed 128 (Elder Pastoral)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1100AM

儿童祷告塔
Children - House of Prayer

线上祷告
Online prayer

周六晚崇
Saturday Night Service
六
Sat

暂停
No services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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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上星期，我在回家路上的一块草地上，
看见一条形态特别的树枝。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插
花，就捡回家。今天下午，我家的外籍佣工也把
一些树枝捡回来给我，我就用这些新鲜材料插了
几盆花。我看见其中一条树枝被藤缠住，就跟牧
师说：『我觉得神对我们说，今次的禁食祷告会
出现扭转。过去这条树枝被藤缠住、箍住，我突
然想起以赛亚书58章所讲，神所拣选的禁食不是
要解下轭上的索吗？』话口未完，另一位佣工又
捡到一条树枝给我。这条树枝曾被藤箍住、勒住，
以致树枝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痕迹，但现在不再
被缠住了。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
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么？』

目前建殿总费用
Total Expenditure

同

我觉得神确实地对我们说：『你们在禁食期间，
不要轻看自己的禁食祷告，更不要轻看教会上下
同心合意地禁食祷告，我必因你们同心合意地禁
食祷告而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并且扭
转整个局面。过去被捆绑的，必定得着释放，并
且要起来捆绑原先捆绑人的。』这是我们禁食祷
告的方向，神已向我们显明，要松开一切的轭，
并且要反扑仇敌，仇敌要转过来被我们捆绑。神
在2/2向我们启示三个祷告策略：认罪、敬拜和怜
悯。我们要开始预备自己的心，一起进入禁食，
并相信神会松开一切的轭。」■

以赛亚书58章6节这样说：『我所拣选的禁食

香港母堂MG12专栏

日
Sun

09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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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经 文 Scripture

章 数 Chapter

22/02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s

04

23/02 (二 / Tue)

希伯来书 / Hebrews

09

24/02 (三 /Wed)

希伯来书 / Hebrews

10

25/02 (四 / Thu)

希伯来书 / Hebrews

11

26/02 (五 / Fri)

希伯来书 / Hebrews

12

27/02 (六 / Sat)

诗篇 / Psalms

127

你经历过把"十诫心版化"的过程吗？你渴望带领
『我体会天父设下诫命的心意，是为了我们得
组员也一起经历吗？ 一起看看杨秀华族长的分享： 福。 祂不想我们偏离而受咒诅。 天父真的很爱我
们！ 』
「过去我对十诫的感觉是熟悉又遥远，是古旧
冰冷刻在石版上的律法。 当牧师师母带领族长们
『信主二十多年，我一向只是听牧者讲解十诫，
经历把十诫心版化（解鱼）的过程后，我发现原 都是二手信息，没有把神的话内化在心里。 经过
来'解鱼'是一个把石版上的诫命刻在心版上的奇妙 解鱼过程后，我觉得这方法非常好，很实用，令
历程。 过程中，我仔细揣摩神设立诫命的心意， 我获益良多！ 对于心思单纯的人，果效会更直接
且用心领受。
和深刻，最重要是捉到神透过十诫对自己所说的
话！ 』
完成解鱼后，我感到自己的心跟神的心拉近了
不少，并且拥抱十诫是天父爸爸语重心长给我们
门徒们之后也把从解鱼领受到的再传给下一代。
爱的叮咛！ 之后我带领门徒一起经历「十诫心版 解鱼真的很棒，大大帮助我们更拥抱神的话，使
化」的过程，希望把这「宝贝」传递给他们。
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密，很值得我们拿来牧养每
一位组员！ 」■
我们一起学习回转像小孩，用最直接单纯的心
去明白十诫。 一众门徒的心灵都被神的话深深触
香港母堂MG12专栏
动，以下是部份门徒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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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新春崇拜 CNY Service

上

周

崇

拜

实体 on-site 24

人

次

Last

Week’s

上周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Last Week
Offering

建

造

Prayer

祷

告

Mountain

山

Project

RM 1,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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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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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目前累积奉献

RM 254,544.17

2.

上周 MG12 开组次数
Last Week MG12 Cell Group Number

献

RM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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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版十诫专栏

把十诫心版化～代代传承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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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Date

心
Heart

Total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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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RM 9,935.50

第一期费用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齐

RM 10,179,0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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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2月朔祷告会中，牧师师母分享了在22/2
开始的40天禁食祷告的方向：

造

RM 12,000,000.00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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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0pm

建

Together We Contribute, Together We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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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online 638

http://www.kuching611.org/offering/
👈崇拜奉献可以透过扫描此Sarawak Pay QR code进
行奉献。

Congregation

实体 on-site

线上 online

32

229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

-

儿童教会 Children Service

-

219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国语崇拜 BM Service

-

30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17,821.30

蒙福128 Blessed 128

-

-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9,935.50

儿童祷告塔 C-HOP

-

-

祷告山奉献 Prayer Mountain Fund

1,039.00

苗圃八福 Sowing Service

-

-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4,456.00

32

478

主日崇拜总人数 Main Service

崇 拜 总 人 数 Total Con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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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周

奉

献

Last

Week’s

Total

Offering
3,190.22

总数 Total (RM)

36,4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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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