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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节期
神应许在祂特定的节期造访他的子民。
利未记 23

耶稣诞生在住棚节，
死于逾越节，
在坟墓度过无酵节，
复活于初熟节。
确实，祂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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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神 Following God
感谢神，从6/9傍晚吹角宣告进入犹太新 “道成了肉身住（支搭帐棚的意思）在我们
年5782年。经过十天“敬畏十日”的自省、 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悔改、整合，于16/9赎罪日的傍晚结束了。
耶稣第二次再来也是在住棚节，因为住
相信在这敬畏十日中，我们都流了不少悔改
棚节是羔羊婚娶的日子。当神的号吹响，那
的眼泪。这在神看来是极为宝贵的，因为跟
随神的道路上，认罪悔改永远是关键中的关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我们这活着还
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
键。
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
我也深深相信那些流下认罪悔改眼泪的 前4:16-17】
弟兄姐妹，在即将来临20/9-27/9的住棚节，
愿我们都按神的节期，神的节奏来生活，
必从心里涌出喜乐的泉源，与神与人与自己
心紧紧贴神的心，以致耶稣再来时，我们听
与大地欢乐七日。
得见神的号声，并有耶稣的生命可以被提，
住棚节永远是最欢乐的节期，因为耶稣 可以享受与主同住棚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第一次降生是在住棚节。约翰福音1:14： 城里。
Praise God, from the evening of 6/9, as the shofar was blown, we
entered into the Jewish New Year 5782. After much self-reflection,
repentance and integration, the Ten Days of Awe came to an end on
Yom Kippur in the evening of 16/9.
I believe in these Ten Days of Awe, we have shed much tears of
repentance. This is truly precious in God's eyes, because on the path
of following God, confession of sins and repentance is always the key
of all keys. I also truly believe that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ave
shed tears of repentance will have a river of joy flowing out of them in
this coming Feast of Tabernacles from 20/9-27-9, celebrating joyously
with God, self and the earth.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is the most joyous occasion of all,
because Jesus was born during this time. In John 1:14,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carries the meaning
'set up tents').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of the one and only

Son, who came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Jesus's second coming will also be during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because it is the time of the Lamb's wedding. When the horn is blown,
those who die in Christ will surely resurrect, and we who still live will be
raptured into the clouds with them, meeting our Lord in the sky. We will
then be with our Lord forever (1 Thessalonians 4:16-17).
May we all live according to God's festivals and rhythm, with our
heart closely after God's heart, in order that when Jesus comes again,
we could hear the sound of His horn, and be raptured with the life of
Jesus to enjoy living in the tabernacles with
the Lord in New Heaven and Earth, the New
Jerusalem.
_______________

林大卫牧师

Rev. David Ling

住棚节
住棚节是犹太三大节期之一，记载源自【利未记23:42-43】：「你们
要住在棚里七日……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
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希伯来文： （ סוכותSukkot） 意为「棚屋」。

节期意义

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漂流旷野时曾住在帐棚里，神与他们同在，
供应一切所需。

「住棚节」的重要信息：神住在我们当中！
1. 神与人同在：
神渴望与人同住，昔日神叫摩西建会幕的目的也是使祂「可以住在他们
中间」(出25:8）。

👆 封面文字原文&出处

2. 荣耀重回圣殿：
所罗门在住棚节献殿，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代下5:1-3），犹太人期待神的荣耀在这节期重回圣殿。
3. 预表：
住棚节预表了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当中，及神的帐棚将降临人间，永远与人同住（启21:1-3），祂的心愿最终得圆
满。
资料来源： 国度1分钟(15) ——住棚节（The Feast of Tabernacles/Sukkot）
https://www.krt.com.hk/post/1784/國度1分鐘15-住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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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报告

教 会 线 上 崇 拜 消 息
配合砂政府进入复苏计划，并遵行UNIFOR所制定的指南，最
新聚会安排如下：
🌷 教会晨祷不开放，请弟兄姐妹继续在家参加线上直播。
🌷 实体崇拜安排：

星期六5pm晚崇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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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变动，请密切留意群组最新通告。
古晋611国度支援部
03/09/2021

9月21日 教会成立
9月23日 会幕三光
9月24日 权能服事
上课时间：
旁听费用:
周二、三、五
一课 RM 30,
上 午 10:15 至 下 午 四 课 或 以 上 则 一 课
01:00
RM 27.50
周四
下 午 02:15 至 下 午 欲知详情，请联系 源
05:00
喜牧师。
上课方式：
Zoom连线上课

※生命树气息课程仅
开放予神学生上课。

Being在哪里
感恩20年来神不断与香港同在！祂已带领我们进入Being（生命本体）的水流，让我们大家一起在这
个专栏中，探索、发现、认识神给我们的Being，让我们作神的儿女更轻松和美满！
香港611母堂新专栏

基督徒应该是最自由的人，但为什
么很多看来敬虔的基督徒却无法活
出这份自在、满足和光彩呢？

是不整合。

透过一个真实自由的生命，祷告，
可以随时随处；圣灵的医治，可以
但如何才能真实呢？培南师母说： 随时随处。真理的灵迅捷如风、滋
「 摸 你 的 感 觉 ， 按 你 的 感 动 ， 自 润如水，没有隔阂，无以阻挡。
未认识神之前，我崇尚的是世俗的 由！」喜欢做的、发自内心主动做 自由与敬虔，真的没有冲突！培南
自由，是任意而行的自由。信主后， 的，往往最接近我们的心。真实了， 师母的领受总是信手拈来，同工生
因矫枉过正，敬虔的行为成为我的 才有自由！通畅了，自然轻省喜乐、 命不断提升、教会得造就；不勉强
安全感。我在过去的教会里专注于 生命散发光彩。
不费力，以致成为生命树的气息，
事工，以爱为名，盲目的牺牲，以
来去自如！
为造就人，结果自己和家庭受到了 这和世俗追求的个人自由，又有什
亏损。
么不一样呢？师母说：「首先找到 在生命树下，因为有饶恕、被接纳，
真实的自己，然后再放在真理的大 于是敢于踏出大步……偶有软弱后退，
我的敬虔、刻苦和专一，难道错了
光下照一照。自由和敬虔之间没有 但在群体的爱中再度被激励，重新
吗？原来，压抑自己的感觉惯了，
冲突！」原来，服在真理下的自由， 对准生命树，继续向前，终能跳出
人会变得不真实。做好儿子，却不
合一又自由的舞步！
才是真自由。
是真儿子。虽有敬虔的行为，但内
里不通畅；而生命切割不真实，就
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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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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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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
Main Hall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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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
Mai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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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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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
No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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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日 期 Date

章 数 Chapter
07
17
18
19
20
16

经 文 Scripture

箴言 / Proverbs
列王记上 / 1 Kings
列王记上 / 1 Kings
列王记上 / 1 Kings
列王记上 / 1 Kings
诗篇 / Psalms

20/09 (一 / Mon)
21/09 (二 / Tue)
22/09 (三 /Wed)
23/09 (四 / Thu)
24/09 (五 / Fri)
25/09 (六 /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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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祷（早上八时开始）直播
live stream link: https://www.kuching611.org/online-service/
上周 MG12 开组次数
Last Week MG12 Cell Group Number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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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上

周

崇

拜

人

次

Last

奉

献

RM 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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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Heart

造

Prayer

祷
Mountain

告

山

Project

RM 2,000,000.00
RM 342,396.06

第一期费用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齐

RM 10,323,4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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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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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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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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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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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s

Congregation

👈崇拜奉献可以透过扫描此Sarawak Pay QR code进
行奉献。

实体 on-site

线上 online

50

202

青年崇拜 Joshua Army Service (Youth)

-

联合主崇

儿童教会 Children Service

-

162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国语崇拜 BM Service

-

71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蒙福128 Blessed 128

-

28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儿童祷告塔 C-HOP

-

22

祷告山奉献 Prayer Mountain Fund

苗圃八福 Sowing Service

-

-

50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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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统
计

总数 Total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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