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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密处，
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
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
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
Each one will be like a shelter from the wind
and a refuge from the storm,
like streams of water in the desert
and the shadow of a great rock in a thirsty land.
Then the eyes of those who see will no longer be closed,

and the ears of those who hear will listen.

以赛亚书 Isaiah 3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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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对古晋611灵粮堂预言
天 父爸 爸 我们 谢谢 你 ， 赞
美你，谢谢你对我们不断地来说话。
当我在为2022年祷告的时候，我听
到神说：“2021年是一个得胜的一
年。进入2022，有些人会继续得胜，
但是有一些人会失掉这个得胜。关
键在于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渴
慕。”我听到主耶稣再次对我们每
一个人说：“孩子，我们要以一颗
谦卑的心接住这个得胜，谦卑的心
继续走这个得胜的道路。”
有一些人，你会发现2022
年，突然间你会觉得好像你越走的

我祷告的时候我听到流水的
声音。然后我就看，原来是一片的
旷野沙漠，然后就有一个地方，一
个小小的水流瀑布，非常细小。

时候，你越有能力。我真的就在这
个异象里面我看到有一座山，一半
是石头路，一半是很青青绿绿的。
很多人都选择这个绿油油的山，可
是我听到神说：“这个石头的路对
你是好的。”我看到神说：“当你
在走的时候是有艰难，可是艰难里
面，你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越来
越强大。”我甚至看到来到一个90°
的山，两边都一样。可是在绿油油
的，就爬不上；但是在这个很多石
头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石头，
他就越爬越高。我听到神说：“孩
子，继续地保持一个谦卑、坚持的

心继续地走下去。”再来，我听到
神对另外一群的人说，特别如果在
你的关系里面有不清不楚的，在你
的这个生活里面，可能你还陷于一
些的黑暗的，我听到神说：“孩子，
时间会到的。“我听到神说：”活
出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以为这
个的门永远是打开，我看见有人从
这个享受的门走进走出，但有一天
它会关上的。我听到神再次对这一
群的人说：”你们要谨慎，要回转，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皿，他们跟这个人说：“请你给我
水，请你给我水。”

要做的工，更加的快速。更多的人
渴慕，更多的人预备好了，他们要
接受福音，他们要涌入教会。“神
说：“孩子，（明年）是黄金时期，
（明年）是黄金时期，我看到一堆
一堆的金块，闪闪发亮的金块。”
我听到神说：“孩子，你渴慕，你
渴慕，你（明年）看见神的荣耀，
神极大的荣耀在困难的当中，在不
容易的当中，你会看见荣耀。特别
是（明年）金子、荣耀，金子、荣
耀，给预备好的人，给顺服的人。”

我听到主说：“2022年，孩
子们，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拍掌，
有一个人坐在瀑布的下面， 你们的坚持，我会把很多很多渴慕
那个水就冲到他的头。然后我听到 的人，有需要的人，带到你的身边
有一个声音说：“拍掌、拍掌。你 来。”你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
要拍掌。“起初，他只是轻轻地拍， 的那个人，<以赛亚书32章>说有一
然后一个声音说：”大力一点，用 个人，他会成为一个隐秘的地方，
力一点，拍大声一点。“那个人拍 成为一个好像在旷野里面一个遮荫
得大声一点，水我就看见流得大一 的地方。他好像一个瀑布，好像一
点，水流得急一点。那个人越拍得 个泉源在旷野里面，他好像一个磐
越大声，越拍得越激烈，那个水就 石在旷野里面，成为遮荫的地方。
神说很多的人，他们会寻求你。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可能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会
那个水很大的时候，那个人
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水冲到他的 说，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是一
头，他就感觉痛，他就感觉不舒服， 个很厉害的人，我好像没有恩赐，
他想站起来。可是我看见一双手， 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好像我自己也
在背后，站在这个人的背后，这首 不能做什么……
手按着他的肩膀，这个人就不能站
可是主说：“孩子，当你顺
起来。
服，当你渴慕，2022你会看见，你
我听到耶稣说：“孩子，孩 要走进神给你的命定。你看见旁边
子，在2022年，你处在不管一个什 有很多的人，一个、一个又一个，
么样的环境里面，我要你拍掌，我 好 像 一 辆 飞 机 。 ” 我 听 见 神 说 ：
要你赞美神，我要你不断地拍掌赞 “747飞机，747飞机。这是一架大
美神。当你拍掌，当你赞美神的时 的飞机。”
候，你会看到恩雨，你会看到神的
神说：“每一个渴慕的人，
雨要浇灌在你的身上。起初你会觉
顺服神安排的环境的人，你好像坐
得那个雨的力量打在你的身上，你
在那个瀑布下面的那个人，你有747
会觉得很痛，很不舒服。可是，它
飞机的容量，你有747飞机的容量。
是一个滋润，是一个活水。它在旷
你可以看到你的牧养要大大的发旺，
野的里面，你拥有的是非常宝贵的。
（明年）当你渴慕神的时候，那些
然后，我就看见这个人站起来，他
来寻求你帮助的人，会越来越多，
全身湿透了，因为水越来越大，他
越来越多，好像747飞机可以装载的
已经不能再坐在这个水的下面，然
人那么多。”我听到主说：“相信，
后他就站起来。然后，我看见耶稣
相信。在这个日子，（明年）仍然
牵着他的手，走出这个瀑布。
有艰难，明年仍然很不容易。可是，
然后，他站出来的时候，突 当你在艰难、不容易的里面，你会
然之间，他就看见他的周围，有一 看 见 你 是 那 个 独 特 的 。 “ 因 为 神
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人围 说：”我的恩手加在你的身上。我
过来，每一个的手里都拿着一个器 的手要更加的快速。在2022年，我

❑ Alicia 传道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
赞美你。主，我们仰望你。主，我
们谢谢你，愿你在2022年，你对我
们的心意都要成就！主啊，我们顺
服你给我们的环境。我们不选那容
易的，不是选择那绿油油的青草山
的。主啊，我们选择那有石头的，
我们选择坐在瀑布下面，虽然水打
在我们身上很痛的。可是我们相信
你、顺服你。主，我们仰望你。主，
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
基督名求，阿们！哈利路亚！

Photo credit: jannoon028@freepik.com

❑ 林刘本婷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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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神 Following God
昨 晚 （ 31.12.21 ） 我 们 已 经 “ check
out”2021年，“check in”2022年。
我们“check out”生命中的罪及罪带来
的折磨；我们“check in”神面前的隐
秘处，神救我们脱离一切苦难，并且以
得救的乐歌和慈爱四面环绕我们。
2022年，愿我们每个人都跟随耶稣走
石头路，爬上山顶，而不是走容易的青
草路，无法达到山顶。2022年，我们要

Last night (31.12.21) we checked out of 2021 and checked in the
year 2022. We checked out of the sins in life and the sorrow they
brought us, and checked in at the hiding place before God. God will
protect us from trouble and surround us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
In the year 2022, may each of us follow Jesus on the rocky path
to reach the summit, instead of the easy grassy path but unable to
reach the peak. In the year 2022, we want to follow Jesus to live out
holy lives, receiving the living water flowing from above so that

Check Out 2021

聚会消息
配合砂政府及UNIFOR所制定的SOP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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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崇开放实体，无线上直播。
星期天9am主崇开放实体和线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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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醒：
若弟兄姐妹有任何身体不适、曾接触确诊者，请暂时参与线上聚会。

齐齐遵守SOP 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2022年，我们必在物质和属灵层面经
历和领受满满的金子和荣耀。在这2022
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祝每位神所爱的孩
子们2022年持续得胜，恢复丰盛和进入
荣耀，阿们！

rivers of living water could flow from within us to supply those who
come before us with thirst.
In the year 2022, we would surely experience and receive
abundant gold and glory in the form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In this
first Sunday of 2022, I wish each and every
beloved child of God to continuously
_______________
triumph, recovering abundance and
林大卫牧师
entering glory, Amen!!

Check In 2022

家事报告

跟随耶稣活出圣洁的生命，领受从上浇
灌下来的活水江河，好让我们腹中有活
水江河涌流出来，并且可以供应所有来
到我们面前饥渴的人。

Rev. David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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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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崇拜
Joshua Teens Service
Joykids 幼儿崇拜
Joykids Service (3-5 yrs)

0500pm

线上崇拜
Onli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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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造

齐

奉

RM 12,000,000.00
RM 10,398,372.95
RM 8,082.50

目前累积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目前建殿总费用
Total Expenditure

上周奉献
Last Week
Offering

同
建
造
祷
告
山
One Heart Prayer Mountain Project
RM 2,000,000.00
RM 423,110.46

RM 1,480.20

Wonderkids 儿童崇拜
Wonderkids Service (9-12 yrs)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日
Sun

大堂
Mai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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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
No services

晨 祷 读 经 Morning Devotion
经 文 Scripture

章 数 Chapter

03/01 (一 / Mon)

箴言 / Proverbs

27

04/01 (二 / Tue)

希伯来书 / Hebrews

01

05/01 (三 /Wed)

希伯来书 / Hebrews

02

06/01 (四 / Thu)

希伯来书 / Hebrews

03

07/01 (五 / Fri)

希伯来书 / Hebrews

04

08/01 (六 / Sat)

诗篇 / Psalms

34

日 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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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 MG12 开组次数
Last Week MG12 Cell Group Number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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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崇

拜

人

次

Last

上周奉献
Last Week Offering

RM 600,000.00

教会户头详情
1. 橙色信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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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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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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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目前累积奉献
Offering Accumulated

免息贷款总额 Total Sof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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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第一期费用
Total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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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AM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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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s

Congregation

http://www.kuching611.org/offering/
👈崇拜奉献可透过扫描此Sarawak Pay QR code进行奉献。
General offering may be offered through scanning of
this Sarawak Pay QR code.

实体 on-site

线上 online

主日崇拜总人数 Main Service

231

231

少年崇拜 Joshua Teens Service

58

10

上 周 奉 献

儿童教会 Children Service

118

主日奉献 Service Offering

国语崇拜 BM Service

39

十一奉献 Tithe Offering

15,644.00

蒙福128 Blessed 128

21

建殿奉献 Building Fund

8,082.50

儿童祷告塔 C-HOP

25

祷告山奉献 Prayer Mountain Fund

1,480.20

其他奉献 Other Offering

1,421.50

职青大专崇拜 Joshua Young Adult Service
崇 拜 总 人 数 Total Congregation

373

444

Last Week’s Total Offering
2,819.27

总数 Total (RM)

29,4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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