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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lehem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伯利恆611靈糧堂

社團法⼈伯利恆611靈糧堂  
電話：(05)537-2100      傳真：(05)537-5447        地址：雲林縣⽃六市⽂化路571號 
Ｅ-mail：bethlehem611.bol@gmail.com             Facebook粉絲專⾴：伯利恆611靈糧堂 

同建造 ⿑奉獻
         銀⾏：彰化銀⾏ 敦化分⾏（009）  帳號：5272-86-186786-00 
          ⼾名：社團法⼈伯利恆611靈糧堂 
        【請匯款奉獻後，再⽤左邊的QR code作登記，以便教會會計記錄。】

晨禱經⽂及⾏事曆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02/26 02/27 02/28 03/01 03/02 03/03 03/04
主⽇ 箴⾔04 

辦公室休假 
約拿書1 

辦公室休假
約拿書2 

禁⻝第⼀天
約拿書3 

⽉朔禱告會 
禁⻝第⼆天

約拿書4 
禁⻝第三天

詩篇 118 
禁⻝第四天

03/05 03/06 03/07 03/08 03/09 03/10 03/11
主⽇ 

禁⻝第五天
箴⾔05 

禁⻝第六天 
腓利⾨書 1 

普珥節 
禁⻝第七天

箴⾔06 
禁⻝第⼋天

箴⾔07 
禁⻝第九天

箴⾔08 
禁⻝第⼗⼀天

詩篇 119 
禁⻝第⼗⼆天

崇拜 週六晚崇 主⽇崇拜 兒童崇拜 青年崇拜

時間 週六 19:00 週⽇ 09:30 週⽇09:30 週六16:30 

連結
崇拜線上同步

「伯利恆611靈糧堂」
Youtube頻道

洽教會
同⼯

禱告會 晨禱 ⽉朔

時間 週⼆⾄五
 07:00

每⽉第⼀
週五19:00

連結
晨禱線上同步

「伯利恆611靈糧堂」
Youtube頻道

聚會資料統計【2023-02-19】

崇

拜

主⽇崇拜 83 (含線上⼈數)

奉 

獻

⼗⼀奉獻 53,970

晚間崇拜 19 感恩奉獻 3,165

兒童崇拜 10 建殿奉獻 1,500

⻘年崇拜 19 其他奉獻 800

崇拜總數 131 總⾦額 59,435

聚會資料

Telegram🙌  新朋友歡迎表單

⼤家庭專欄

405

318

318

560 銀⾏貸款
2021/10/31

第三期：裝潢款
2022/01/31前

第⼆期：⼯程款
2021/10/31前

第⼀期：頭期款
2021/07/31前

1,600

1,200

800

400

⺫標預算 累積奉獻

奉獻⺫標：$1,600萬
時間：2021.7-2022.1

307

累積奉獻：3,077,311元

無息借款： 
從22年起還款

500萬每期3.3萬
生						命的糧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乙鼐︐是光凱傳道跟淑珍師母的門徒︐在去年2022年的時候︐神很大的震
動我的環境︐在各樣的事上有很大的打擊︐去年我開始全職經營鬆餅桌遊店︐以
為是一個夢想的起飛︐充滿著盼望︐但是事實上業績一直都沒有達到我預期的成
長︐反而越來越衰退︐連事業夥伴們都接二連三的離開︐剩下我自己扛著店裡的
大大小小事情︐每天面對的就是帳單和員工的薪水…苦惱著店裡的各樣開銷、店
裡的業績︐面對這些問題︐我時常壓力大到睡不好︐身體也出現各樣問題︐早上
醒來都不知道該怎麼繼續活下去︐白天工作到很累︐晚上又因著壓力熬夜滑手
機︐所以乾脆都睡到快中午︐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精神狀況跟健康也出現了警
訊︐每次只要有人問道「有沒有在晨禱」我也是笑笑著說「喔~有阿大概一週一
次吧」來應付別人的回答。但面對牧養我卻說「晨禱很重要」︐自己卻很心虛沒
有辦法真實面對別人也很難面對組員︐不只遇到事業的狀況︐就連我父母親也出
現了狀況︐從小我就很常見過我爸媽吵架、打架︐所以在我內心裏面我是一直很
害怕面對衝突︐我總是只能用笑來掩蓋我內心的害怕︐也很難讓人真的了解我︐
就好像是有一部電影「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裡面的樂樂︐無法表達自己真實
的情感︐而這樣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我長到35歲會經歷到父母親離婚的事情︐在去
年年初他們發生嚴重的衝突之後︐我對於我父親的憤怒跟厭惡還有苦毒充滿到了
最高點︐我心裡覺得這個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我怎麼會有這樣的父親︐這
個人不配做我的父親!我原本一直打算逃避這一切︐不管是我的工作也好︐我跟人
的關係也好︐我跟我父親的關係也好︐我一直覺得反正來日方長︐我就這樣放
著︐應該總有一天會解開吧︐殊不知這天來的飛快︐有一次我跟當時的權柄卓輝
傳道與詠施師母在教會地下室談話︐當下我不斷抱怨我的父親有多爛我有多討厭
他︐在他們聽完之後︐輝哥溫柔的說「乙鼐︐你有發現你很像你父親嗎?你有沒有
發現你正在走他的路?」他們真的很愛我︐希望我好︐希望我是在生命樹上來看這
些事情︐但這話很撞擊我︐當下︐我無語、臉臭、理智線斷掉︐氣到想要轉頭就
走︐我最討厭的就是聽到別人說「你跟你父親很像」我很受不了︐我有一個內在
誓言︐「我絕對不要像我爸一樣」。後來隔一週︐開門徒小組時︐聽到輝哥詠施
姐將要回港︐我當下傻了︐我能回應的只是「喔~很好啊。」 但是當Daisy師母鼓
勵我去擁抱輝哥的時候︐我崩潰大哭︐回想這7年︐他們不斷向我伸手︐我卻從未
正視︐心中滿有的不捨跟懊悔︐但我相信我跟他們的關係︐是無懼距離的遠近。
而我也開始踏上神為我預備的上升之路︐輝哥和詠施姐挑戰我︐勇敢告訴我父親
我心裡的感受跟真實的想法︐他們鼓勵我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寫信告訴我爸。
因為我不想在分別善惡樹上去看我父親︐於是我一邊面對神︐一邊詢問神我該如
何下筆︐在權柄的遮蓋下完成並送信。他的回應讓我逐漸放下我心中的苦毒、不
饒恕︐現在我跟父親的關係是好的︕ 

   神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我跟家人而已︐過去我跟思惠的關係一直都很好︐而我
們之中卻發生了一些誤會︐我也願意勇敢面對了跟他的關係︐在對談中我們解開
了心結︐也彼此道歉︐恢復了我跟他的關係︐使我們能夠和好。有權柄真好︐大
大的幫助我跟人的關係、感情上面的狀況︐使我能將眼目調轉回到神的身上︐我
也很感恩能在他們要回港之前︐能夠跟他們恢復真實的關係︐也做他們的真兒
子︐而現在我也回到了晨禱︐不再只是敷衍了事︐而是認真的領受神給我的話語
跟祝福︐這幾週店裡的生意出現了意外的成長︐時常可以經歷到上升的祝福︐宣
告這樣的祝福不是短暫的而是可以一直不斷經歷再經歷︐我在2022年到尾端也終
於經歷了「耶和華拯救」︐拯救了我的關係︐我的環境︐更是接上了2023上升的
一年︐宣告我要上升到新的境界︐走出自我自卑、世界、律法的三座山︐走在愛
與信任的道路上︐進入豐年。 

最後我要將所有的榮耀都歸給愛我的天父。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詩篇100:3

mailto:bethlehem611.bol@gmail.com


  神很愛我們特別︐聽見週五

學房的生命氣息課程︐彷彿

來提醒 我 們 對 我 們 說話。 在

新的 一頁開 始 ︐ 要看見 自 己

是誰︐並且接納自 己 我 是

誰︐ 不再在意別 人 過 去 的眼

光︐起來感謝 神︔將恐懼、

懷疑、憂慮的根挖掉︐學習安靜問 神如何來處理︔脫離自卑自

義、世界、律法這三座山︐用愛信任來行。當我們開始學習這些

功課︐神會幫助我們在聖靈中的提醒與感動中︐脫離自卑︐脫離

驕傲︔今天事情發生了︐我們能用一個新的眼光（神怎麼看）。

走出自卑︐進到對 神的謙卑裡。恩膏是從生命破碎來的︐恩膏是

我們生命可以被欺負的起的︐走生命樹的路是需要被破碎的。在

生命樹裡面︐我們需要分辨的︐也要先擴張自己生命、包容組

員、有自由有節制（在真理中講真感覺︐而不是來討債的︐而是

我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和我們要來尋求幫助︐在心態/語氣態度

上︐是全然不一樣的）。 

   在生命樹的氣息中︐我們沒有不能處理的廚餘︐而且這些廚餘

都能變成黃金肥料︐而成為供應生命樹的大養分︔走生命樹的路

是很單純︐簡單的。沒有對與錯︐每個人的生命是不斷被成全︐

會不記代價跟隨 神︐跟隨耶穌的。在2023耶和華上這年︐我們

一起經歷 神跟隨 神關係上升、牧養上升、生命再上升。

羅光凱 傳道

家事報告

光凱傳道夫婦 

1、求主每天加添更多的體力&靈力充滿光  

     凱傳道、淑珍師母。 

2、求聖靈的同在︐智慧 滿滿在光凱傳 

     道︐淑珍師母的服事中  。 

卓輝傳道一家人 

   感謝神︕︐卓輝傳道一家人已平安抵達

香港︐跟家人有美好相聚 

為傳道他們禱告︐快快適應新的服事及兩

寶進入新的環境與學習 。

【 敬拜媒體部聚集回顧 】

  3月份起【週日主崇】 

    時間更改為10:00開始!!! 

【週六晚崇】時間不變動︐ 

    同樣於19:00開始!!!

🔺 日期︓3/1週三- 4/9週日 

🔺 禁食方式︓一天禁一餐︔預備心進入復活節

  神是掌權的神︐他的話語信實︐帶領伯利恆、

帶領每一位弟兄姊妹走在神的心意當中︐鼓勵所

有弟兄姊妹都來教會一起晨禱喔。 

🔺 時間︓每週二至五08:00-09:00

    感謝神的愛在我們當中︐當天在光凱傳道家有美好的聚集︐榮耀的敬拜、

有溫度的對話︐因為有神在我們中間︐使我們在生命樹下有美好宴席。

跟隨神

【 40天禁食禱告 】

【 晨禱點燈︐照亮全身 】

【 為我們的牧者禱告 】

【 三月月朔-亞達月】
  神帶領我們正式進入猶太曆亞達月︐

是個爭戰的月份︐同時也是進入重要節

期【普珥節】的月份︐我們也要一起經

歷【轉憂為喜、轉悲為樂】的月份︕︕ 

邀請你︐一起來領受因神爭戰得勝的祝

福︐一起獻上初熟果子︐與神對齊︐進

入神祝福的循環。          

  ● 日期︓3/2（四) 

● 時間︓晚間7點 

  ● 地點︓教會大堂

【 週日主崇時間更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