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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精华黑暗中的神迹

自北国以色列亚哈王娶了西顿公主耶洗别为妻，以色列除了行恶拜巴力，
还为巴力建庙筑坛，又拜亚舍拉，他们所行的恶事惹怒神。神为要大大管教
亚哈王，兴起了先知以利亚发预言。

这预言导致整个以色列国陷入旱灾中，连周围的国家也受牵连。这旱灾
不只是没有下雨，连溪水都干涸了，造成食物和饮用水短缺。这严重匮乏的
生活环境，如何叫人继续生存下去呢？

一、源源不绝的神迹（王上17:10-16）
以利亚听从耶和华的话来到西顿港口的撒勒法，那里住着一个不认识神

的寡妇，她非常贫穷和绝望，她是这旱灾的其中一个受害者。

当以利亚跟她要水和食物的时候，她回答以利亚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以利亚却对她说：“不要惧怕，先将你有的为我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
上的日子。”寡妇凭信心回应以利亚，神看顾她一家的需要，原本只能供应
一餐两人份的面和油，竟能够喂饱他们三人许多日子。

寡妇本是看不见未来，更不知整个艰难环境何时会过去的，但她选择用
信心回应，将自己仅有的交给神，她便活在超自然的供应里，直到天再下雨
之时。

二、超越死亡的神迹（王上17:17-24）
寡妇经历神的供应天天源源不绝的神迹后，她家又发生了一件更重大的

事，她的儿子突然患重病死了。她立即怀疑是以利亚因她从前所犯的罪叫她
儿子死，她愿意自卑下来承认自己有罪。

以利亚知道后，就将孩子的尸体接了过来，放在自己的床上，三次伏在
孩子的身上祷告耶和华，然后为他迫切的祷告神，孩子竟然活过来了！以利
亚将孩子交给寡妇，寡妇经过此事后，她相信以利亚是神人，而且她相信神
的话是真事的。她从知道神、相信神，进入到真正认识神。

神差遣以利亚到西顿寡妇的家受寡妇的供应，其实是神拣选这位寡妇，
神要救恩临到这寡妇的家，并且神要彰显祂的神迹在这寡妇的家里。同样的，
在耶稣再来以前，神也会差遣像先知以利亚的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使到
我们转向神。

当这个寡妇转向神，神的救恩和拯救就临到这寡妇和孩子的身上。神让
寡妇经历到神是供应的神！就算大环境还在旱灾饥荒中，神依旧是掌管生死、
超越死亡、行神迹的神！■【本主日信息讲于2021年1月24日，经编辑组整理
成文。】

◎郑晓颖牧师、李子康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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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报告

1. 线上聚会

一、直播

浏览www.ga611bol.org，点击“线上崇拜”，或登录 Youtube 搜寻ga611tv，

点阅“线上崇拜”。鼓励您订阅GA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跟上每星期的

崇拜。

A）主日崇拜，每周日，8:30am、11am。

B）I-Gen崇拜， 13/2（每周六），4pm，联合崇拜。

C）儿童教会，每周六，4pm；每周日，8:30am、11am 。

D）晨祷直播，每周二 - 周四，8am；12/2 （周五）晨祷暂停。

请点击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收看

二、 Zoom 聚会

A）沙仑玫瑰，10/2（每周三），10:30am，联合崇拜。

B）香柏崇拜， 13/2 （每周六），1-2pm，联合崇拜。

C）小组（教会暂不公开场地供小组聚会，请组长们斟酌决定线上小组

或改用其他场地。）

D）学房、MLI、沙仑玫瑰文凭班、装备中心照旧进行Zoom线上课程。

2. 网上装备 - 第1届《医治释放 DIY》，20/2 – 13/3（六），10am-12pm，课程费

用：RM20（4堂）；报名截止：17/2（4:30pm）；仅限90位，额满即截止。

常觉得做医治释放很难吗？或害怕去做吗？本课程由陈露蒖传道和教师团队

授课，让你轻松、容易学医治释放，我们一起上路吧！欢迎GA611按立组长

与准组长们踊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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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表格：

https://forms.gle/45PddiH34gQw4MyY9

课程费用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Maybank 5-12334-30127-6)

*备注：
1）转账时请注明：EC H&D
2）请将转账收据Whatsapp 给012-866 2523 

（钟惠欣同工）。

http://www.ga611bol.org/
http://www.youtube.com/c/ga611tv
https://forms.gle/45PddiH34gQw4MyY9


家事 报告

报名资格：GA611按立组长或准组长，并由父系组长推荐上课。已修毕《遇
见神营会》，《长大成熟》，《天国精兵》及《苗圃8福》课程。

咨询：钟惠欣同工 (012-866 2523) / 林子绮同工 (016-796 0917)

3. 奉献请透过户口转账到 GA611 Bread of Life Centre

A）Public Bank 3133173103（什一和奉献）

B）Public Bank 3133173334（建殿）

*银行代码：PBBEMYKL

*备注：请保留转账收据直到崇拜恢复如常。你可以将收据投入任何崇拜

的奉献袋。

4. 订阅GA611TV YouTube频道

经过这几个月的线上崇拜，我们发现无国界敬拜是我们将来要走的方向，让

更多不同地点、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可得到健康的灵粮喂养身心灵。

因此，我们盼望能长远使用YouTube成为GA611线上崇拜与布道的频道。为

此，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帮忙订阅GA611TV，将我们的频道推广给你身边的人，

让更多人能看见GA611TV，将好消息带到世界各角落。

大家只需要跟着以下简单步骤，就能成功订阅GA611TV YouTube频道：

1. 进入 YouTube GA611TV 专页:   https://m.youtube.com/user/ga611tv

2. 点击 “订阅/Subscribe”

3. 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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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youtube.com/user/ga611tv


牧区 报告

各牧区与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牧区 / 聚会 地点 负责人

周日

8:30/
11am

成人崇拜 网上崇拜
江月霞

主任牧师

8:30am 菲律宾崇拜 Zoom 线上聚会
何丽嫦

实习传道

儿童教会主日崇拜
“星”起发光，迈向复“星”，欢迎4-12岁孩童！

8:30am、11am 网上崇拜

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3pm 印语崇拜 Zoom 线上聚会 洪佩娴牧师

周三

沙仑玫瑰，恢复生命的色彩

《得胜的女人》
10:30am, Zoom 线上聚会

咨询：洪佩娴牧师

周六

香柏崇拜
1-2pm，Zoom 线上聚会

咨询：李新财传道

Arise 崇拜

3-4pm，暂停

咨询：杨慧君传道

I-Gen 崇拜

4-6pm，网上崇拜
咨询：邢志中牧师

儿童教会周六崇拜（4-12岁）

“星”起发光，迈向复“星”，欢迎4-12岁孩童！

4pm，网上崇拜

咨询：谢瑞庄实习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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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焦点祷告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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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 124：8）

疫情

1.为着疫苗临床试验和接种能顺利进行来祷告，也祈求神感动各地方政府能

拨足够的资金购买高质量的疫苗，使全国人民都能安全地接种疫苗。

2.特别为着华人社区的国家祷告。求主保守疫情不会再农历新年的佳节爆发。

国家 & 列国

1.为着神一直对我们的国家掌管和看顾来感恩。虽然瘟疫漫过我们的国家，

但感谢神让我们仍然经历祂的恩典。让我们继续为着经济和疫情呼求和依

靠神的名，曾经帮助我们的神，今天仍然要来帮助和施恩怜悯我们。

2.请为缅甸和当地的基督徒祈祷。为他们的人身安全祷告，在军事领导下的

基督徒是被攻击的目标，求神拦阻当地的政变，也求主保护祂的子民不受

伤害， 人民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供应。

教会

1.感谢神，祂是在过去、现今、以后永远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为着神曾经对

我们的生命、婚姻、家庭、小组、工作的帮助和拯救来称颂和赞美祂，献

上感恩的祭。

2.祷告组长们和弟兄姐妹在佳节期间仍然保持警醒，宣告神的保护临到他们

的家庭。求神安慰那些不能回乡与家人团聚的弟兄姐妹，求圣灵成为他们

的陪伴。也祷告我们在面对这个大坏境时仍然能够感恩，紧紧跟随教会，

也明白神的作为。



祷告 焦点早祭、晚祭、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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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会时间表（网上祷告）

周次 时间 祷告项目 负责人

星期一 9-10am 早祭 陈露蒖传道

8.30-9.30pm
利未人，教会领袖

和小组复兴
李晓宣姐妹

10-11pm 兴起吧！祷告大军 叶柔和姐妹

星期二 2:30-3:30pm 中东 江馨薇同工

3-4pm 晚祭 李子康传道

8-9:15pm 双刀 雷希慈同工

星期三 12:30-1:30pm 圣地 高月群传道

1:30-2:30pm 以萨迦的恩膏 伍凤洁姐妹

1:30-2:30pm 沙仑玫瑰 高丽芬姐妹

3:30-5pm 城市、教会 陈彩云姐妹

3-4pm 晚祭 李新财传道

星期四 3-4pm 晚祭 洪佩娴牧师

9-10pm 约书亚的世代 谢瑞庄实习传道

星期五 9-10am 早祭 杨慧君传道

2-3:30pm 新圣城 黎彩萍姐妹

3-4pm 晚祭 邓榕钧牧师

8:30-9:30pm 点燃列国生命火 钟佩仪同工

星期六 9-10am 早祭 温健峰弟兄

备注：鼓励所有的祷告勇士踊跃参与其中的早祭、晚祭和祷告会。欲知更多详情或咨

询，请联络封美玲同工（012-6445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