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徒 交 通 

Announcements 

我們誠摯地歡迎第一次來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盼望
您在這找著屬靈的家。請您填妥記名單後交回給招待。 

一、週三禱告聚會，請弟兄姐妹同心參與為教會遵行神的大使

命禱告。弟兄姐妹也不忘記每日與主親近，都有 15 分鐘

以上的時間禱告與主交通。 

 二、週五讀經交通聚會暫停，週六(12/16) 晚間及主日早晨

(12/17)日則有福音聚會，請弟兄姐妹開始為聚會的預備、

福音朋友的邀請、信息、見證及詩班服事代禱。12/16 日

晚間 6:30 開始愛筵、7:30 聚會，愛筵是以 Pot Luck 方式

進行，請弟兄姐妹都能帶上美味佳餚共享愛筵。 

 三、2017 跨年聚會將於 12/30/2017-1/1/2018 在 Oak Glen 營

地舉辦，請弟兄姐妹躍躍報名，填妥報名表，連同報名費

請交給 Linda 姐妹，並請為特會禱告。請參加的弟兄姐妹

在副堂資料表單陳列桌拿取一份營地要求的資料表(成人

與孩童不同) 。回去填寫，每人都需填寫一份，填寫完成

後，請交給勝中弟兄。 

 四、1/7/2018 主日下午 1:15 在副堂餐廳，勝中弟兄將分享電

子聖經工具 e-Sword 的使用，歡迎渴慕主話語的弟兄姐妹

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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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15 am    

建立聚會  (Edification Class) 
 新生命班--圖書室--仲亮弟兄--適剛受浸及願意認識新生命者 
 信徒造就班--教室 03--夏偉文弟兄/邵博姐妹--適信主多年者 
 舊約中文讀經--教室 02--王興桐弟兄--適基督徒以中文對話者 
 舊約英文讀經--教室 01--Kenneth / Kevin --適基督徒以英文對話者 

禱告親近主 (Close to the Lord)  

會堂--張清海弟兄—適願意同心為教會代求、為聚會禱告者 

10:00 am    
擘餅聚會 (Breaking of Bread)-- 會堂--適受浸過的神兒女同來記念主 

福音班 (Gospel Class) --教室 05--適正在尋求認識主的朋友 

兒童主日學 (Sunday School) --教室 04-- 合適 3-12 歲的兒童 

11:00 am  信息聚會 (Message Meeting) -- 會堂 
※若有英文信息聚會請至教室 02 崇拜 

週三禱告聚會 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7:30 pm   讚美及代禱 (Praise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6:30 pm  愛筵 (Dinner) / 7:30 p.m. 聚會 (Fellowship) 

讓我們敬拜於主面前 
 
準時：提早到、不早退，敬拜前，備好心。 
全心：不接/滑手機並保持關機，敬拜中，不分心。 
專注：全心尊主為大，與同伴共享美好主日，從新得力。 
合宜：看重主的聚會，避免穿著短褲、托鞋、過低或露肩/背

的服裝。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張清海，章勝中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信息聚會﹕ 

信息﹕史伯誠           翻譯:   陳   炯 

領詩﹕章勝中      報告﹕王興桐 
司琴﹕梁雲河弟兄 

信息﹕復活的基督與浩大的救恩 

                            以利沙的偉大見證 

第三題  書念婦人的兒子復活 

詩歌﹕H#115 主 活 

經文：列王記下4：8~16；17~30；31~37；8：1~6 

綱要： 
一、復活是聖徒最大見證 

二、婦人甚麼都不缺，就是少一個兒子，以利沙禱告使她生了 

       一個兒子     

三、這一個獨生子死了顯出書念婦女的屬靈智慧 

四、以利沙兩次與孩子聯合使孩子復活 

五、復活是以利沙所行的最大神蹟 

六、復活的生命復活的能力復活的得勝 
經文： 
列王記下 4：8~168 一日，以利沙走到書念，在那裏有一個大戶的婦人強
留他吃飯。此後，以利沙每從那裏經過，就進去吃飯。 9 婦人對丈夫說：
「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裏經過的是聖潔的神人。 10 我們可以為他在牆上蓋
一間小樓，在其中安放牀榻、桌子、椅子、燈台，他來到我們這裏，就可
以住在其間。」11 一日，以利沙來到那裏，就進了那樓躺臥。 12 以利沙吩
咐僕人基哈西說：「你叫這書念婦人來。」他就把婦人叫了來。婦人站在
以利沙面前。 13 以利沙吩咐僕人說：「你對她說：『你既為我們費了許多
心思，可以為你做甚麼呢？你向王或元帥有所求的沒有？』」她回答說：
「我在我本鄉安居無事。」14 以利沙對僕人說：「究竟當為她做甚麼呢？」
基哈西說：「她沒有兒子，她丈夫也老了。」15 以利沙說：「再叫她來。」
於是叫了她來，她就站在門口。 16 以利沙說：「明年到這時候，你必抱一
個兒子。」她說：「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樣欺哄婢女。」 

列王記下 4：17~30 17 婦人果然懷孕，到了那時候，生了一個兒子，正如
以利沙所說的。18 孩子漸漸長大，一日，到他父親和收割的人那裏。 19 他
對父親說：「我的頭啊，我的頭啊！」他父親對僕人說：「把他抱到他母
親那裏。」 20 僕人抱去，交給他母親，孩子坐在母親的膝上，到晌午就死
了。 21 他母親抱他上了樓，將他放在神人的牀上，關上門出來， 22 呼叫她
丈夫說：「你叫一個僕人給我牽一匹驢來，我要快快地去見神人就回來。」
23 丈夫說：「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為何要去見他呢？」婦人
說：「平安無事。」24 於是備上驢，對僕人說：「你快快趕着走，我若不
吩咐你，就不要遲慢。」 25 婦人就往迦密山去見神人。神人遠遠地看見她，
對僕人基哈西說：「看哪！書念的婦人來了。 26 你跑去迎接她，問她說：
『你平安嗎？你丈夫平安嗎？孩子平安嗎？』」她說：「平安。」27 婦人
上了山，到神人那裏，就抱住神人的腳。基哈西前來要推開她，神人說：
「由她吧！因為她心裏愁苦，耶和華向我隱瞞，沒有指示我。」28 婦人說：
「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我豈沒有說過『不要欺哄我』嗎？」29 以利
沙吩咐基哈西說：「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見人，不要向他問
安；人若向你問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臉上。」30 孩子的
母親說：「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離開你。」
於是以利沙起身，隨着她去了。 
列王記下 4：31~3731 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臉上，卻沒有聲音，也沒
有動靜。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來，告訴他說：「孩子還沒有醒過來。」
32 以利沙來到，進了屋子，看見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牀上。 33 他就關上
門，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裏面。他便祈禱耶和華， 34 上牀伏在孩子身上，口
對口、眼對眼、手對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體就漸漸溫和了。 35 然
後他下來，在屋裏來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個噴
嚏，就睜開眼睛了。36 以利沙叫基哈西說：「你叫這書念婦人來。」於是
叫了她來。以利沙說：「將你兒子抱起來！」 37 婦人就進來，在以利沙腳
前俯伏於地，抱起她兒子出去了。 
列王記下 8：1~6 1 以利沙曾對所救活之子的那婦人說：「你和你的全家，
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為耶和華命饑荒降在這地七年。」 2 婦人
就起身，照神人的話，帶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

3
 七年完了，那

婦人從非利士地回來，就出去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 
4
 那時，王正與

神人的僕人基哈西說：「請你將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訴我。」 
5
 基哈

西告訴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復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她兒子的那婦人，為
自己的房屋田地來哀告王。基哈西說：「我主我王，這就是那婦人，這是
她的兒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 

6
 王問那婦人，她就把那事告訴王。

於是王為她派一個太監，說：「凡屬這婦人的都還給她，自從她離開本地
直到今日，她田地的出產也都還給她。」 

       

神家兒女生活六要事 
    1 領 1：每年能領 1 人認識主 
    1 行 2：每日能有 15 分鐘禱告主，15 分鐘明主話 

    1 勤 3：每週聚會盡全意 ( 禱告、交通和敬拜  )，奉獻盡全心、 

                 服事盡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