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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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守護禱告的行

動。每日也不忘記與主親近，都能有 15 分鐘以上的時間禱告

與主交通。若有任何代禱事項，歡迎填寫代禱單。 

 二、週末分家聚會將交通十二籃第五輯 3 篇「基督身體的感

覺」，各組聚會地點如下：仁愛組在陳智明/任燕芳弟兄姊妹

家、喜樂組在張彤/李華偉弟兄姊妹家、恩慈組在夏安斌/孫文

潔弟兄姊妹家、信心組在仲亮弟兄的辦公室。6：30 愛筵，7：

30 聚會；和平組改在週六在白嵐峰姊妹家聚會，5：30 愛筵，

7：30 聚會；Encounter 小組在週六下午 6：30 加入 CAU 三

區聯合英文敬拜。 

 三、擘餅聚會後將直接連結信息聚會，弟兄姐妹若在擘餅聚

會後需離開正堂者，請保持聚會安靜並輕步離席。 

 四、今年的新春團聚(2/17，週六)仍將播放「2017 年教會生

活回顧」影片，即日起請弟兄姐妹收集好照片，並在 2/4 日前

傳遞給張彤弟兄(zhangtong8@gmail.com)負責編輯。: 

 五、2017 年弟兄姐妹的奉獻憑證已列印完成，請向王銘中弟

兄索取，憑證可用做報稅的抵稅證明。若您對憑證上的說明有

任何問題，也請與銘中弟兄聯絡。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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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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仲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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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承偉 

領詩﹕章勝中      報告﹕張清海 
司琴﹕梁雲河弟兄、楊婷婷姐妹 

信息﹕復活的基督與浩大的救恩 

                            以利沙的偉大見證 

第四題  亞蘭國的元帥長大痲瘋得潔淨 

詩歌﹕H#419 一直走十字架窄路 

經文：列王記下5：1~7；8~14；15~19；20~27 

綱要： 

一、 乃縵是十分尊貴的人只是長了大痲瘋 

二、 以色列被擄的小女子不忘神國民的地位宣講神國度的福音 

三、 以利沙不見一個屬天然生命的人只指出約旦河所指出的浩大救恩 

四、 在約旦河沐浴七次說出與基督的死的救恩完全的聯合 

五、 主的救恩使乃縵活出新造的人與新造的生命 

六、 雖活在世界卻站在屬天地位上生活敬拜 

七、 基哈西先知門徒因貪愛乃縵的金錢大痲瘋長在他身上 

經文： 
列王記下 5：1~7 1 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耶和華曾
藉他使亞蘭人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痲瘋。2 先前亞蘭人
成羣地出去，從以色列國擄了一個小女子，這女子就服事乃縵的妻。 3 她
對主母說：「巴不得我主人去見撒馬利亞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痲瘋。」 
4 乃縵進去，告訴他主人說，以色列國的女子如此如此說。 5 亞蘭王說：
「你可以去，我也達信於以色列王。」於是，乃縵帶銀子十他連得，金子
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6 且帶信給以色列王，信上說：「我打
發臣僕乃縵去見你，你接到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痲瘋。」7 以色列王看
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這人竟打發人
來，叫我治好他的大痲瘋。你們看一看，這人何以尋隙攻擊我呢？」 

列王記下 5：8~14 8 神人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發人去見王，

說：「你為甚麼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這裏來，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

先知了。」 9 於是，乃縵帶着車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門前。 10 以利沙

打發一個使者對乃縵說：「你去在約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復原，

而得潔淨。」11 乃縵卻發怒走了，說：「我想他必定出來見我，站着求告

耶和華他神的名，在患處以上搖手，治好這大痲瘋。 12 大馬士革的河亞罷

拿和法珥法，豈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嗎？我在那裏沐浴不得潔淨嗎？」

於是氣忿忿地轉身去了。13 他的僕人進前來對他說：「我父啊！先知若吩

咐你做一件大事，你豈不做嗎？何況說你去沐浴而得潔淨呢？」 14 於是乃

縵下去，照着神人的話，在約旦河裏沐浴七回，他的肉復原，好像小孩子

的肉，他就潔淨了。 
列王記下 5：15~19 15 乃縵帶着一切跟隨他的人，回到神人那裏，站在他

面前說：「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現在求你收點

僕人的禮物。」16 以利沙說：「我指着所事奉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不

受。」乃縵再三地求他，他卻不受。17 乃縵說：「你若不肯受，請將兩騾

子馱的土賜給僕人。從今以後，僕人必不再將燔祭或平安祭獻與別神，只

獻給耶和華。 18 惟有一件事，願耶和華饒恕你僕人：我主人進臨門廟叩拜

的時候，我用手攙他在臨門廟，我也屈身。我在臨門廟屈身的這事，願耶

和華饒恕我。」19 以利沙對他說：「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縵就離

開他去了，走了不遠， 
列王記下 5：20~27 20 神人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心裏說：「我主人不願從

這亞蘭人乃縵手裏受他帶來的禮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跑去

追上他，向他要些。」
21
 於是基哈西追趕乃縵。乃縵看見有人追趕，就急

忙下車迎着他說：「都平安嗎？」 
22
 說：「都平安。我主人打發我來說：

『剛才有兩個少年人，是先知門徒，從以法蓮山地來見我。請你賜他們一

他連得銀子，兩套衣裳。』」
23
 乃縵說：「請受二他連得。」再三地請受，

便將二他連得銀子裝在兩個口袋裏，又將兩套衣裳交給兩個僕人，他們就

在基哈西前頭抬着走。 
24
 到了山岡，基哈西從他們手中接過來，放在屋裏，

打發他們回去。 
25
 基哈西進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問他說：「基哈

西你從哪裏來？」回答說：「僕人沒有往哪裏去。」
26
 以利沙對他說：「那

人下車轉回迎你的時候，我的心豈沒有去呢？這豈是受銀子、衣裳、買橄

欖園、葡萄園、牛羊、僕婢的時候呢？ 
27
 因此，乃縵的大痲瘋必沾染你和

你的後裔，直到永遠。」基哈西從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長了大痲瘋，像

雪那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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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