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主日信息–
主日信息–耶稣必能为
必能为你平静
你平静风浪
2020 年三月 27、28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主日崇拜：网络直播进行
，预计到
周三祷告会：以 进行
周二、五琴与炉：以 进行
实习小组长训练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特别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得以控制祷告：祈求神施恩怜悯，怜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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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病毒感染的国家和人民祷告，制止病毒的持续扩散，保守医
疗人员能免除病毒的感染，神的医治临到所有受感染者，使他
们能安然度过危险，经历神的全然医治！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最近因新冠肺炎疫情，所以，让我们重新来响应主日信息，深入讨论，
使我们定睛仰望神，信靠祂必赐给我们平安。
因此，我们先将使徒行传的查经系列暂搁三周。并请大家上网参加主日
崇拜，与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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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 耶稣必能为
必能为你平静
你平静风浪
经文：马可福音 4:35-41
背诵经文： 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
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
（可 4：39）

请先上网观看曾牧师 3/15 的主日信息。也请下载教会 ROLCC social
app 跟进教会事工及信息。
尽管新冠肺炎病毒在全世界不断地蔓延，美国也不例外，这样的疫情
不只打乱了人们生活的脚步，也使人心中充满了惊恐、害怕，许多人原
本脸上都常带着笑容的，现在则是忧愁悲伤。然而，箴言第 17 章 22 节
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因此，我们要来思
考，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祂比任何的病、任何灾难还要伟大，祂是
那位坐在宝座上掌权直到永远的神！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和祂的门徒们如何面对巨大的风和
浪，相信耶稣必能为我们平静风浪。
一、 不要让
不要让风浪拦
风浪拦阻你完成梦想（可
阻你完成梦想（可 4：3535-41） ：(请先读 v. 3535-41
再读下文)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35 节里，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
吧！那边指的是哪里呢？由相关的经文路加福音 8:26-28 来看，那
边是格拉森，是一个庙堂林立的地方，居民都是以强暴、淫乱、贪
婪为名，甚至他们敬拜的偶像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猪，所以，犹
太人不愿意直呼它的名字“格拉森”，而是称它为那边。格拉森是
魔鬼撒旦的地盘，是一个充满邪恶和恶魔的地方。
神的儿子耶稣降世就是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当耶稣要去格拉森的
时候，魔鬼撒旦知道牠的死期到了。因此，耶稣在船上渡到那边去
的时候，魔鬼就兴风作浪百般的拦阻，因为耶稣是带着使命去的，
祂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压抑的得自由，耶稣要走遍各城各乡传讲
天国的真理，医病赶鬼，魔鬼千方百计的要来拦阻耶稣，所以，牠
兴风作浪的来拦阻耶稣。
同样的，当你带着使命，带着异象，带着梦想，要为主而活的时候，
仇敌一样也会兴风作浪，百般的拦阻你来完成你的梦想，因此，我
们要从耶稣平静风浪的事件来学习“千万不要让风浪拦阻你完成梦
想”。当你决定要在职场上为主而活，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但你的
老板总是到处刁难，然而，仇敌不是你的老板，而是背后的魔鬼撒
旦，不要被牠拦阻。当你决定要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的
时候，即使你们夫妻的个性是那么的不同，沟通是那么的困难，你
要认清你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而是魔鬼撒旦，不要被牠拦阻你完
成梦想。当你决定来服事神，忠心的服事神、服事弟兄姐妹的时候，
但同工却误解你，在话语上伤害你，你要知道你真正的敌人不是你
的同工，而是那背后拦阻你完成梦想的魔鬼撒旦。所以，不要让魔
鬼撒旦拦阻你完成梦想，阿们！
讨论问题 1： 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完成了吗
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完成了吗？ (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 在你完成的梦想中，遭遇什么
在你完成的梦想中，遭遇什么难
难处，你是如何地克服它？
倘若那梦想是进
倘若那梦想是进行中，你要如何继续
行中，你要如何继续完成它
继续完成它？（
完成它？（观
？（观察、应
察、应
用题）
二、 不要等到毫无办
）：（请
不要等到毫无办法之后 才来找耶稣
找耶稣（太
）：（请先读
太
再读下文）
当耶稣的门徒们遇到这么大的风浪的时候，在门徒当中，有经验老
道的三位渔夫，彼得、雅各布布和约翰，他们过去曾经历过许多的
大风大浪，所以，他们就倚靠过去的经验想要稳住船，没想到他们
不但没有稳住船，船反而还几乎满了水。他们想尽办法，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他们才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救我们！难道你
不顾我们吗？我们要学习“不要等到毫无办法的时候，才来找耶稣”
耶稣在风浪中呼呼大睡：
在风浪中呼呼大睡：马太福音 ： 里说：“海里忽然
起了大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
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
的波浪是忽然间来了，灾难、疾病、病毒忽然间临到，它不会
事先跟你预约时间。所以，门徒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耶稣却
在船尾上呼呼的大睡！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这些门徒想尽办
法要把船给稳住，没想到耶稣基督却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熟睡，
耶稣在风浪中呼呼大睡！
耶稣早已知道当
早已知道当如何行：
如何行：耶稣为什么可以呼呼大睡呢？没有任
何的风浪能够惊动耶稣，没有任何的风暴能让耶稣感到惊讶，
因为耶稣早已知道当如何行。耶稣早已知道在职场上你要作头
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耶稣早已知道你的婚姻家庭要经历突破
更新，夫妻要和好如初更加的恩爱；耶稣早已知道并且为你开
一条出路，使你能够有新的道路、新的方向、新的工作摆在你
面前；耶稣也早已知道你的疾病会得医治、你的工作会有极大
的果效、你的小组要经历复兴、你的孩子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耶稣早已知道当如何行！所以，祂可以呼呼大睡，不让任何的
事情甚至大风大浪影响祂美好的睡眠。
讨论问题 ： 在风浪中，门徒们
在风浪中，门徒们和耶稣
和耶稣有何异同？为
有何异同？为什么？（
什么？（观察题）
三、 不要怕！耶稣
不要怕！耶稣必能为
必能为你平静
你平静风浪
惧怕因为
惧怕因为你不太认识
你不太认识耶
认识耶稣（可 ： ）：门徒们为什么害怕
呢？因为他们不太认识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
道耶稣，却是表面上的知道而已，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
这些门徒们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几天前，他们才看到耶
稣医治一个长大痲疯的人，只因为耶稣回应了那人的请求。当
这些门徒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
好像以责备的口气说：耶稣啊！我们没命了，难道，你见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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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吗？耶稣听到这些话的感想会是：难道你还不认识我吗？为
什么你们认识我只停留在夫子老师的阶段上呢？难道你不知道
我也是风浪的主吗？难道你忘记了吗？不久前百夫长的仆人病
的几乎要死，我只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得医治了！如何叫寡
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如何叫瘫子起来行走？如何让枯干的手
重新得医治？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吗？我们之所以如此地害怕、
惊恐、恐惧，也是因为我们还不太认识耶稣。耶稣基督是我们
生命的主，是我们的大牧者，祂已将祂最宝贵的生命都赐给我
们了，难道祂会留下一件好处不给我们吗？耶稣怎么会不顾你
呢？因此我们要来重新认识耶稣基督，因为祂的慈爱永远不改
变，祂爱你就爱你到底！耶稣基督的能力，永远不改变，祂过
去医治，现在仍然能够医治，耶稣的同在永远不改变，不论你
在哪里，天涯海角，主耶稣基督仍然与你同在，阿们！
B. 惧怕因为
惧怕因为你小信（太 8：26）：他们惧怕是因为他们小信，小
信不是说你没有信心，而是你的信心太过渺小了！马太福音第
八章 26 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
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马
可福音第四章耶稣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小信的人，不
是说没有信心，而是信心如此的渺小呢？难道你信不过我可以
帮助你平静你生命中的风浪吗？难道你信不过我能够帮助你渡
过这次人听到都害怕的疫情吗？难道你不相信我是能掌管风、
掌管海、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
督会为你平静风浪吗？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相信在这样
的一个情形下，你可以说，主，祢是我的亮光，祢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主，祢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当然，
一方面我们为了防止病毒的蔓延，必须要多洗手，做了应当所
做的措施，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病毒而感觉到害怕，要完
全地相信我们的主，祂可以帮助我们，帮助美国，帮助属于祂
的百姓胜过这难关。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祂，重新的对主说，
主啊！感谢赞美祢，因为祢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祢是我
生命的保障，因此，我可以什么都不害怕，阿们！
C. 连风和海也听从耶稣
风和海也听从耶稣了（可 4:39；诗 29:1029:10-11）：当耶稣平静
了风浪的时候，门徒们就大大的惧怕，因为连风和海都听从耶
稣了。之前，他们看过耶稣基督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都是在人
的身上，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行在大自然界的神迹是他们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风和海浪，耶稣一句话就风平浪静。耶
稣斥责风，就是吩咐、命令这些黑暗权势说：住了吧！静了
吧！ 风就止住，海浪也平静了！因此，你可以不必害怕，耶稣

可以对你家庭的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对你工作职场上所
面对着极大的风浪、对你生命中的大风大浪，耶稣说：住了
吧！静了吧！风就止住，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基督必能为
你停止这一切的风和浪。
诗篇 ： 告诉我们：“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
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不会被任
何的风暴，任何的风浪，任何的灾难，任何的病毒所惊动！祂
乃是坐在那里掌权。耶稣躺在船上可以掌权，睡觉当中也可以
掌权。第 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祂的百姓，耶和华必赐
平安的福给祂的百姓。”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
是力量来胜过目前的疫情，胜过目前的风浪，胜过家庭生活的
难关。就如主说“我必赐“，祂必赐力量给我们。更宝贵的
是，祂必赐平安的福给我们，这是我们大家现在所需要！出入
有平安！一家大小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从医生救护人员来
的，这个平安乃是从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耶和华，坐
着为王直到永远的主来的，而且祂说：必要赐给祂的百姓。我
们是祂的百姓。当我们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能够平静
我们生命中的风浪的时候，你就不必害怕也不用害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生命走到困境，甚至在疾病当
中，或是在害怕被病毒感染的恐惧笼罩中，你可以不必害怕，
因为耶稣会对你生命中的各种风浪说：住了吧！
讨论问题 ： 门徒们
门徒 们 惧怕的原因是什么？这对
惧怕的原因是什么？ 这对你有何帮助和启发？
这对 你有何帮助和启发？
（观察、应
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 耶稣如何为
如何为门徒们
门徒们平静风浪？从
风浪？从这
？从这事件中，我们来
事件中，我们来思考
们来思考
在这疫情里，我们应该
疫情里，我们应该如何做？
们应该如何做？ （观察、应
察、应用题）
第四时
第四时段 祷告服事（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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