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主日信息–当洪水泛滥
洪水泛滥之时
2020 年四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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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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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 当洪水泛滥
洪水泛滥之时
经文：诗篇
背诵经文：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
远。
（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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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上网观看刘牧师 的主日信息。也请下载教会
跟进教会事工及信息。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快速及广泛的蔓延，有越来越多的地区采取了封城，
封国的策略。全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慌之中。这次疫
情的蔓延，确实是像洪水泛滥的光景一样，大水一涌来，叫人措手不
及。如同我们教会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已经设定好四种不同的情况，从
轻微到严重的情况。而且也准备好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应对。本来以
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预备，没想到在短短几个礼拜，我们已经立刻
进入到最严重的情况中，叫我们措手不及。今天人心会恐慌，因为没有
一件事情是在人的掌握当中。我们既不知道病毒什么时候会结束，也不
知道自己会不会受到感染，更不知道明天的生活会不会被改变。而面对
这种好像洪水泛滥般的疫情，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
情况呢？
一、要确信神的手仍然在掌权
一、要确信神的手仍然在掌权（诗篇 ： ）： 请先读诗 ： 再读
下文
耶和华仍然掌权
耶和华仍然掌权：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祂不但
坐着为王，而且作王直到永远。无论是什么样的洪水，我们的神
永远是在洪水之上，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的神。而且无论我们
当前的环境如何，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病毒可以让我们
的生活停顿，但病毒永远没有办法拦阻神的工作。无论这个世界
如何转换，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神的旨意至终必定要成就。
非洲的宣教，看到神掌权
非洲的宣教，看到神掌权：今年是我们教会进入非洲宣教 周
年，在我们刚进入非洲时，当时的多哥实在是非常艰苦的。许多
村落仍然是一种以物易物的社会。市场就是大家从家里所种的蔬
菜，所养的鸡，所手织的用品，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换的地方。
房子是用泥和草搅合在一起做成的泥砖堆搭起来的；而厨房就是
在外面用几个石头堆积起来的炉子，非常的原始，就像回到
年前的样子。几年后，有一次我跟万国逐家布道团的伊豆牧师，
一起去村落宣教，他在前面开车，我在后面听见他的哭声，他流
泪祷告说，主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看见我的国家被改变？他的
意思不只是属灵环境的改变，也是说到生活环境的改变，我听
了，我的心也与他一同流泪。
我们若只是看眼前的情况，我们的心也是会很着急。主啊，祢到
底有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祷告有用吗？祢真的在
掌权吗？祢真的会带来改变吗？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有许多艰
难和无助，但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祂仍然能够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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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教会的短宣队，刚从多哥回来，一共 个人，有从台湾嘉
义基督教医院和台湾信义会来的，还有北美分堂的牧师们，他们
都可以见证多哥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没有充满洞的马路
（
）了，到处都是新的马路，多哥已不再是一个最贫
穷的国家了，非洲发展最快的银行，
，总部就设在多
哥，非洲最繁忙的内陆航空公司
，总部也在多哥，
多哥已经成为整个西非国家的焦点。不但生活环境改变，我们教
会在多哥的发展也从 间发展到 间教会，从多哥我们进入了
西非 个国家，建立了 多间教会。多哥已经成为一个运输中
心和宣教中心。 年来我们的祷告和投资一点都没有白费，在这
过程当中，我们好多次感很挫折，很失败，甚至没有盼望。特别
是早期的负责同工车祸丧生时，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打击，我呼求
神，祢在哪里？祢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我无助到不知道如
何继续走下去，但现在回头来看，就算在最无助的时刻，祂仍然
在掌权，至终祂的旨意要成就。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多么令人不安
和恐慌，不要忘记要往上看，神仍坐在宝座上，祂仍然在掌权。
讨论问题 ：在这
：在这居家隔离的
居家隔离的时刻，有什么事是好玩或你没
刻，有什么事是好玩或你没有做过
有做过的
呢？ 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你如何确信神的手仍然在掌权
：你如何确信神的手仍然在掌权？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与
大家分享？（
大家分享？（观察、应
察、应用题）
二、要建立祷
要建立祷告的祭坛（创
告的祭坛（创 ： ，创 ： ，诗篇 ： ） 请先读所
列经文再读
列经文再读下文
神要雅各
神要雅各在伯特利筑坛（
雅各在伯特利筑坛（创
在伯特利筑坛（创 ： ）：我们一方面要确信神的手
正在掌权，另一方面信心是要有行动的，祷告就是信心最基本的
行动。当我们面对危机时，就是神呼召我们要起来祷告的时候。
创 章，当时的雅各，他的家族面对极大的危机，雅各的女儿底
拿被示剑人所玷污，雅各的众子想报复，用诡计欺骗示剑人，将
所有的男人都杀死了。这件事情，传到附近的城市，他们都非常
的愤怒，聚集在一起要灭绝雅各家族的人，这时雅各不但面对了
家族的危机更是面对了生命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刻，神对他说起
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
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创 ： ）当雅各遇
见危机的时候，神吩咐他要往伯特利去，为什么要去伯特利？因
为伯特利是雅各起初遇见神的地方。当时他的哥哥以扫要追杀
他，他为了要逃命，逃到他舅父拉班的家里，在路上经过伯特利
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就在伯特利，雅各遇见了神。神呼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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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说当你面对生命的危机时，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你要回转到你信仰的起初点，要回转到神的面前。
亚伯拉罕筑祷
亚伯拉罕筑祷告的祭坛（创
告的祭坛（创 ： ）：神吩咐雅各到伯特利在那
里筑一座坛，是怎么样的坛呢？其实伯特利不只是雅各遇见神的
地方，也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祷告的地方。亚伯拉罕无论走到
哪里，他都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那不是普通的祭坛，那是一个
祷告的祭坛，那是他求告耶和华的地方，那是神向他说话的地
方，那是神与他立约的地方，也是他真实经历神的地方。亚伯拉
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决不是偶然的，他常常借着祷告来的神的面
前。当神呼召雅各回去伯特利筑一座坛的时候，那不是一座普通
的坛，神要他回到伯特利筑一座祷告的祭坛，神要雅各借着祷告
来经历祂的作为。神的宝座与神的祭坛是分不开的，今日我们渴
望来经历神的作为，渴望神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就要先来到神
的面前，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欢迎神的降临，欢迎神的工作。
以利亞筑
以利亞筑祷告的祭坛：如同在以利亞的时代一样，以利亞当时与
巴力的 位先知对抗，情况非常危急，以利亞就在迦密山顶上
筑了一座祭坛，那是一个祷告的祭坛，他向神大大呼求，求神降
下火来，显明神的真实和大能。当他在祭坛前一开口呼求的时
候，神就在设立祭坛的地方降下火来，显明神的大能和同在。火
没有降在别的地方，火只是降在设立祭坛的地方。你渴望神在哪
里工作，就要先在哪里筑一座祷告的祭坛，这祭坛，不一定指一
个特定的地方，真正的祷告祭坛，就是在你心中。什么时候，在
你心中设立一个祷告的祭坛，神的宝座就要设立，神就要开始工
作。在你个人生命当中，如果你渴慕神的工作，就要将眼目定睛
在神的身上。专心仰望你的神，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是要记念
神的信实。圣经中神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神是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一代又一代，神是信实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出
埃及过红海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要在心中筑一座祷
要在心中筑一座祷告的坛（诗
告的坛（诗篇 ： ）： 就是在我们生命疲乏
的时候，神使我们坚固。我们要常常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
恩典和作为，神过去如何按照祂的信实来带领我们，今天祂仍要
照祂的信实带领我们。我们不但要为个人生命祷告，也要为小区
和教会祷告。若期望神要工作，就必须在我们的心中，为我们的
小区，教会和土地上建立一座祷告的祭坛，抓住神的应许祷告，
直到神的心意成就。这就是要推动复兴与医治禁食祷告的原因。
为自己，为小区，为地土求医治，为世代求神怜悯，有机会回转
归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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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 为什么亚伯拉罕，以
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筑坛？
，雅各要筑坛？筑坛有什么特
要筑坛？筑坛有什么特别
筑坛有什么特别的
意义？你如何在你的心中和家中筑一座
意义？你如何在你的心中和家中筑一座祷
你如何在你的心中和家中筑一座祷告的祭坛？（解
告的祭坛？（解
释应用
释应用题）
三、要宣告神恢复的心意（耶 ： ，珥 ： ， ， ，王下
： ） 请先读所列经文再读
所列经文再读下文
要明白神的心意：当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神虽然
容许灾祸降下，但神至终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灭亡。耶 ：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
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
就应允你们。在这一切灾祸的背后是有一个神恢复的心意，神乐
意赐下平安来代替惊恐，神乐意赐下医治来代替疾病，神要重新
在祂的百姓中带来盼望，但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呼求神，祷告
神，神就必应允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恩典与怜悯的神。
要宣告神恢复的心意（珥 ： ）：不只是在外表的形式的回
转，更是要将我们的心单单归向神。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意
思，不是神做事出尔反尔，而是神看见我们的回转，就止住这灾
祸。神是充满恩典与怜悯的神，神至终的心意是要恢复我们在祂
心目中的地位和荣耀。珥 ：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蝻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蝗虫是吃树叶，蝻子是吃树干，蚂蚱是吃树根，剪虫吃树果，四
种虫一来，就一扫而空。这次病毒的蔓延不就是如此吗？好像把
我们这些年经济的成长，事业的发展，手边的积蓄，和教会事工
的发展，都一扫而空。但神的儿女，不要惊恐，要抓住神的应
许，来宣告神恢复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当我们回转归向神
时，神要赐下恢复的恩典给我们，仇敌藉病毒将所夺取的一切，
神说要补还给我们。我们要抓住神在珥 ： 的应许，神要降下
复兴的灵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宣告，神的应许必要成就，神要复
兴我们，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超乎所求所想（王下
应许超乎所求所想（王下 ： ）：旧约王下记载，亚兰王
包围撒玛利亚城，以色列人被困没有粮食可吃，以色列王请以利
沙寻求神的帮助。以利沙对以色列人说，明天这个时候，在撒玛
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的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一位军长听到了很不
以为然的说，就算神打开天上的窗户都无法成就，在当时的环境
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怎么这么便宜就可以买到一箩筐的细面
呢？以利沙说，你要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神在一夜之间搅动亚
兰王的军营，使军队仓煌而逃，留下所有的食物。第二天，以色
列人发现了，大家抢着去拿食物，那位军长也去拿，没想到在半
路上摔下来，被众人践踏而死，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今天无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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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环境如何艰难，多么难以想象，多么的不可能，但神在我们
中间所成就的事情，永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讨论问题 ： 我们要如何领
要如何领受神恢复心意的应许
受神恢复心意的应许？
应许？这应许如何
这应许如何让
如何让你除去
心中的恐惧？（
心中的恐惧？（观察，解释题
察，解释题）
释题）
四、要活出爱
四、要活出爱心的行动
洪水泛滥时，正是人最有需要的时刻，今天面对这个世代，不是要
去定罪，也不是寻求自我的保护，最需要做的，是要活出爱心的行
动来。这个时刻，在你的身旁有很多需要你帮助的人，不要只顾自
己的需要，也要顾念有需要的人群。我听到一个感人的见证，一位
姊妹听见有一个家庭不方便出去买东西，又缺牛奶，她主动帮助他
们去购买，放在那个家庭的门口。在疫情当中，生命河基金会的食
物放中心，政府允许继续开放，我们不但继续免费提供蔬菜，水果
给低收入的家庭，甚至将食物送给不方便出门的老人家中。在疫情
发展的期间，我们要更发挥爱心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仰所带出
的能力是胜过病毒的。在洪水泛滥时，唯有耶和华坐着为王，只有
当你确信这个真理时，我们心中才能享受真实的平安。要在这充满
恐慌的世代，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见证。在每一个危机的时代，神
都呼召祂的百姓，来为祂作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新冠病毒疫情
当中，不但只是勉强走过危机而已，而是能活出神儿女荣美的见
证。
讨论问题 ： 在这疫情蔓延如同洪水泛滥时
疫情蔓延如同洪水泛滥时，我
滥时，我们
，我们要如何采取实际爱
要如何采取实际爱心
的行动来
的行动来彼此帮助给
彼此帮助给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人？（应用题）
第四时
第四时段 祷告服事（ 分钟）
请组长带领大家，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主日信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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