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查经材料】 主日信息–面对疫情你当把握时机
2020 四月 17、18 日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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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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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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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教会事工：
- 主日崇拜：网络直播进行@11：00 am，预计到 5/3/2020
- 周三祷告会：以 zoom 进行@7：30-8：30 pm
- 周二、五琴与炉：以 zoom 进行
- 周一到周五下午 3：00-4：00 下午茶经会（4/6-5/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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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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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时段：话语分享（45 分钟）以分享讨论
分钟）以分享讨论应用
以分享讨论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最近因新冠肺炎疫情，所以，让我们重新来回应主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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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你当把握时机
经文：以斯帖记：4：13-17
背诵经文：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斯 4：14
下）
请先上网观看商牧师 3/29/20 的主日信息。 也请下载教会 ROLCC social
app 跟进教会事工及信息。

今天人人都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每个人所关心的都是疫情的发展。
2020 年新冠肺炎的流行，对我们的生命将是非常大的影响。 意大利总理
说这是自从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危机，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危机呢？ 危机
有时也是一个转机，我们在这样的危机中，能够把握什么样的时机呢？
今天要由圣经人物以斯帖来看，面对危机时，我们当如何把握时机。
一、成长的时机
一、成长的时机（斯
成长的时机（斯 4：13-17）：（请先读斯
）：（请先读斯 4：13-17 再读下文）
A. 以斯帖的成长：以斯帖时代的犹大人，乃是散居在波斯帝国各
处，而以斯帖的叔叔末底改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大臣哈曼，面临到
灭族的命运。 以斯帖蒙神的恩典却成为了波斯皇后。 以斯帖虽
然贵为皇后，但如果没有王的允许去见王的话，可能会面临到被
处死的下场。 而之前三十天，以斯帖并没有被王召见，似乎被
冷藏了。 直到一个灭族的危机出现，她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再
次出现在君王的面前。 谁知道，如果没有危机的出现，她还会
被冷藏多久呢？ 这对以斯帖来说，是一个生命成长的时机，一
个显出勇敢的时机。 就是因着她愿意勇敢跨出那一步，冒着生
命的危险，到波斯王的面前，使得她的生命得以成长。 事实
上，如果以斯帖没有信心的跨越，神还会从其他的人或其他方法
拯救祂的子民，只是以斯帖就会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机会。 因这
危机，让以斯帖，抓住时机，从地上国度的一国之后，跨越为犹
大民族的属灵领袖。
B. 我们的成长：疫情是个危机，危机迫使我们改变，改变促使我们
成长。 这个疫情正是我们经历成长的机会，把危机变转机，把绊
脚石变踏脚石。 1）就教会来说：我们从实体聚会转换为网络聚
会。 这个转变很不容易，但是带给我们正面的好消息，无论是在
网上的各种聚会，人数都有极为显著的成长，感谢神看见教会的
成长，将荣誉归给神。 2）就个人来说：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
人在家上班，这是一个成长的好时机。 学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训练好的体魄，注意卫生健康，要吃、喝、睡、动都好，才有健
康的身体，来抵抗病毒。 学习和家人相处：现在有机会从早到晚
与家人在一起，如何与配偶相处，与儿女相处，如何沟通等这是
以前没有时间来学习的事。 学习新的技能：学煮菜，修理东西，
网络上课等。 学习如与神亲近：学习与神有更深的相交，更深的
认识神。 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如果我们能够养成新的生活方
式，使我们更加成长，那将是在这次疫情之下，一个意外的收
获。
讨论问题 1：你曾经历过什么样的危机或压力？
你曾经历过什么样的危机或压力？ 你是如何面对和
如何面对和度过这
些危机的
些危机的？ 你从当中学习到什么？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以斯帖所面对的危机是什么？ 她在危机中是如何成长？
她在危机中是如何成长？ 这
对你在面对疫情危机时有何帮助？ （观察、应用题）

二、连结的时机（
连结的时机（斯 4：15-16）：(
）：(請先讀 v. 15
15-16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对以斯帖而言，这何尝不也是一个连结的时机呢？！
A. 与神的连结
与神的连结：15-16 节，以斯帖号召犹大人全族禁食祷告三日，
这次疫情所带来的，也是一个与神连结的机会。 在三月份疫情
刚爆发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总统定 3/15 为「国家祷告日」，目
的就是来单单寻求神。 神藉由疫情，迫使我们停下忙碌的脚
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祂，为国家，疫情，经济的复苏祷告，也
为亲友，教会，宣教的工作来祷告。 当危机来临时，真的是可
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在 911 之后，美国许多的教会都经历到属
灵的复兴。 此次的疫情危机，我们看见人的心变为柔软了，愿
意寻求神的帮助，而这正是我们与神连结的好机会，也是传福音
最好的时机。
B. 与人的连结
与人的连结：以斯帖也通过这个机会与人连结，平常的以斯帖贵
为皇后，是处在深宫里没有机会与外人连结。 如今她不得不与
王宫以外的人连结了。 不认得以斯帖的人，如今透过危机，所
有书珊城的犹大人都知道以斯帖，借着祷告与以斯帖产连结，这
是一种血脉亲情的连结，也是属灵的连结。 这次疫情也给我们
一个与人连结的机会：1）透过福音与人连结：透过这次的疫
情，福音的门将会为我们打开的。 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 4：3 的
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 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
机，因为人的心门向神敞开，要将福音传给亲朋好友们。 2）通
过慈善的行动与人连结
过慈善的行动与人连结：
连结：为邻舍祷告，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小组有年长和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不方便外出，可以帮助
他们采购。 捐赠医疗物品给社区医院的第一线服务人员。 也可
通过生命河基金会帮助他们。 以实际的行动来爱社区，爱邻
舍。 透过与神的连结和人的连结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讨论问题 3： 以斯帖如何与神、与人连结？ 在这疫情蔓延时，你又要如
何与神、与人连结呢？ （解释，
（解释，应用题）
三、经历神的时机（斯
经历神的时机（斯 4:14）
4:14）(請先讀 v. 14
14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就在犹大人即将面临到灭族的时候，神
透过了以斯帖，拯救和扭转了整个民族的命运。 有人说历史的
英文：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是神在人类中的故事。 面对民族存
亡的时候，末底改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
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
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14）
B. 要更深的经历神的作为：从一个异族女子变为波斯皇后，已经是
传奇故事了，但神的意念还要让以斯帖更多经历神的作为。 以
前她的信仰，可能是小时候透过叔叔所听来的。 但是如今却是
一个她可以亲身经历的时刻。 正如约伯所说：「从前我风闻有

祢，现在亲眼见祢」（伯 42：5）危机反而使我们更深的经历
神。 神要藉这个疫情震动万国，使人经历祂。 例如，但以理被
扔在狮子坑却无伤亡，经历神的保守;以色列人被追到红海边，
却经历神分开大海的神迹;门徒们经历风浪，却经历耶稣平静风
浪的神迹。
C. 为要使我们得益处：「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罗 8：28）今天人的偶然乃是神的必然。 事情的发生不是
巧合，乃是神的精心设计。 神允许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为的
是使我们得益处。 约瑟在一切的苦难过去后，对他的哥哥们
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
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 （创 50：20）以斯帖善用
机会透过祷告经历了神拯救的大能。 神使她在王眼前蒙恩，胜
过了她的仇敌，保全了犹大人。 因为神的介入，本来仇敌要下
手抢夺犹大人的，反而成为被抢夺的对象。 （斯 9：1）这乃是
一个翻转的神迹，仇敌要带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夺去我们的
心中的平安、喜乐、自由、和信心，但是神要使我们反转得胜。
仇敌不能辖制我们，我们倒要辖制仇敌。 魔鬼仇敌使我们恐惧
不安，但是神要带领我们胜过这一切的恐惧与不安。 我们的神
是要在仇敌身上得胜的主。 祂要率领我们全然得胜。 今天的神
也可以使你经历翻转的神迹，正如以斯帖所经历的。 如果这次
疫情带给你在身体上、经济上、工作上、和心灵上有所损失，在
末了神要翻转你的生命、工作、事业、和人际关系，带来美好的
生命。 透过危机，激励我们祷告;透过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大
能，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要更深的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经
历祂在我们生命和服事中奇妙的作为。
今天人人都面临到疫情的危机，但重点是你当如何面对这些危机
呢？ 你可以躲避，可以害怕;或是选择把握这样的机运，将这危
机，化为成长的时机，得到跨越的成长，再登人生的高峰;化为
连结的时机，一个属灵的连结，将人带到主面前;化为经历神的
时机，一个扭转的时刻，一个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刻。
讨论问题 4：为什么在危机中是经历神最好的时机？ 在这次疫情中你要
如何把握这段时间经历神？
如何把握这段时间经历神？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
（观察，解释题）
讨论问题 5：请小组长带领组员为美国的疫情祷告，并求神再次挑旺我们
的心，更多的依靠神，经历神奇妙伟大的作为！
的心，更多的依靠神，经历神奇妙伟大的作为！（应用题）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请组长带领大家，为彼此的需要祷告。下星期起将恢复查考使徒行传。
04/24/20 使徒行傳 6：1-15 ， 05/01/20 使徒行傳 7：5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