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主日信息–
主日信息–面對疫情你當把握時機
2020 年四⺝ 17、18 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
面、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
項禱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的單位，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主日崇拜：網路直播進行@11:00 am，預計到 5/3/2020
- 週三禱告會：以 zoom 進行@7:30-8:30 pm
- 週二、五琴與爐：以 zoom 進行
- 週一到週五下午 3:00-4:00 下午茶經會（4/6-5/1）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特別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得以控制禱告：祈求神施恩憐憫，憐憫所有被
病毒感染的國家和人民禱告，制止病毒的持續擴散，保守醫療人員能
免除病毒的感染，神的醫治臨到所有受感染者，使他們能安然度過危
險，經歷神的全然醫治！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最近因新冠肺炎疫情，所以，讓我們重新來回應主日信息，深入討論，
使我們定睛仰望神，信靠祂必賜給我們平安。
因此，我們先將使徒行傳的查經系列暫擱三週。並請大家上網參加主日
崇拜，與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
本週主題： 面對疫情你當把握時機
經文：以斯帖記：4:13-17
背誦經文：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斯 4：14 下）
請先上網觀看商牧師 3/29/20 的主日信息。也請下載教會 ROLCC social
app 跟進教會事工及信息。

今天人人都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每個人所關心的都是疫情的發展。
2020 年新冠肺炎的流行，對我們的生命將是非常大的影響。義大利總理
說這是自從二次大戰以來最大的危機，我們如何面對這個危機呢？危機
有時也是一個轉機，我們在這樣的危機中，能夠把握什麼樣的時機呢？
今天要由聖經人物以斯帖來看，面對危機時，我們當如何把握時機。
一、成長的時機
一、成長的時機（
成長的時機（斯 4：1313-17）：
17）：(
）：(請先讀斯
請先讀斯 4：1313-17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以斯帖的成長：以斯帖時代的猶大人，乃是散居在波斯帝國各
處，而以斯帖的叔叔末底改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大臣哈曼，面臨到
滅族的命運。以斯帖蒙神的恩典卻成為了波斯皇后。以斯帖雖然
貴為皇后，但如果沒有王的允許去見王的話，可能會面臨到被處
死的下場。而之前三十天，以斯帖並沒有被王召見，似乎被冷藏
了。直到一個滅族的危機出現，她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再次出現
在君王的面前。誰知道，如果沒有危機的出現，她還會被冷藏多
久呢？這對以斯帖來說，是一個生命成長的時機，一個顯出勇敢
的時機。就是因著她願意勇敢跨出那一步，冒著生命的危險，到
波斯王的面前，使得她的生命得以成長。事實上，如果以斯帖沒
有信心的跨越，神還會從其他的人或其他方法拯救祂的子民，只
是以斯帖就會失去了一個成長的機會。因這危機，讓以斯帖，抓
住時機，從地上國度的一國之后，跨越為猶大民族的屬靈領袖。
B. 我們的成長：疫情是個危機，危機迫使我們改變，改變促使我們
成長。這個疫情正是我們經歷成長的機會,把危機變轉機，把絆腳
石變踏腳石。1）就教會來說：我們從實體聚會轉換為網路聚
會。這個轉變很不容易，但是帶給我們正面的好消息，無論是在
網上的各種聚會，人數都有極為顯著的成長，感謝神看見教會的
成長，將榮譽歸給神。2）就個人來說：因為疫情的緣故，很多
人在家上班，這是一個成長的好時機。學習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訓練好的體魄，注意衛生健康，要吃、喝、睡、動都好，才有健
康的身體，來抵抗病毒。學習和家人相處：現在有機會從早到晚
與家人在一起，如何與配偶相處，與兒女相處，如何溝通等這是
以前沒有時間來學習的事。學習新的技能：
學習新的技能：學煮菜，修理東西，
網絡上課等。學習如與神親近：學習與神有更深的相交，更深的
認識神。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如果我們能夠養成新的生活方
式，使我們更加成長，那將是在這次疫情之下，一個意外的收
穫。
討論問題 1： 你曾經歷過什麼樣的危機或壓力
你曾經歷過什麼樣的危機或壓力?
或壓力? 你是如何面對和
如何面對和度過這
些危機的
些危機的？你從當中
？你從當中學習到什麼
從當中學習到什麼?
學習到什麼? (破冰題)
破冰題)
討論問題 2： 以斯帖所面
以斯帖所面對
所面對的危機是什麼？她在危機中
危機是什麼？她在危機中是如何
在危機中是如何成長
是如何成長？
成長？這
對你在面對疫情危機
對你在面對疫情危機時
面對疫情危機時有何幫助？
有何幫助？（觀察、應用題）

二、連結的時機（
連結的時機（斯 4：15-16）：(
）：(請先讀 v. 15-16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對以斯帖而言，這何嘗不也是一個連結的時機呢？！
A. 與神的連結：15-16 節，以斯帖號召猶大人全族禁食禱告三日，
這次疫情所帶來的，也是一個與神連結的機會。在三⺝份疫情剛
爆發的時候，美國川普總統定 3/15 為 「國家禱告日」，目的就
是來單單尋求神。神藉由疫情，迫使我們停下忙碌的腳步，來到
神的面前尋求祂，為國家，疫情，經濟的復甦禱告，也為親友，
教會，宣教的工作來禱告。當危機來臨時，真的是可以把人帶到
神的面前。在 911 之後，美國許多的教會都經歷到屬靈的復興。
此次的疫情危機，我們看見人的心變為柔軟了，願意尋求神的幫
助，而這正是我們與神連結的好機會，也是傳福音最好的時機。
B. 與人的連結：以斯帖也透過這個機會與人連結，平常的以斯帖貴
為皇后，是處在深宮裡沒有機會與外人連結。如今她不得不與王
宮以外的人連結了。不認得以斯帖的人，如今透過危機，所有書
珊城的猶大人都知道以斯帖，藉著禱告與以斯帖產連結，這是一
種血脈親情的連結，也是屬靈的連結。這次疫情也給我們一個與
人連結的機會：1)透過福音與人連結：
1)透過福音與人連結：透過這次的疫情，福音的
門將會為我們打開的。正如保羅在哥羅西書 4:3 的禱告：「求神
給我們開傳道的門…」。這是一個傳福音的好時機，因為人的心
門向神敞開，要將福音傳給親朋好友們。2）透過慈善的行動與
人連結：為鄰舍禱告，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小組有年長和身體
上有軟弱的弟兄姊妹，不方便外出，可以幫助他們採購。捐贈醫
療物品給社區醫院的第一線服務人員。也可透過生命河基金會幫
助他們。以實際的行動來愛社區，愛鄰舍。透過與神的連結和人
的連結將人帶到神的面前來。
討論問題 3： 以斯帖如何與神
以斯帖如何與神、
與神、與人連結？
連結？在這疫情蔓延
在這疫情蔓延時，你
蔓延時，你又
時，你又要如
何與神、與
與神、與人連結
、與人連結呢
人連結呢？（解釋，
（解釋，應用題）
三、經歷神的時機（斯
三、經歷神的時機（斯 4:14）(請先讀 v. 14
14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就在猶大人即將面臨到滅族的時候，
神透過了以斯帖，拯救和扭轉了整個民族的命運。有人說歷史的
英文：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是神在人類中的故事。面對民族
存亡的時候，末底改對以斯帖說：「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
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
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14）
B. 要更深的經歷神的作為：從一個異族女子變為波斯皇后，已經
是傳奇故事了，但神的意念還要讓以斯帖更多經歷神的作為。以
前她的信仰，可能是小時候透過叔叔所聽來的。但是如今卻是一
個她可以親身經歷的時刻。正如約伯所說：「從前我風聞有祢，
現在親眼見祢」（伯 42:5）危機反而使我們更深的經歷神。神

要藉這個疫情震動萬國，使人經歷祂。例如，但以理被扔在獅子
坑卻無傷亡，經歷神的保守；以色列人被追到紅海邊，卻經歷神
分開大海的神蹟；門徒們經歷風浪，卻經歷耶穌平靜風浪的神
蹟。
C. 為要使我們得益處：
為要使我們得益處：「神叫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羅 8:28）今天人的偶然乃是神的必然。事情的發生不是
巧合，乃是神的精心設計。神允許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為的是
使我們得益處。約瑟在一切的苦難過去後，對他的哥哥們説：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
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創 50:20）以斯帖善用機會透
過禱告經歷了神拯救的大能。神使她在王眼前蒙恩，勝過了她的
仇敵，保全了猶大人。因為神的介入，本來仇敵要下手搶奪猶大
人的，反而成為被搶奪的對象。（斯 9:1）這乃是一個翻轉的神
蹟，仇敵要帶來偷竊、殺害、和毀壞，奪去我們的心中的平安、
喜樂、自由、和信心，但是神要使我們反轉得勝。仇敵不能轄制
我們，我們倒要轄制仇敵。魔鬼仇敵使我們恐懼不安，但是神要
帶領我們勝過這一切的恐懼與不安。我們的神是要在仇敵身上得
勝的主。祂要率領我們全然得勝。今天的神也可以使你經歷翻轉
的神蹟，正如以斯帖所經歷的。如果這次疫情帶給你在身體上、
經濟上、工作上、和心靈上有所損失，在末了神要翻轉你的生
命、工作、事業、和人際關係，帶來美好的生命。透過危機，激
勵我們禱告；透過禱告，讓我們看見神的大能，經歷神的作為。
我們要更深的透過禱告來到神的面前，經歷祂在我們生命和服事
中奇妙的作為。
今天人人都面臨到疫情的危機，但重點是你當如何面對這些危機
呢？你可以躲避，可以害怕；或是選擇把握這樣的機運，將這危
機，化為成長的時機，得到跨越的成長，再登人生的高峰；化為
連結的時機，一個屬靈的連結，將人帶到主面前；化為經歷神的
時機，一個扭轉的時刻，一個經歷神的大能的時刻。
討論問題 4： 為什麼在危機中是經歷神最好的時機？在這
為什麼在危機中是經歷神最好的時機？在這次
在這次疫情中
疫情中你要
如何把握這
如何把握這段時間
把握這段時間經歷神
段時間經歷神？
經歷神？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法呢？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法呢？
（觀察，解釋題）
討論問題 5： 請小組長帶領組員為美國的疫情禱告，
請小組長帶領組員為美國的疫情禱告，並
組員為美國的疫情禱告，並求神再次
求神再次挑旺我
再次挑旺我
們的心，更多的
的心，更多的倚
更多的倚靠神，經歷神
靠神，經歷神奇妙
，經歷神奇妙的作為
奇妙的作為！
的作為！（應用題）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請組長帶領大家，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下星期起將恢復查考使徒行傳：04/24/20 徒 6：1-15， 05/01/20 徒 7：
5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