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路加福音系列 10–经历翻转生命的大能

2018 年四月 6、7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欢
段：欢迎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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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时段：敬拜
段：敬拜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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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来看两个女人被主耶稣医治的神迹，一个是十二岁
的小女孩，另一个则是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妇人。在当时的社会，
女人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但主耶稣并没有轻看妇女的需要，在圣
经其它地方记载说，主耶稣常常是忙到一个地步，甚至连饭都没时
间吃，但是他却还是愿意花时间去医治这两个女人。可见，耶稣是
看重每一个人的需要。同时，主耶稣也非常看重人对祂的信心。请
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 8：40-56。
睚鲁恳求耶
）(请先读 v.40-42 再
鲁恳求耶稣
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
医治他的女儿（ ：
读下文)

一、

8 4040-42

众人迎接耶稣
人迎接耶稣（ ）：耶稣在格拉森赶出污鬼，使被鬼辖
制的人得着释放，但当地的人却要耶稣离开他们，因为他
们损失了许多的猪。但，耶稣名声却更加地被传开了。因
此，当他回到加利利时，有好多的群众来迎接祂，等候祂。

B.

睚 鲁 相信耶稣
）：睚鲁是一个管
相信耶稣 能医治他的女儿（
能医治他的女儿（
）：
会堂的犹太人，在当地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知
道耶稣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人，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
奇事。因此，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那快要死掉的独
生爱女。他俯伏在地上敬拜耶稣、恳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
儿。耶稣因他的信心就愿意前往医治，而周围却有许多的
群众拥挤着耶稣。

1.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元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 4/20-21 经历神营会
- 4/28 牵手情深
- 5/4-6 英文堂春季退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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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Shekinah Glory 工程祷告：继续为 Shekinah 内部的建筑工
程祷告，求主赐平安给施工的管理人，保守工人的安全，让之
后的各个工程可以顺利按期完成。

第三时
第三时段：话语
段：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45

1.

2.

1
讨论问题 2：睚鲁是个甚么样的人？
是个甚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去
什么会去求耶
会去求耶稣
求耶稣呢？结
呢？结果
呢？（
呢？（观察题）

二、

8 4343-48）： 请先读 v.43
v.4343-48 再读下文
血漏妇人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能医治她（
治她（43）：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
）：

耶稣医治血漏妇
治血漏妇人（ ：
A.

(

)

漏的可怜妇人。因这病不但使她的身体受了很大的苦，而
且她也被社会弃绝。这血漏困扰了她十二年，她希望能找
到医生可以医治她，虽然她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却找不到
可以医治她的人。她因血漏成为一个不洁的人，被人弃
绝；她活着没有盼望；她的生命是枯干的。但当她听到耶
稣曾医治了许多的病人，她就相信耶稣能医治她的病。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
的话语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10 分钟之内）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经历翻转生命的大能
经文：路加福音 8：40-56
背诵经文：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
救。
（路 8：50）

4141-42

讨论问题 ：你曾为
你曾为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事情
样的事情而
事情而情词迫切的恳
迫切的恳求别人帮忙呢？
（破冰题
（破冰题）

)

响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
中心思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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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44-46

有 能力从
）：当耶
能力从耶 稣身上流到血漏妇
身上流到血漏妇人的身上（
人的身上（
）：
稣和众人正前往睚鲁家时，这患血漏的妇人就偷偷的从耶

稣的背后去摸祂的衣裳禭子，因为她相信只要摸着耶稣的
衣裳禭子，她的病就会好起来。她摸耶稣衣裳禭子的摸和
群众因拥挤而触摸到耶稣的摸是完全不一样的，她的摸是
带着极大的信心。果然，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禭子，她的血
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问说〝摸我的是谁？〞〝我觉得有
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这妇人的信心竟然会促使耶稣身上
的能力流出去。从来都是耶稣主动地去医治病人，但唯有
这一次竟然是被这大有信心的妇人的摸而使耶稣医治的能
力流出。
C.

血漏妇
血漏 妇 人因信得了医
人因信得了 医 治和平安 (47(47-48) ： 当耶稣发觉有人
摸祂，有能力从祂身上出去。就问是谁摸我？但门徒却
说，有这么多的人拥挤祢，祢怎么还这样问呢？但耶稣依
然再问说“是谁摸我？”这妇人知道她无法再隐藏了，她
虽然心里害怕，但她还是走出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耶稣
医治她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对众人作了见证。于是，耶稣就
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
称她为女儿，表示耶稣完全的接纳她；耶稣说，妳的信医
了妳。所以，现在妳是完全健康的，妳已经完全洁净了，
不必再被隔绝了，妳可以回到人群中过正常的生活。耶稣
说，平平安安地去吧!这是耶稣赐给她的平安。这血漏妇人
是从被拒绝到被接纳；从绝望到有活泼的盼望；从没有平
安到有主的平安。这是因为她因信而得的医治和平安。

讨论问题 3：血漏妇
血漏妇人的信心和睚
人的信心和睚鲁有何异同之处？
有何异同之处？这妇人的摸和
这妇人的摸和
众人的摸有何不同？结
人的摸有何不同？结果如何？（
果如何？（观察题）
三、

耶稣使睚鲁的女儿死里复活
的女儿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8：4949-56）(请读 v. 4949-56 再读
下文)
A. 耶稣安慰并鼓励
安慰并鼓励睚鲁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4949-50）：当耶稣还在与
）：
血漏妇人说话时，有人来向睚鲁报告说，他女儿已经死
了，不用再劳动耶稣了。睚鲁是抱着很大的信心和希望来
恳求耶稣的，在途中他亲眼看到耶稣医治的大能。但没想
到，女儿已经死了，死人要怎么医治呢？他一定有很大的
绝望和害怕。所以，耶稣就安慰并鼓励睚鲁说〝不要怕，
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得医治。〞
B.

耶 稣 命令已死的女儿起来
命令已死的女儿起来 （ 5151-54）：耶稣带着祂的三个
）：
门徒和女儿的父母进到女儿的家，祂不许别人同祂进去。

因为祂不要不相信、不相干的人来影响祂的服事；祂要祂
的门徒和女儿的父母亲，亲身经历主的大能。当时，众人
都为这女儿的死哀哭搥胸，因为这女儿已经确定死了。但
耶稣却对众人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众
人并不信耶稣所讲的话，于是，他们就嗤笑耶稣。但耶稣
并不理会他们的不信和嘲笑，祂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
儿，起来吧！〞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和权柄。
C.

(55(55-56)

睚鲁的女儿果然真的
：耶稣的命令充满权柄
的女儿果然真的活
果然真的活过来
和能力，睚鲁女儿的灵魂又回到她的身体里面，她就从死
里复活了，她立刻坐了起来。耶稣吩咐人给她东西吃，众
人就知道她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并能正常的活动了。她的
父母亲非常惊奇她女儿竟然能从死里复活。耶稣并嘱咐他
们，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诉人。因为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耶稣不要祂的事迹传扬出去而影响到祂的服事，因为祂的
时候还没有到。

4

讨论问题 ：我们如何知道睚
如何知道睚鲁的女儿已经死了？
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为什么要
稣为什么要对
什么要对
众人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
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这对
你的信心有何提升呢？
你的信心有何提升呢？（观察应用题）

5

讨论问题 ：从睚鲁和血漏妇
和血漏妇人的经历
人的经历中，你学到甚么信心的功
中，你学到甚么信心的功
课？这对你目前的处境有何帮助呢？
这对你目前的处境有何帮助呢？（
你目前的处境有何帮助呢？（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祢总是借着祢的儿子耶稣
基督显明祢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愿意为那
有需要的人停下脚步来服事他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在各样的环境
中更认识祢的能力和权柄，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倚靠祢，在信心中
服事那有需要的人。我们如此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10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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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3
04/20
04/27

路加福音 9：10-17；23-25
生活查经
路加福音 9：28-36；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