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聚会材料】
聚会材料】

诗篇选读–
选读– 将荣耀能力归给
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2022 年九月 9、10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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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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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单位：认领
位：认领的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
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
组认领的单位，请
位，请洽教会。）
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 教会现场主日崇拜@9am&11am
- 启程福音 Alpha Course zoom：主日@7:30pm
- 洗礼 9/11 @2pm
- 9/30 - 10/1 敬拜医治特会在教会聚会@7:30pm
3. 新来宾：
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
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
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
病痛组员或
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
朋：__________________并商
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
并商讨如何关
如何关怀他们
怀他们。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45
分享(45 分钟)
分钟)
1. 回应主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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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组聚会话语
聚会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时
分享时段的目的乃是让
段的目的乃是让神的话
神的话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的价值观，

并且应
并且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因此鼓励带领
用在每天的生活里，因此鼓励带领的同工
励带领的同工让
的同工让大家多参与分
享。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将荣耀能力归给
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经文：诗
经文：诗篇第 29 篇
背诵经文：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
经文：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 装饰敬
拜耶和华！
（诗篇 29：
29：2)

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的景象时，对神的创造不禁肃然起
敬，而诗人大卫更是感受到神的荣耀和能力彰显在其中。因此，他写
了诗篇第 29 篇，以大自然的景象来描述神的荣耀和能力！让我们一起
的来经历他的看见，并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神！
讨论问题 1： 你曾否经历过
你曾否经历过大自然风暴的威力，你
历过大自然风暴的威力，你当时
大自然风暴的威力，你当时的感受是什
当时的感受是什
么？（破冰
么？（破冰题
（破冰题）
一、 将荣耀归给
荣耀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耶和华（29：
29：1-2)：（
2)：（请
：（请先读 V.1V.1-2，再读
，再读下文）
A. 将荣耀能力归给
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1)
耶和华(1)：诗人大卫一开始就呼吁神的众子，
(1)
NIV 里的神的众子是 heavenly beings，也就是天使，大卫要
天使们一起来，将神所拥有的无比荣耀和能力来归给祂、赞
美颂赞祂。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大卫可能正处于被
仇敌追杀，四处逃亡的情况下，虽然如此，他很清楚神的荣
耀和能力一定会护庇他的，所以，他呼喊天使要来颂赞耶和
华神，将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让我们跟大卫和天使一起
的来赞美颂赞神的荣耀和能力。

B.

以圣洁来
以圣洁来敬拜耶和华(2)
敬拜耶和华(2)：
(2)：在出埃及记 33 章 11-19 里，摩西请
求耶和华神将祂的荣耀显给他看，神的荣耀就是神的面。神
回答摩西，人不可以见祂的面，见了祂的面就会死。可见神
的荣耀是多么圣洁和威严。在利未记第 11 章 44 节里，神吩咐
以色列人要圣洁，因为祂是圣洁的。圣洁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呢？圣洁不是圣人或大好人的意思，而是指神将人分别出来
为圣，是属神的人，因此，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以神为主，
要心存神话语，并要活出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有圣洁的位
份，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耶稣
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因此，我们成为圣洁，可以来到神
面前，与神亲近，来敬拜祂。

讨论问题 2： 神的荣耀与祂子民的圣洁有什么关
神的荣耀与祂子民的圣洁有什么关系呢？
系呢？对你来说，圣
来说，圣
洁生活的准则
洁生活的准则是什么？（
是什么？（观
？（观察应用题）
二、 耶和华大有能力（诗
耶和华大有能力（诗 29：
29：3-9)：（
9)：（请
：（请先读 V.3V.3-9，再读
，再读下文）
接着，大卫使用了七次“耶和华的声音”来表示神的能力。在创
世记里，神用“说”创造宇宙万有，可见，耶和华发出声音来彰
显出祂的能力、威严和权柄。
。

A. 耶和华彰显
耶和华彰显祂的能力在水上（
祂的能力在水上（3
上（3-4)：
4)： 大卫以渐进方式来说明

神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打在水面上，只是水波涟漪；当仔
细听着，神的声音像打雷，震撼人心，使人生畏；雷打在大
水上，也就是大海上，造成海浪翻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没人可以抵挡。此时，大卫不自主的赞叹神的大能和威严！
！

B.

C.

耶和华彰显
耶和华彰显祂的能力在高山上（
祂的能力在高山上（5
在高山上（5-6)：
6)： 神的能力彰显在水上，
也彰显在高山上。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山脉，高度约为海拔
3000 公尺，这山脉盛产高大结实的香柏树。耶和华的声音能
震碎以结实着称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使它连根拔起，裂
为碎片。耶和华的声音也要震动西连（黑门山），使整个高
山像牛犊般跳动。此时，大卫心生敬畏神的大能和荣耀！
耶和华彰显
耶和华彰显祂的能力在全地上（
祂的能力在全地上（7
上（7-9)：
9) ： 耶和华的声音不但使
以色列北边山脉大震动，也使天际发出闪电（使火焰分岔），
更是使南边的加低斯旷野大震动。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生
产（新译本）或作催促母鹿生产；耶和华的声音也使林中的
树木落叶，光秃凋零。耶和华的声音能使动物或植物都受到
惊动，万物也都要降服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的声音在全
地响起，神在全地都有祂的作为、能力、威严和荣耀。此时，
大卫呼吁所有属神的人都要站在神的殿中，述说神的荣耀和
祂大能的作为。

讨论问题 3： 诗人如何以耶和华的声音来
人如何以耶和华的声音来表示神能力的
表示神能力的彰显？（观察
题）
讨论问题 4： 耶和华的能力在全地上的观
耶和华的能力在全地上的观念对你有何帮助？（
你有何帮助？（应用
题）
三、 耶和华永远
耶和华永远掌权（诗 29：
29：1010-11) ：（请
：（请先读 V.10V.10-11，再
11，再读
，再读下
文）

A. 耶和华坐着为
耶和华坐着为王 (10)：
(10)： 耶和华神不仅在挪亚的时代掌管洪水，
保护方舟里面挪亚的一家人（创世记 7-8）；耶和华神也在每
个时代里，保护属祂的人。我们虽遇狂风肆虐，群山动摇，
仍要坚信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倚靠神，我们就
可以胜过一切难处。

B.

耶和华必赐
耶和华必赐力量与平安(10
力量与平安(10(10-11)：
11)：耶和华神是王，我们因信耶
稣是救主而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当像大卫一样，将荣耀能力
归给神，并以圣洁的生活来敬拜祂。神必赐力量给我们，使

我们至终都不受其害；神也必赐平安的福给我们，使我们心
中平静安稳！
讨论问题 5： 耶和华永远
耶和华永远掌权对你有何意义？
权对你有何意义？我
你有何意义？我们应当如何的
们应当如何的让
如何的让神在
我们生命中掌权
生命中掌权？（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因为祢是荣耀圣洁神，祢也是向
我们说话的神。求祢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乐意过一个
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来敬拜祢。当我们在逆境时，也求祢让我们持
续的信靠祢，因为祢是永远掌权的神，求祢赐力量与平安的福给仰望
祢的人。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
段：祷告服事（10
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9/16 以弗所书 1：1-14
9/23 以弗所书 1：15-23
9/30 敬拜医治特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