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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耶和華在衪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衪面前肅敬靜默。哈巴谷書 2:20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1. 感謝 神，我們能共同聚集在會堂敬拜讚美主。 願我們把這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分別為

The Order of Worship

聖，專心敬拜 神。 為聚會的神聖及嚴肅性，請勿隨意進出！請關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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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弟兄姐妹為我们教會下个主日的福音佈道會祷告，求聖靈感动更多的人来归向祂，也
请大家邀请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参加。

年度主題: 信徒活在聖靈中

3. 请為陳幼齡姐妹禱告，她现正住院治疗，用了吗啡还无法止痛，求神施恩典，施怜悯。

認識真理、生命長進、教會合一、福音見證

4. 劉漪萍弟兄已平安出院，情况稳定，正在康复中，请弟兄姐妹继续代祷。
5. 请為陳芳姐妹的化療；陈缅姐妹在香港的心脏手术前检查；张霞姐妹膝盖手术后復健；
張瑋(王溢惠弟兄外甥)、魏忻、馬美德、鄭陳梅珊等姐妹的身體代禱，願 神的恩典、
慈愛與他們同在。

6. 請為在工作上和移民身份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代禱，求 神開路。
7. 求 神在我們各種聚會中與我們同在，使我們眾人同感一靈齊心敬拜，靈命澆灌日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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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也求聖靈動工，讓更多的人來參加主日敬拜、主日學和查經班。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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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禱告組
福音錄像分享
查經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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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首

普世歡騰

Joy to The World

領 會
712首 又是一年正起首
Another Year Is Dawning

诗篇Psalms 90:1-12

8. 感謝 神讓祂的兒女能為教會事工服務，願聖靈動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參與各項事工。
下周主日（12/29）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施旭曦弟兄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孟繁捷弟兄
招待 Usher: 王玉梅姐妹
膳食 Food Preparer: 王溢惠弟兄，虞芝芳姐妹，王玉梅姐妹
9. 我們感謝 神賜給我們生活所需，不致缺乏，並願將 神所賜的一小部分奉獻給教會。求 神
悅納，也求 神帶領我們如何更好地將這些奉獻用在各項事工中。

12/15
12/15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特別奉獻 (General Offering)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47首 普世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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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旭曦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錦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讀 經 Scripture
诗篇Psalms 90:1-12
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
成，从亙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忿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
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
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誇的，不过是老苦愁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的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
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
心。
1 Lord, you have been our dwelling place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2 Before
the mountains were born or you brought forth the earth and the world,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you are God. 3 You turn men back to dust, saying,
"Return to dust, O sons of men." 4 For a thousand years in your sight are like a
day that has just gone by, or like a watch in the night. 5 You sweep men away in
the sleep of death; they are like the new grass of the morning-- 6 though in the
morning it springs up new, by evening it is dry and withered. 7 We are consumed
by your anger and terrified by your indignation. 8 You have set our iniquities
before you, our secret sins in the light of your presence. 9 All our days pass away
under your wrath; we finish our years with a moan. 10 The length of our days is
seventy years-- or eighty, if we have the strength; yet their span is but trouble and
sorrow, for they quickly pass, and we fly away. 11 Who knows the power of your
anger? For your wrath is as great as the fear that is due you. 12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aright, that we may gain a heart of wisdom.

数算自己的日子----信息纲要
講員 – 施旭曦弟兄
一、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求教于智慧的神。
神人摩西，他在诗中感叹时光飞逝与人生的无奈，又惊叹生命的
苦短与世事的无常。每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匆匆过客，
他向神呼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
智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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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神那里认识永恒的价值，再看看自己短暂的生命，对自己的
过去“重新估价”。
三、信仰传承的主体是神，信仰传承的媒介是人，神拯救，人传递，
我们得着。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
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
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
1：1-5）
四、每个人必须亲自邀请耶稣基督进入生命中，作为个人的救主。
基督徒都是面对面被上帝呼召。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约1:12）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5:24）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
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
10:9-10）
五、重生的生命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3:3）
重生的表现：
1，有罪得赦免的平安和喜乐
2，对罪的敏感度提高
3，与神亲近
六、求神赐一颗智慧的心，懂得数算，做智慧人，懂得把握。
1，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士8:21）
2，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
3，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诗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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