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13 Ocean Avenue, #1K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718) 891-0001 

Brooklyn, NY  11235  USA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 www.tlsg.org    

※※※※    ※※※※    ※※※※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事事事事事事事事分分分分分分分分享享享享享享享享        ※※※※    ※※※※    ※※※※        

普天教會同慶的復活節快到了普天教會同慶的復活節快到了普天教會同慶的復活節快到了普天教會同慶的復活節快到了。。。。每年的節日都會唱主復活的詩歌每年的節日都會唱主復活的詩歌每年的節日都會唱主復活的詩歌每年的節日都會唱主復活的詩歌，，，，傳講主復活的信息傳講主復活的信息傳講主復活的信息傳講主復活的信息。。。。    

我信主幾十年我信主幾十年我信主幾十年我信主幾十年，，，，對耶稣基督死而復活確信無疑對耶稣基督死而復活確信無疑對耶稣基督死而復活確信無疑對耶稣基督死而復活確信無疑，，，，祂被釘死祂被釘死祂被釘死祂被釘死，，，，我得以與神和好我得以與神和好我得以與神和好我得以與神和好，，，，祂的復活祂的復活祂的復活祂的復活    

讓我有永生的盼望讓我有永生的盼望讓我有永生的盼望讓我有永生的盼望。。。。如今祂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邊替我們祈求如今祂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邊替我們祈求如今祂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邊替我們祈求如今祂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邊替我們祈求（（（（參羅參羅參羅參羅8888：：：：34343434），），），），而我這個而我這個而我這個而我這個    

跟隨基督的人卻仍跟隨基督的人卻仍跟隨基督的人卻仍跟隨基督的人卻仍然活在地上然活在地上然活在地上然活在地上。。。。耶稣基督的復活對我這個人究竟有甚麽直接關系耶稣基督的復活對我這個人究竟有甚麽直接關系耶稣基督的復活對我這個人究竟有甚麽直接關系耶稣基督的復活對我這個人究竟有甚麽直接關系？？？？    

感謝神的奇妙帶領感謝神的奇妙帶領感謝神的奇妙帶領感謝神的奇妙帶領，，，，當我對十架救恩的真理有了更深認識時當我對十架救恩的真理有了更深認識時當我對十架救恩的真理有了更深認識時當我對十架救恩的真理有了更深認識時，，，，才明白過來才明白過來才明白過來才明白過來：：：：一個基督徒一個基督徒一個基督徒一個基督徒    

真正認識並經歴神偉大奇妙榮耀的救恩真正認識並經歴神偉大奇妙榮耀的救恩真正認識並經歴神偉大奇妙榮耀的救恩真正認識並經歴神偉大奇妙榮耀的救恩，，，，認識並經歴與主同復活是何等急切重要的事認識並經歴與主同復活是何等急切重要的事認識並經歴與主同復活是何等急切重要的事認識並經歴與主同復活是何等急切重要的事！！！！    

基督從死裏復活了基督從死裏復活了基督從死裏復活了基督從死裏復活了，，，，我們這信祂的人若是與基督同死我們這信祂的人若是與基督同死我們這信祂的人若是與基督同死我們這信祂的人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就信必與祂同活就信必與祂同活就信必與祂同活（（（（羅羅羅羅 6 6 6 6：：：：8888）。）。）。）。    

基督從死裏復活如何勝過罪和死的權勢基督從死裏復活如何勝過罪和死的權勢基督從死裏復活如何勝過罪和死的權勢基督從死裏復活如何勝過罪和死的權勢,,,,這復活的大能也同樣顯在我們這相信的人身上這復活的大能也同樣顯在我們這相信的人身上這復活的大能也同樣顯在我們這相信的人身上這復活的大能也同樣顯在我們這相信的人身上,,,,    

得以脫離罪和死的律得以脫離罪和死的律得以脫離罪和死的律得以脫離罪和死的律((((參羅參羅參羅參羅8:2).8:2).8:2).8:2).這不只是知識理論上的認識這不只是知識理論上的認識這不只是知識理論上的認識這不只是知識理論上的認識,,,,而是真知道神爲我們成就的而是真知道神爲我們成就的而是真知道神爲我們成就的而是真知道神爲我們成就的    

救贖大功救贖大功救贖大功救贖大功,,,,進入這個事實進入這個事實進入這個事實進入這個事實,,,,成爲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人成爲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人成爲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人成爲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人,,,,活出活出活出活出基督復活的見證基督復活的見證基督復活的見證基督復活的見證。。。。    

    

1. 1. 1. 1.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紐約天路詩班將獻唱兩首新歌紐約天路詩班將獻唱兩首新歌紐約天路詩班將獻唱兩首新歌紐約天路詩班將獻唱兩首新歌{{{{第三集第三集第三集第三集 #5, #6}  #5, #6}  #5, #6}  #5, #6} ““““    榮耀的復活榮耀的復活榮耀的復活榮耀的復活””””和和和和    ““““與主與主與主與主    

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    

    

2. 2. 2. 2. 第三集光碟的編配第三集光碟的編配第三集光碟的編配第三集光碟的編配,,,,排練和錄音事工仍在進展之中排練和錄音事工仍在進展之中排練和錄音事工仍在進展之中排練和錄音事工仍在進展之中,,,,感謝同工們百忙之中抽空參與這項感謝同工們百忙之中抽空參與這項感謝同工們百忙之中抽空參與這項感謝同工們百忙之中抽空參與這項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   ※※※※   ※※※※  来函選登来函選登来函選登来函選登  ※※※※  ※※※※  ※※※※ 

 
1111．．．．在上神學課的時候得到在上神學課的時候得到在上神學課的時候得到在上神學課的時候得到【【【【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1111，，，，2222，，，，3333集合訂本集合訂本集合訂本集合訂本），），），），有幾個同工看了很好有幾個同工看了很好有幾個同工看了很好有幾個同工看了很好。。。。    

這是您心路歴程的寫照這是您心路歴程的寫照這是您心路歴程的寫照這是您心路歴程的寫照...,...,...,...,下次來一定提前告訴下次來一定提前告訴下次來一定提前告訴下次來一定提前告訴,,,,我們好安排推介大會我們好安排推介大會我們好安排推介大會我們好安排推介大會,,,,我們一定爲天路我們一定爲天路我們一定爲天路我們一定爲天路    

詩歌代禱詩歌代禱詩歌代禱詩歌代禱。。。。    

----    中國大陸弟兄中國大陸弟兄中國大陸弟兄中國大陸弟兄    

2. 2. 2. 2. 感謝主多年使用你受感動寫出的詩歌造就許多人感謝主多年使用你受感動寫出的詩歌造就許多人感謝主多年使用你受感動寫出的詩歌造就許多人感謝主多年使用你受感動寫出的詩歌造就許多人。。。。    

----    馬馬馬馬里里里里蘭洲牧師蘭洲牧師蘭洲牧師蘭洲牧師    

3. 3. 3. 3. 上主日我們詩班獻唱上主日我們詩班獻唱上主日我們詩班獻唱上主日我們詩班獻唱““““這是一條十架道路這是一條十架道路這是一條十架道路這是一條十架道路””””，，，，大家都深深地被歌詞中的經歴與體會所大家都深深地被歌詞中的經歴與體會所大家都深深地被歌詞中的經歴與體會所大家都深深地被歌詞中的經歴與體會所    

感動而唱出靈裏的共鳴感動而唱出靈裏的共鳴感動而唱出靈裏的共鳴感動而唱出靈裏的共鳴............。。。。    

----    新澤西洲牧者新澤西洲牧者新澤西洲牧者新澤西洲牧者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 ... ... ... 【【【【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代禱信代禱信代禱信代禱信    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    

    

4444．．．．我們一起唱我們一起唱我們一起唱我們一起唱 “ “ “ “我是主的奴仆我是主的奴仆我是主的奴仆我是主的奴仆”,”,”,”,唱得大家都流淚唱得大家都流淚唱得大家都流淚唱得大家都流淚,,,,在神面前一同跪下禱告認罪在神面前一同跪下禱告認罪在神面前一同跪下禱告認罪在神面前一同跪下禱告認罪................。。。。    

----    加州牧者加州牧者加州牧者加州牧者    

5. 5. 5. 5. 感謝天父使用你的恩賜感謝天父使用你的恩賜感謝天父使用你的恩賜感謝天父使用你的恩賜,,,,天路詩歌的流傳使各地信徒得造就天路詩歌的流傳使各地信徒得造就天路詩歌的流傳使各地信徒得造就天路詩歌的流傳使各地信徒得造就....繼續在禱告中記念你們的繼續在禱告中記念你們的繼續在禱告中記念你們的繼續在禱告中記念你們的    

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    澳大利亚牧者澳大利亚牧者澳大利亚牧者澳大利亚牧者    

    

※ ※※ ※※ ※※ ※    ※ ※ ※ ※ ※ ※ ※ ※ ※ ※ ※ ※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 ※ ※※ ※ ※※ ※ ※※ ※ ※    ※ ※※ ※※ ※※ ※    

1111．．．．請爲天路詩班復活節獻唱的各項事工帶禱請爲天路詩班復活節獻唱的各項事工帶禱請爲天路詩班復活節獻唱的各項事工帶禱請爲天路詩班復活節獻唱的各項事工帶禱....懇求聖靈動工懇求聖靈動工懇求聖靈動工懇求聖靈動工,,,,賜給團員們賜給團員們賜給團員們賜給團員們    

身身身身,,,,心心心心,,,,靈足夠的能力靈足夠的能力靈足夠的能力靈足夠的能力,,,,釋放出詩歌的信息釋放出詩歌的信息釋放出詩歌的信息釋放出詩歌的信息,,,,使衆弟兄姐妹一同認識基督的復活使衆弟兄姐妹一同認識基督的復活使衆弟兄姐妹一同認識基督的復活使衆弟兄姐妹一同認識基督的復活....    

    

2. 2. 2. 2. 請繼續爲請繼續爲請繼續爲請繼續爲【【【【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第三集光碟的錄制禱告第三集光碟的錄制禱告第三集光碟的錄制禱告第三集光碟的錄制禱告,,,,同工們非常之忙同工們非常之忙同工們非常之忙同工們非常之忙,,,,難以抽難以抽難以抽難以抽    

出時間出時間出時間出時間,,,,特別是很不容易湊到一起特別是很不容易湊到一起特別是很不容易湊到一起特別是很不容易湊到一起. . . .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神不誤事神不誤事神不誤事神不誤事! ! ! ! 順服順服順服順服    神的引導神的引導神的引導神的引導! ! ! ! 等候等候等候等候    

神的時間神的時間神的時間神的時間! ! ! ! 求神悅納同工們爲主擺上的心志求神悅納同工們爲主擺上的心志求神悅納同工們爲主擺上的心志求神悅納同工們爲主擺上的心志,,,,預備充分的時間排練和錄音預備充分的時間排練和錄音預備充分的時間排練和錄音預備充分的時間排練和錄音,,,,同同同同    

心合意唱出神的心意心合意唱出神的心意心合意唱出神的心意心合意唱出神的心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因祂愛我們的大愛因祂愛我們的大愛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侯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侯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侯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侯,,,,便便便便    

叫我們叫我們叫我們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與基督一同活過來與基督一同活過來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稣一同復活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稣一同復活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稣一同復活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一同坐在天一同坐在天一同坐在天    

上上上上。。。。” ” ” ”                                     ----弗弗弗弗2:42:42:42:4----6666節節節節        

        
主主主主內內內內末肢末肢末肢末肢            羅羅羅羅慕光慕光慕光慕光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憑感動自由奉獻憑感動自由奉獻憑感動自由奉獻憑感動自由奉獻    
第一集第一集第一集第一集    ＣＤＣＤＣＤＣＤ光盤光盤光盤光盤((((含詩本含詩本含詩本含詩本))))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第一二三集合訂本第一二三集合訂本第一二三集合訂本第一二三集合訂本    五線譜版五線譜版五線譜版五線譜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第二集第二集第二集第二集    ＣＤＣＤＣＤＣＤ光盤光盤光盤光盤((((含詩本含詩本含詩本含詩本))))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生命（（（（音樂會實況音樂會實況音樂會實況音樂會實況））））DVDDVDDVDDV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合唱谱合唱谱合唱谱合唱谱（（（（附伴奏光盤附伴奏光盤附伴奏光盤附伴奏光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我願为我願为我願为我願为【【【【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天路詩歌】】】】的事工奉献的事工奉献的事工奉献的事工奉献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集第三集第三集第三集     ( ( (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五线谱版五线谱版五线谱版五线谱版    詩本詩本詩本詩本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简谱版简谱版简谱版简谱版    詩本詩本詩本詩本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電電電電邮邮邮邮 EEEE----mail:mail:mail:mail:    

    
支票擡頭請寫支票擡頭請寫支票擡頭請寫支票擡頭請寫::::                        Songs of Pilgrim Mission/Songs of Pilgrim Mission/Songs of Pilgrim Mission/Songs of Pilgrim Mission/天路天路天路天路詩詩詩詩歌事工歌事工歌事工歌事工    

Songs of Pilgrim MissionSongs of Pilgrim MissionSongs of Pilgrim MissionSongs of Pilgrim Mission                2813 Ocean Avenue, Suite 1K2813 Ocean Avenue, Suite 1K2813 Ocean Avenue, Suite 1K2813 Ocean Avenue, Suite 1K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天路天路天路天路詩詩詩詩歌事工歌事工歌事工歌事工        www.tlsg.orgwww.tlsg.orgwww.tlsg.orgwww.tlsg.org    Brooklyn, NY 11235   USABrooklyn, NY 11235   USABrooklyn, NY 11235   USABrooklyn, NY 11235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