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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谢神的带领,2
的带领,2 月 15 日晚,
日晚,在纽约举行的【
在纽约举行的【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新创圣乐献唱
创圣乐献唱会圆满结束.
圆满结束.虽然当天下午开始大
雪纷飞,
雪纷飞,风雨交加,
风雨交加,路湿地滑,
路湿地滑,使法拉盛本来就拥堵的交通水洩
使法拉盛本来就拥堵的交通水洩不通,
不通,再加上交通局为清雪而封锁路段,
再加上交通局为清雪而封锁路段,车寸步
难行.
难行.我们众同工却带着火热事奉的心
我们众同工却带着火热事奉的心,
热事奉的心,三点半按时到达会场.
三点半按时到达会场.联合诗班的弟兄
联合诗班的弟兄姐妹
班的弟兄姐妹来自
姐妹来自 20 间不同的教会,
间不同的教会,大
家却为共同的異
家却为共同的異象负担走在一起,
象负担走在一起,将自己的恩
将自己的恩赐
的恩赐献给神.
献给神.为了这次音乐会,
为了这次音乐会, 自去年 10 月份就开始了紧张的
排练,
排练,如今是最后冲刺。
如今是最后冲刺。指挥王鸽平老师（
指挥王鸽平老师（从新泽西州赶来）
从新泽西州赶来）先带大家练声，
先带大家练声， 然后是全体排练
然后是全体排练。
这是一间古老典雅的教堂。
这是一间古老典雅的教堂。日间阳光透过屋顶和四周窗户的彩色玻璃射下，
日间阳光透过屋顶和四周窗户的彩色玻璃射下，显得神圣，
显得神圣，美丽，
美丽，明亮。
明亮。不
过，在晚间就不同了。
在晚间就不同了。为了解决灯光以及电力不足的问题，
为了解决灯光以及电力不足的问题，有弟兄自告奋勇借来发电机和专业灯光设
备，从前一天就开始安装工作了。
从前一天就开始安装工作了。因为古老，
因为古老，教堂没有投影设备，
教堂没有投影设备，必须自购银幕
必须自购银幕，又有弟兄借来较先进
的投影仪...,
的投影仪..., 还有招待组
还有招待组,
,
保安组,
保安组
,
后勤组,
后勤组
,
书摊，
书摊
，
儿童照顾等弟兄姊妹默默无闻的服事
儿童照顾等
弟兄姊妹默默无闻的服事,
招待组
弟兄姊妹默默无闻的服事,许多代祷勇士们的
祷告支持...
祷告支持...。
...。感谢神奇妙丰富的预备，
感谢神奇妙丰富的预备，各项工作的进行超乎我们所想所求。
各项工作的进行超乎我们所想所求。这实在是众弟兄姊妹在基督
里合一事奉的见证，
里合一事奉的见证，在此感谢所有参与服事和代祷支持的弟兄姊妹们。
在此感谢所有参与服事和代祷支持的弟兄姊妹们。愿神在众圣徒身上做祂
愿神在众圣徒身上做祂大能的工
作，得着我们成为祂
得着我们成为祂合用的器皿，
合用的器皿，一切荣耀归于神！
一切荣耀归于神！
这次音乐会的目的，
这次音乐会的目的，是透过诗歌，
是透过诗歌，阐述生命的深邃，
阐述生命的深邃，唱出救恩的真谛。
唱出救恩的真谛。这不只
这不只是欣赏音乐家和联合诗班
的精心演唱，
的精心演唱，更重要的是希望会众进入歌词的涵义。
更重要的是希望会众进入歌词的涵义。从看似浅显的福音道理来认识十字架全备救恩；
从看似浅显的福音道理来认识十字架全备救恩；从
基督的复活带进我们与主一同复活的真实里
基督的复活带进我们与主一同复活的真实里；
与主一同复活的真实里；从活出新生命连到最关紧要的基督徒人生观...
从活出新生命连到最关紧要的基督徒人生观...，
...，从而认真
思考神为我们成全的是何等奇妙的救赎大功！
思考神为我们成全的是何等奇妙的救赎大功！
我们选用
我们选用【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第三集共 12 首诗歌，
诗歌，在唱每一首诗歌之前都配有请会众思考的诵词。
在唱每一首诗歌之前都配有请会众思考的诵词。首先有曾裕
荣牧师短讲。
荣牧师短讲。他以哥林多前书
他以哥林多前书 1：1717-18 节为中心，
节为中心，讲解基督的十字架和两千年前各各他山上耶稣
讲解基督的十字架和两千年前各各他山上耶稣被钉
耶稣被钉
的那个十字架有何
的那个十字架有何不同
有何不同，
不同，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用来钉死
基督的十字架不是用来钉死耶稣
不是用来钉死耶稣的
耶稣的, 乃是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十架
乃是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十架大能
十架大能.
大能. 我们之
所以得救是因这十架的权能显在我们身上,
所以得救是因这十架的权能显在我们身上, 与基督同死才能
与基督同死才能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生命
才能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生命;
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生命; 人之所以灭亡因十字
架在他们身上是愚拙
架在他们身上是愚拙的
愚拙的. 中间有罗慕光姐妹见证分享，
中间有罗慕光姐妹见证分享，她说到自己信主几十年，
她说到自己信主几十年，一直以为信仰纯正
一直以为信仰纯正，
信仰纯正，道
理都懂，
理都懂，却不知仍
却不知仍旧是个属灵婴孩，
是个属灵婴孩，只会吃奶，
只会吃奶，也只喜欢吃奶。
也只喜欢吃奶。神用各种方法带领她认识自己
神用各种方法带领她认识自己，
带领她认识自己，也更认
识神的大能。
识神的大能。当灵眼被打开，
当灵眼被打开，亲尝在基督里丰盛生命之点滴时
亲尝在基督里丰盛生命之点滴时，才知道得着基督就是得着至宝。
才知道得着基督就是得着至宝。她说：
她说：
从前我是瞎眼的，
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却
如今却看见了。
看见了。她愿意将自己在天路上跌跌爬爬的经历
她愿意将自己在天路上跌跌爬爬的经历以及圣灵开启的亮光写下来，
以及圣灵开启的亮光写下来，
唱出来，
唱出来，和众弟兄姊妹共得福音的好处。
和众弟兄姊妹共得福音的好处。
最后林三纲长老勉励。
最后林三纲长老勉励。 他，一位 88 岁高龄的长辈在大风大雪的夜晚
岁高龄的长辈在大风大雪的夜晚，
在大风大雪的夜晚，和师母一起亲自驾车参加音乐
和师母一起亲自驾车参加音乐
会，这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这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为神的工作挚着认真的热心，
他们为神的工作挚着认真的热心，真是晚辈效法的榜样。
真是晚辈效法的榜样。林长老
从基督教音乐历史发展讲到中国人自创的圣诗。
从基督教音乐历史发展讲到中国人自创的圣诗。他盼望继续兴起更多的中国人写出高昂又有深度的诗歌
来造就这个时代的人。
来造就这个时代的人。大家亦可上网观看有关实况报道
大家亦可上网观看有关实况报道：
亦可上网观看有关实况报道：

www.peaceev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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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谢神，【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第三集的合唱谱
三集的合唱谱（
合唱谱（附伴奏光盘）
附伴奏光盘）已出炉发行。
出炉发行。 本合唱谱的音乐及合唱是有
本合唱谱的音乐及合唱是有专
是有专
业作曲家编配的传统圣乐。
业作曲家编配的传统圣乐。这是有领唱
这是有领唱，
有领唱，重唱和混声合唱的总谱。
重唱和混声合唱的总谱。每一首都有钢琴，
每一首都有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
伴奏，
伴奏，并包括前奏，
括前奏，间奏和尾声，
间奏和尾声，总共有 15 首诗歌，
首诗歌，137 页，并附有伴奏光盘。
并附有伴奏光盘。本合唱谱的编配虽然专
本合唱谱的编配虽然专
业，难度却不高，
难度却不高，适合于一般华人基督教会的诗班
适合于一般华人基督教会的诗班采
基督教会的诗班采用。若无乐器伴奏，
若无乐器伴奏，可随伴奏光盘的音乐来唱。
可随伴奏光盘的音乐来唱。不
-889911-00000011
过，练习时需要一个有声CD
练习时需要一个有声CD帮助
CD帮助。
帮助。欢迎众教会选用,
欢迎众教会选用 若有问题咨询
若有问题咨询，
咨询，请电：
请电：771188-

※ ※ ※ ※ ※ 代祷事项 ※ ※ ※ ※ ※
1) 今年，
今年，“纽约在
纽约在基督里聚会”
基督里聚会”等四间教会将联合举办一次复活节培灵大会，
间教会将联合举办一次复活节培灵大会，4/19，
4/19， 4/20 两晚在
两晚在基督
教角声佈
教角声佈道团大厅举行
道团大厅举行。
举行。题目是：
目是：“进入复活的途径”
进入复活的途径”。每晚都有天路联合诗班献唱数首曲目
每晚都有天路联合诗班献唱数首曲目。
数首曲目。请为此
次培灵大会的讲员曾牧师
次培灵大会的讲员曾牧师，
，
诗班以及各项有关事工
诗班
以及各项有关事工祷告
祷告。
。
恳求圣灵开启众人的心，
恳求圣灵开启众人的心
，
能以明白基督复活的
的讲员曾牧师
以及各项有关事工祷告
真理，
真理，认识进入复活的途径，
认识进入复活的途径，与基督一同复活。
与基督一同复活。
2) 准备将本次音乐会实况制作成 DVD, 请代祷支持。
请代祷支持。若有感动，
若有感动， 可以预定。
可以预定。
3) 继续为【
继续为【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的发行禱
的发行禱告，能将诗歌及时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能将诗歌及时送到需要的人手中，愿神的名得荣耀。
愿神的名得荣耀。

当用各样
用各样的智慧、
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
颂词、灵歌、彼此教
导、互相劝戒
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
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心被恩感歌颂 神。

西 3:16
3:16
主内末肢
罗慕光
二零一四年二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十八日

天路诗歌新创圣乐献唱会
02/15/2014 诗班全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