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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
1)感恩节一过,
恩节一过,圣诞节临近了.
圣诞节临近了.在节日气氛高涨
在节日气氛高涨的同时
高涨的同时,
的同时,感觉到连周围的空气密度也
浓了起来.
浓了起来.人们借假日期间各种减价优惠抢购物品,
人们借假日期间各种减价优惠抢购物品,同时还要精心挑选美观大方
又经济实惠的圣诞礼品…
又经济实惠的圣诞礼品…,忙得很;
忙得很;不少家庭佈
不少家庭佈置圣诞树,
置圣诞树,彩灯,
彩灯,团聚派对,
团聚派对,大餐交换
礼物…
礼物…,忙得很;
忙得很;圣诞是传福音的佳节
圣诞是传福音的佳节,
音的佳节,基督徒们除了上述的繁忙之外还要投入佈
基督徒们除了上述的繁忙之外还要投入佈
道会,
道会,音乐会各种庆祝活动的筹备,
音乐会各种庆祝活动的筹备,排练,
排练,服事…
服事…,忙的不可开交.
忙的不可开交.然后进入新的一年,
然后进入新的一年,
新的忙碌,
新的忙碌,新的挑战。
新的挑战。
在普天同庆耶稣降生的欢乐节日里,
在普天同庆耶稣降生的欢乐节日里,我们是否应当安静来思想一些问题:
我们是否应当安静来思想一些问题: 两千多
年前,
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耶稣基督今日与我这个人
成肉身来到世间的耶稣基督今日与我这个人,
基督今日与我这个人,究竟有甚么关系?
究竟有甚么关系? 这一年我
跟主的关系是否更密切
跟主的关系是否更密切了
密切了? 对这个”
对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
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是否有更深的启发
是否有更深的启发
和亮光?
和亮光? 对神伟大奇妙荣耀的救赎计划是否有更多的认识和感受
神伟大奇妙荣耀的救赎计划是否有更多的认识和感受?
和感受? 外面华丽缤
纷的装饰很快就会过去,
纷的装饰很快就会过去,排练了数个月的音乐会几小时就结束了,
排练了数个月的音乐会几小时就结束了,今日带领我们
一生路程的
一生路程的耶稣
程的耶稣基督是否已
耶稣基督是否已降生在心中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
基督是否已降生在心中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
降生在心中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 这才是至关重要
的人生大事!
的人生大事!而且,
而且,世上所追求所拥有的一切皆如云雾
世上所追求所拥有的一切皆如云雾,
皆如云雾,转眼就不见了,
转眼就不见了,唯有属灵生
命的份量,
命的份量,才能带进永远。
才能带进永远。
愿我们在天路上紧紧跟随为我们降生,
愿我们在天路上紧紧跟随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又复活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又复活的耶稣基督,
基督,祂是道路,
是道路,
真理,
真理,生命。
生命。 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 才能走上通天之路;
才能走上通天之路; 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心灵开启才明白真理;
心灵开启才明白真理;
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 是新生命与主一同藏在神里面,
是新生命与主一同藏在神里面,祂显现的时侯,
显现的时侯,我们才能与祂
我们才能与祂一同显现
在荣耀里。
在荣耀里。(参西:3
参西:3:3-3,4)
2)天路诗班团员们正加紧排练
2)天路诗班团员们正加紧排练,
天路诗班团员们正加紧排练,将最好的献给神,
将最好的献给神,盼望明年有音乐培灵会和音乐佈
盼望明年有音乐培灵会和音乐佈
道会 。
3)罗
3)罗姐妹将于明年二月份赴台湾,
姐妹将于明年二月份赴台湾,有天路诗歌音乐佈
有天路诗歌音乐佈道会和音乐培灵会.
会和音乐培灵会. 明年三月
赶去加拿大分享.
赶去加拿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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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代祷信 三十六
4) 天路诗歌第四集的词曲创作 15 首已经完毕,
首已经完毕,下一步是音乐,
下一步是音乐,合唱编配,
合唱编配,正在寻求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愿主掌权,
主掌权,等候祂
等候祂的时间。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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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为 2015 年天路诗歌音乐事工的开展和服事祷告
天路诗歌音乐事工的开展和服事祷告,
音乐事工的开展和服事祷告,凡事能做在神的心意中。
凡事能做在神的心意中。
2) 请为各位诗班员的身,
请为各位诗班员的身,心,灵祷告,
灵祷告,在繁忙的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家庭,
家庭,教会服事里
教会服事里,
服事里,应如何安排时
间参加练唱活动.
间参加练唱活动.目前,
目前, 诗班各声部的人数尚欠缺,
诗班各声部的人数尚欠缺,特别是女高音,
特别是女高音,求主预备。
求主预备。
3) 求主带领 2015 年度天路诗歌
年度天路诗歌音乐培灵会和佈 道会,
道会, 预备合适的时间,
预备合适的时间,地点,
地点, 预
备各位参入服事的弟兄姐妹的心,
备各位参入服事的弟兄姐妹的心,是一棵将神赐的歌唱恩赐奉献给神的专一心
志,为神的名得荣耀。
为神的名得荣耀。
罗姐妹 2015 年将有几次外出服事的机会,
年将有几次外出服事的机会,在台湾的服事是第一次,
在台湾的服事是第一次,加拿大是第二次.
加拿大是第二次.
懇求主赐下智慧来做好每一次
求主赐下智慧来做好每一次节目的安排和信息内容的准备
好每一次节目的安排和信息内容的准备.
节目的安排和信息内容的准备. 求圣灵活水充满,
求圣灵活水充满,能
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滋润人的心田,
滋润人的心田,只求主的心得满足
只求主的心得满足.
心得满足. 並求主看顾保守她长途
旅行的体力,
旅行的体力,精神。
精神。
4) 请为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配器及合唱的制作
请为 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配器及合唱的制作代祷
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配器及合唱的制作 代祷,
代祷 , 仰望主的引导,
仰望主的引导 , 不从肉体,
不从肉体 ,
乃从圣灵。
乃从圣灵。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他顯現的時候、
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 — 歌羅西書 3: 3-4
主内末肢
罗慕光
二零一四年十二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十二月十八日

憑感動自由奉獻
建议奉献
第一集 ＣＤ光盤
ＣＤ光盤(
光盤(含詩本)
含詩本) $20/套
$20/套____數量
____數量

建议奉献
$20 ______
______數
數量
第一二三集合訂本 五線譜版

第二集 ＣＤ光盤
ＣＤ光盤(
光盤(含詩本)
含詩本) $20/套
$20/套____數量
____數量

荣耀的生命（
荣耀的生命（音樂會實況）
音樂會實況）DVD $15 ______數量
______數量

合唱谱（
合唱谱（附伴奏光盤）
附伴奏光盤）$20____
$20____數量
____數量

我願为【
我願为【天路詩歌】
天路詩歌】的事工奉献 $ ______
_________
_____

第三集 (最新)
最新)

姓名:
姓名:

ＣＤ光盤
ＣＤ光盤(
光盤(含简谱詩本)
含简谱詩本) $20/套
$20/套______數量
______數量

地址:
地址:

五线谱版 詩本

電話:
電話:

$10/套
$10/套______數量
______數量

合唱谱（
合唱谱（附伴奏光盤）
附伴奏光盤） $30_______ _數量
_數量
支票擡頭請寫:
支票擡頭請寫:
Songs of Pilgrim Mission
备注:
备注:天路詩
天路詩歌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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