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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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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飞机起飞了飞机起飞了飞机起飞了飞机起飞了....带着台湾众教会的期盼带着台湾众教会的期盼带着台湾众教会的期盼带着台湾众教会的期盼,,,,靠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的代祷托住靠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的代祷托住靠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的代祷托住靠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的代祷托住,,,,我第一次踏上宝岛旅程我第一次踏上宝岛旅程我第一次踏上宝岛旅程我第一次踏上宝岛旅程....

途中途中途中途中,,,,我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赐给我你的声音吧赐给我你的声音吧赐给我你的声音吧赐给我你的声音吧! ! ! ! 赐给我你的话语和能力吧赐给我你的话语和能力吧赐给我你的话语和能力吧赐给我你的话语和能力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若是神这若是神这若是神这若是神

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神必定负责到底神必定负责到底神必定负责到底神必定负责到底,,,,不是凭人的能力不是凭人的能力不是凭人的能力不是凭人的能力,,,,更不是我的声音更不是我的声音更不是我的声音更不是我的声音....心中默念心中默念心中默念心中默念““““不再不再不再不再有一件事是靠我有一件事是靠我有一件事是靠我有一件事是靠我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全凭着基督发出的能力全凭着基督发出的能力全凭着基督发出的能力全凭着基督发出的能力…………....”””” ( ( ( (天路诗歌第天路诗歌第天路诗歌第天路诗歌第 3333 集集集集####10).10).10).10).因长期胃酸倒流损伤声带已经近两因长期胃酸倒流损伤声带已经近两因长期胃酸倒流损伤声带已经近两因长期胃酸倒流损伤声带已经近两

个月了个月了个月了个月了....虽然多方积极治疗虽然多方积极治疗虽然多方积极治疗虽然多方积极治疗,,,,保养保养保养保养,,,,但恢复的很慢但恢复的很慢但恢复的很慢但恢复的很慢....当时的状况是当时的状况是当时的状况是当时的状况是;;;;发声费力沙哑发声费力沙哑发声费力沙哑发声费力沙哑,,,,勉强讲话两分钟勉强讲话两分钟勉强讲话两分钟勉强讲话两分钟

就得停下来喝口冷水就得停下来喝口冷水就得停下来喝口冷水就得停下来喝口冷水,,,,让被火封紧的喉咙凉一下让被火封紧的喉咙凉一下让被火封紧的喉咙凉一下让被火封紧的喉咙凉一下,,,,放松些放松些放松些放松些....这怎么能去分享呢这怎么能去分享呢这怎么能去分享呢这怎么能去分享呢!!!!连两分钟都困难连两分钟都困难连两分钟都困难连两分钟都困难,,,,

佈佈佈佈何况某地需要主持一天六个小时的培灵会和第二天的何况某地需要主持一天六个小时的培灵会和第二天的何况某地需要主持一天六个小时的培灵会和第二天的何况某地需要主持一天六个小时的培灵会和第二天的 道大会呢道大会呢道大会呢道大会呢!!!!行程又按排得很紧行程又按排得很紧行程又按排得很紧行程又按排得很紧....有人劝有人劝有人劝有人劝

我退票吧我退票吧我退票吧我退票吧,,,,电话通知对方取消行程就是啦电话通知对方取消行程就是啦电话通知对方取消行程就是啦电话通知对方取消行程就是啦! ! ! !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大小事情临到身上都是主的手量过的大小事情临到身上都是主的手量过的大小事情临到身上都是主的手量过的大小事情临到身上都是主的手量过的, , , , 是是是是

主精心制作的主精心制作的主精心制作的主精心制作的....出发前的那个主日聚会出发前的那个主日聚会出发前的那个主日聚会出发前的那个主日聚会,,,,唱圣徒唱圣徒唱圣徒唱圣徒诗歌诗歌诗歌诗歌    #395#395#395#395 首首首首....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是这样写的是这样写的是这样写的是这样写的::::    
    

哦哦哦哦，，，，我愿成为无有我愿成为无有我愿成为无有我愿成为无有，，，，惟让他圣手导诱惟让他圣手导诱惟让他圣手导诱惟让他圣手导诱；；；；作他信使侍立门口作他信使侍立门口作他信使侍立门口作他信使侍立门口，，，，他的吩咐我来听候他的吩咐我来听候他的吩咐我来听候他的吩咐我来听候。。。。    

作他乐器随时豫备作他乐器随时豫备作他乐器随时豫备作他乐器随时豫备，，，，照他喜欢向他赞美照他喜欢向他赞美照他喜欢向他赞美照他喜欢向他赞美；；；；他若无需他若无需他若无需他若无需，，，，我也愿意在他面前安静侍立我也愿意在他面前安静侍立我也愿意在他面前安静侍立我也愿意在他面前安静侍立。。。。    

    

哦哦哦哦!!!!这首诗就是神为我预备的这首诗就是神为我预备的这首诗就是神为我预备的这首诗就是神为我预备的. . . . 祂祂祂祂若主用我去传递若主用我去传递若主用我去传递若主用我去传递 的话语的话语的话语的话语,,,,祂祂祂祂必定掌管我的必定掌管我的必定掌管我的必定掌管我的喉咙声带喉咙声带喉咙声带喉咙声带;;;;若主不使若主不使若主不使若主不使

用这个瓦器用这个瓦器用这个瓦器用这个瓦器,,,, 祂祂祂祂主自有办法完成主自有办法完成主自有办法完成主自有办法完成 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的使命,,,,我愿意安静我愿意安静我愿意安静我愿意安静侍立侍立侍立侍立....不需要问是为什么不需要问是为什么不需要问是为什么不需要问是为什么,,,,只要从主手中接只要从主手中接只要从主手中接只要从主手中接

过来就是了过来就是了过来就是了过来就是了....当天聚会的第二堂当天聚会的第二堂当天聚会的第二堂当天聚会的第二堂,,,,我和众肢体分享了自己的心愿我和众肢体分享了自己的心愿我和众肢体分享了自己的心愿我和众肢体分享了自己的心愿. . . . 这简单的信心这简单的信心这简单的信心这简单的信心, , , , 驱使我上路驱使我上路驱使我上路驱使我上路

了了了了。。。。    

    

两个礼拜后两个礼拜后两个礼拜后两个礼拜后，，，，一天六小时的培灵会以及共四个地区十多场的分享圆满结束了一天六小时的培灵会以及共四个地区十多场的分享圆满结束了一天六小时的培灵会以及共四个地区十多场的分享圆满结束了一天六小时的培灵会以及共四个地区十多场的分享圆满结束了....我真是满心感我真是满心感我真是满心感我真是满心感

谢赞谢赞谢赞谢赞美行奇妙大事的神美行奇妙大事的神美行奇妙大事的神美行奇妙大事的神!!!!实实在在经历到神的大能实实在在经历到神的大能实实在在经历到神的大能实实在在经历到神的大能....在人看为不能在人看为不能在人看为不能在人看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奇迹在神凡事都能的奇迹在神凡事都能的奇迹在神凡事都能的奇迹.... 

- 回来五天之后回来五天之后回来五天之后回来五天之后，，，，再去加拿大主持了三场培灵聚会和一次校园团契分享再去加拿大主持了三场培灵聚会和一次校园团契分享再去加拿大主持了三场培灵聚会和一次校园团契分享再去加拿大主持了三场培灵聚会和一次校园团契分享。。。。虽然飞机误点虽然飞机误点虽然飞机误点虽然飞机误点，，，，3333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凌晨日凌晨日凌晨日凌晨 2222 时才到家时才到家时才到家时才到家，，，，却是满了喜乐和感恩却是满了喜乐和感恩却是满了喜乐和感恩却是满了喜乐和感恩。。。。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特别感谢众弟兄姐妹们的迫切代祷特别感谢众弟兄姐妹们的迫切代祷特别感谢众弟兄姐妹们的迫切代祷特别感谢众弟兄姐妹们的迫切代祷,,,,神听了我们的祈求神听了我们的祈求神听了我们的祈求神听了我们的祈求,,,,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荣耀归给神!!!! 
 

                                    ※※※※        ※※※※        ※※※※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享享享享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        ※※※※        ※※※※                                                                    
““““放与靠放与靠放与靠放与靠””””这首诗歌就是为我写的这首诗歌就是为我写的这首诗歌就是为我写的这首诗歌就是为我写的。。。。我有太多的冤屈我有太多的冤屈我有太多的冤屈我有太多的冤屈，，，，剥夺剥夺剥夺剥夺，，，，诬告不能放下诬告不能放下诬告不能放下诬告不能放下，，，，自己背的真自己背的真自己背的真自己背的真

苦苦苦苦。。。。一边听你讲一边听你讲一边听你讲一边听你讲，，，，一边淌泪一边淌泪一边淌泪一边淌泪。。。。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要放下自己的理由要放下自己的理由要放下自己的理由要放下自己的理由专心依靠主专心依靠主专心依靠主专心依靠主。。。。    

……………………接下页接下页接下页接下页    



  

............【【【【天路诗歌天路诗歌天路诗歌天路诗歌】】】】代代代代祷祷祷祷信信信信<<<<三三三三十十十十八八八八>>>> 

 

昨天会后昨天会后昨天会后昨天会后，，，，我买了一套天路诗歌回家听我买了一套天路诗歌回家听我买了一套天路诗歌回家听我买了一套天路诗歌回家听，，，，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今天又买三套今天又买三套今天又买三套今天又买三套。。。。一套送给我舅父一套送给我舅父一套送给我舅父一套送给我舅父，，，，他他他他

癌症晚期癌症晚期癌症晚期癌症晚期，，，，仍然放不下冤和恨仍然放不下冤和恨仍然放不下冤和恨仍然放不下冤和恨，，，，虽已经受洗虽已经受洗虽已经受洗虽已经受洗，，，，心中却没有平安心中却没有平安心中却没有平安心中却没有平安，，，，我要他听我要他听我要他听我要他听““““放与靠放与靠放与靠放与靠””””，，，，生生生生

命实在太短暂命实在太短暂命实在太短暂命实在太短暂，，，，要放下苦毒要放下苦毒要放下苦毒要放下苦毒，，，，重担重担重担重担，，，，靠主耶稣得永生靠主耶稣得永生靠主耶稣得永生靠主耶稣得永生。。。。另外两套送慕道友另外两套送慕道友另外两套送慕道友另外两套送慕道友，，，，她们活得太痛她们活得太痛她们活得太痛她们活得太痛

苦了苦了苦了苦了。。。。    
    

听你第一首诗歌听你第一首诗歌听你第一首诗歌听你第一首诗歌，，，，就开始掉眼泪了就开始掉眼泪了就开始掉眼泪了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刚受洗我刚受洗我刚受洗我刚受洗，，，，却仍泡在世界事务里却仍泡在世界事务里却仍泡在世界事务里却仍泡在世界事务里，，，，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聚会。。。。真真真真

的要好好追求真理的要好好追求真理的要好好追求真理的要好好追求真理，，，，得着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才是最大福气得着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才是最大福气得着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才是最大福气得着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才是最大福气。。。。    
    

我信主二我信主二我信主二我信主二，，，，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没有人告诉我要得基督新生命没有人告诉我要得基督新生命没有人告诉我要得基督新生命没有人告诉我要得基督新生命，，，，，，，，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什么是““““一望就一望就一望就一望就活活活活””””。。。。今今今今

天天天天，，，，我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信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理念，，，，乃是复活的主今活在我里乃是复活的主今活在我里乃是复活的主今活在我里乃是复活的主今活在我里

面成为我生命面成为我生命面成为我生命面成为我生命。。。。    
    

主日分享主日分享主日分享主日分享““““荣耀的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会后一位受洗不久的老弟兄说会后一位受洗不久的老弟兄说会后一位受洗不久的老弟兄说会后一位受洗不久的老弟兄说：：：：““““这篇道太重要了这篇道太重要了这篇道太重要了这篇道太重要了。。。。以前我只以前我只以前我只以前我只

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知道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今天我才明白自己要与基督同钉死今天我才明白自己要与基督同钉死今天我才明白自己要与基督同钉死今天我才明白自己要与基督同钉死；；；；以前我只知道信了主就要学以前我只知道信了主就要学以前我只知道信了主就要学以前我只知道信了主就要学

着做好事着做好事着做好事着做好事，，，，今天我才明白旧人成为新人才能活出新生命今天我才明白旧人成为新人才能活出新生命今天我才明白旧人成为新人才能活出新生命今天我才明白旧人成为新人才能活出新生命。。。。                                                            

    

※※※※    ※※※※    ※※※※    ※※※※    ※※※※    代代代代    祷祷祷祷    事事事事    项项项项    ※※※※    ※※※※    ※※※※    ※※※※    ※※※※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 , , 天路诗歌音乐事工准备举行音乐见证天路诗歌音乐事工准备举行音乐见证天路诗歌音乐事工准备举行音乐见证天路诗歌音乐事工准备举行音乐见证佈佈佈佈道会和培灵会道会和培灵会道会和培灵会道会和培灵会    盼望有合适的时间盼望有合适的时间盼望有合适的时间盼望有合适的时间,,,,地点和服地点和服地点和服地点和服

事对象事对象事对象事对象,,,,也请为也请为也请为也请为诗诗诗诗班团员祷告班团员祷告班团员祷告班团员祷告,,,,求神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专一事奉的心志求神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专一事奉的心志求神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专一事奉的心志求神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专一事奉的心志,,,,在繁忙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家庭和家庭和家庭和家庭和

教会服事里教会服事里教会服事里教会服事里,,,,按排出时间和精力来排练按排出时间和精力来排练按排出时间和精力来排练按排出时间和精力来排练并并并并自己复习自己复习自己复习自己复习....愿神在凡事上掌王权愿神在凡事上掌王权愿神在凡事上掌王权愿神在凡事上掌王权,,,,愿神的名得荣耀愿神的名得荣耀愿神的名得荣耀愿神的名得荣耀.... 
 

““““““““要要  向向  耶耶  和和  华华  歌歌  唱唱  ，，  称称  颂颂  他他  的的  名名  ，，  天天  天天  传传  扬扬  他他  的的  救救  恩恩  。。        

在在  列列  邦邦  中中  述述  说说  他他  的的  荣荣  耀耀  ，，  在在  万万  民民  中中  述述  说说  他他  的的  奇奇  事事  。。        ””””””””                        

诗诗诗诗诗诗诗诗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9999999966666666::::::::22222222--------33333333        

                                                                                                                                                                                                                                                                                                                                                                主主主主内内内内末肢末肢末肢末肢            罗罗罗罗慕光慕光慕光慕光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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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奉献建议奉献建议奉献建议奉献                        建议奉献建议奉献建议奉献建议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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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20/ $20/套套套套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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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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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20/ $20/套套套套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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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5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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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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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ＤＣＤＣＤＣＤ光盤光盤光盤光盤((((含简谱詩本含简谱詩本含简谱詩本含简谱詩本)))) $20/ $20/ $20/ $20/套套套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五线谱版五线谱版五线谱版五线谱版    詩本詩本詩本詩本         $10/ $10/ $10/ $10/套套套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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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0000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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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oklyn, NY 11235   USABrooklyn, NY 11235   USABrooklyn, NY 11235   USABrooklyn, NY 11235   USA    

www.tlsg.orgwww.tlsg.orgwww.tlsg.orgwww.tlsg.org                    (718) 891(718) 891(718) 891(718) 891----000100010001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