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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读了希西家王的事例甚有感触
最近读了希西家王的事例甚有感触，
甚有感触，希望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有所
希望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有所
警戒和启示。
警戒和启示。希西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希西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登上王位就清洁圣殿，
他登上王位就清洁圣殿，废
去邱坛
去邱坛， 带领以色列人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带领以色列人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当亚述大军来攻打耶路撒冷
时，希西家王向神祷告说：
希西家王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阿，
耶和华我们的神阿，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
的手，
）。因此当夜耶和华
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华（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有你是耶和华（参赛 37:20）
因此当夜耶和华差
耶和华差
使者进入亚述
使者进入亚述营中
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
清早有人起来，都是死屍
都是死屍了。
亚述营中，
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希西家王为荣耀神而行
希西家王为荣耀神而行，神就用大能的手拯救了以色列人。
神就用大能的手拯救了以色列人。可是，
可是，胜利之
后他并没有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后他并没有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荣耀归给神。他病得要死时，
他病得要死时，流泪祷告，
流泪祷告，求神纪念他所行的
好事。
好事。虽然神应允了他，
虽然神应允了他，加增他 15 年寿数，
年寿数，但希西家王心存骄傲
但希西家王心存骄傲，
心存骄傲，没有照他
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
）。
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
耶和华（参历下 32:26）
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对神的态度是否如同希西家王
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对神的态度是否如同希西家王？
希西家王？有时候遵行天父旨意，
有时候遵行天父旨意，
神的名得了荣耀，
神的名得了荣耀，可是老自己仍然在心中做王，
可是老自己仍然在心中做王，以至於
以至於骄傲自大，
骄傲自大，窃取神的荣
耀，以为成就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以为成就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希西家活在旧约律法的光中，
希西家活在旧约律法的光中，律法只能在外
面管理人的行为，
面管理人的行为，不能带给人生命，
不能带给人生命，活在旧生命里没有办法不犯罪。
活在旧生命里没有办法不犯罪。活在新约
恩典时代的我们太有福了。
恩典时代的我们太有福了。神为我们做成救赎大功,
神为我们做成救赎大功, 只有承受
只有承受这
承受这全备救恩，
全备救恩，脱
去旧人穿上新人
去旧人穿上新人，
上新人，才能行在基督的真光中
才能行在基督的真光中，
行在基督的真光中，驱散心中一切黑暗；
驱散心中一切黑暗；只有十字架的
大能才能胜过罪的权势
大能才能胜过罪的权势，
胜过罪的权势，就不至于像希西家王那样
就不至于像希西家王那样,
希西家王那样, 得了神的赐福就骄傲起
来，归功于自己，
归功于自己，引致神的忿怒。
引致神的忿怒。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灵，真正得到基
真正得到基
督成为生命，
督成为生命，活出神荣耀的见证，
活出神荣耀的见证，凡事为神的荣耀而活。
凡事为神的荣耀而活。
2)
天路诗班
天路诗班在 6 月 20 日应邀参加
应邀参加了
参加了纽约威郡华人基督徒教会举办的“
纽约威郡华人基督徒教会举办的“爱的
诗篇音乐佈道会.”圆满结束。
圆满结束。谢谢各位团员，
谢谢各位团员，不顾路途遥远,
不顾路途遥远, 身体软弱，
身体软弱，殷勤
的摆上认真努力地将最好的献给神
的摆上认真努力地将最好的献给神。
认真努力地将最好的献给神。再次感谢主
感谢主内弟兄姊妹的祷告支持。
弟兄姊妹的祷告支持。全程
可上 youtube.com 浏览：
浏览：True Love Evangelical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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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秋纽约地区巡
今秋纽约地区巡迴
纽约地区巡迴音乐佈
音乐佈道见证会
道见证会,正在紧张筹备中。
正在紧张筹备中。在王鸽平老师的指导
下，诗班加紧练习。
诗班加紧练习。参与本次佈
参与本次佈道见证会
道见证会的教会，
的教会，场地，
场地，讲员已经确定，
讲员已经确定，请参
阅附上的海报，
阅附上的海报，请弟兄姐妹带领慕道友踊跃赴会
请弟兄姐妹带领慕道友踊跃赴会。
踊跃赴会。目前仍有繁忙的组织按排工
作,如节目按排,
如节目按排,讲员交通,
讲员交通,广告宣传，
广告宣传，招聘义工…
招聘义工…。请为讲台信息和参与事奉的
为讲台信息和参与事奉的
每一位祷告,
每一位祷告, 恳求圣灵引导
恳求圣灵引导,
由始至终一切服事有神的带领，只为神的名得荣
引导,由始至终一切服事有神的带领，
耀，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2) 罗姐妹将赴中国多
罗姐妹将赴中国多处分享
将赴中国多处分享,
处分享,求主引导,
主引导,保守,
保守,赐下能力体力来完成主的托付.
赐下能力体力来完成主的托付.
3) 第四集诗歌已完成最后校对
第四集诗歌已完成最后校对,
最后校对,前面仍有许多工作如打字
前面仍有许多工作如打字，
打字，印刷，
印刷，发行以及音
乐合唱制作。
乐合唱制作。目前，
目前，急需有设计诗歌封面恩赐的弟兄姐妹帮忙，
急需有设计诗歌封面恩赐的弟兄姐妹帮忙，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718718-891891-0001 或 Email: dr_lao@hotmail.com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
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 10:31
主内末肢
罗慕光
主内末肢
二零一五年八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
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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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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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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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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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谱（
合唱谱（附伴奏光盤
附伴奏光盤）$20___數
$20___數量

我願为【天路詩
天路詩歌】的事工奉献 $ _________

第三集 (最新
(最新)
最新)

姓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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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地址:

五线谱版 詩本

電話:
電話:

$10/套
$10/套______數
______數量

合唱谱（
合唱谱（附伴奏光盤
附伴奏光盤） $30_______ _數
_數量

支票擡头请写:
Songs of Pilgrim Mission
备注:
备注:天路詩
天路詩歌事工

www.tlsg.org

電邮 E-mail:
Songs of Pilgrim Mission/天路
Mission/天路诗
天路诗歌事工
2813 Ocean Avenue, Suite 1K
Brooklyn, NY 11235
USA
891(718) 891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