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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送走送走送走送走 2015201520152015 进入新年已近一个月了进入新年已近一个月了进入新年已近一个月了进入新年已近一个月了,,,,    时光在流逝时光在流逝时光在流逝时光在流逝....    圣经圣经圣经圣经    弗弗弗弗 5:165:165:165:16 说说说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爱惜光阴和爱惜光阴和爱惜光阴和爱惜光阴和时代时代时代时代邪恶邪恶邪恶邪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何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何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何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如何联系在一起????    有有有有

目共睹目共睹目共睹目共睹,,,,现今的时代越来越邪恶现今的时代越来越邪恶现今的时代越来越邪恶现今的时代越来越邪恶....因因因因魔鬼撒但魔鬼撒但魔鬼撒但魔鬼撒但的日子不多了的日子不多了的日子不多了的日子不多了,,,,就更猖狂地诱惑欺就更猖狂地诱惑欺就更猖狂地诱惑欺就更猖狂地诱惑欺骗骗骗骗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

用各种方法拉人用各种方法拉人用各种方法拉人用各种方法拉人融融融融入世界与入世界与入世界与入世界与之之之之同流合污同流合污同流合污同流合污,,,,有人竟然美其名曰有人竟然美其名曰有人竟然美其名曰有人竟然美其名曰““““促成社会与文化的转促成社会与文化的转促成社会与文化的转促成社会与文化的转

型型型型””””、、、、““““造福他人的基督教文明造福他人的基督教文明造福他人的基督教文明造福他人的基督教文明””””,,,,    以看似深奥的新潮词语迷惑人离弃真道以看似深奥的新潮词语迷惑人离弃真道以看似深奥的新潮词语迷惑人离弃真道以看似深奥的新潮词语迷惑人离弃真道....    圣经多圣经多圣经多圣经多

处警戒我们处警戒我们处警戒我们处警戒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与他们分别与他们分别与他们分别((((参林后参林后参林后参林后 7:177:177:177:17----18).18).18).18).    可惜的是可惜的是可惜的是可惜的是,,,,    如今有一些如今有一些如今有一些如今有一些

基督徒为跟上时代潮流基督徒为跟上时代潮流基督徒为跟上时代潮流基督徒为跟上时代潮流,,,,    浪费时间去浪费时间去浪费时间去浪费时间去追随追随追随追随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    又信从虚谎背又信从虚谎背又信从虚谎背又信从虚谎背离离离离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甚至甚至甚至甚至被吼叫的狮子吞噬被吼叫的狮子吞噬被吼叫的狮子吞噬被吼叫的狮子吞噬,,,,    自己还觉得自己还觉得自己还觉得自己还觉得有创新有创新有创新有创新成就成就成就成就,,,,挺不错呢挺不错呢挺不错呢挺不错呢!!!!    谨谨谨谨借以彼此勉励借以彼此勉励借以彼此勉励借以彼此勉励,,,,    要爱惜要爱惜要爱惜要爱惜

光阴光阴光阴光阴,,,,在至圣的在至圣的在至圣的在至圣的真道真道真道真道上造就自己上造就自己上造就自己上造就自己,,,,    不不不不被被被被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玷玷玷玷污污污污((((参参参参但但但但 1:8)1:8)1:8)1:8),,,,不不不不上魔鬼的当上魔鬼的当上魔鬼的当上魔鬼的当!!!!        

222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讃讃讃讃美主美主美主美主,,,,    天路音乐事工与大纽约地区的天路音乐事工与大纽约地区的天路音乐事工与大纽约地区的天路音乐事工与大纽约地区的教会联合举办教会联合举办教会联合举办教会联合举办了共六场的音了共六场的音了共六场的音了共六场的音 佈佈佈佈乐乐乐乐 道道道道见见见见

证证证证会会会会已经结束已经结束已经结束已经结束....    讲员高光弟兄讲员高光弟兄讲员高光弟兄讲员高光弟兄的感人见证和他写的感人见证和他写的感人见证和他写的感人见证和他写的见证书的见证书的见证书的见证书””””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出死入生””””,,,,仍仍仍仍在在在在激励激励激励激励、、、、

传扬传扬传扬传扬在在在在众弟兄姐妹中间众弟兄姐妹中间众弟兄姐妹中间众弟兄姐妹中间....    愿主的名得荣耀愿主的名得荣耀愿主的名得荣耀愿主的名得荣耀！！！！    

※※※※        ※※※※        ※※※※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函函函函函函函函选选选选选选选选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        ※※※※        ※※※※    
1111....    蒙神眷顾带领蒙神眷顾带领蒙神眷顾带领蒙神眷顾带领，，，，罗姐妹去罗姐妹去罗姐妹去罗姐妹去年年年年秋天秋天秋天秋天在在在在中国分享中国分享中国分享中国分享，，，，满有神的同在满有神的同在满有神的同在满有神的同在,,,,    仅录几处仅录几处仅录几处仅录几处回回回回应应应应如如如如下下下下::::    

1111))))    不少不少不少不少农村弟兄为挣钱外出工作农村弟兄为挣钱外出工作农村弟兄为挣钱外出工作农村弟兄为挣钱外出工作,,,,无时间聚会而渐渐远离神无时间聚会而渐渐远离神无时间聚会而渐渐远离神无时间聚会而渐渐远离神....在一次特别的弟兄聚在一次特别的弟兄聚在一次特别的弟兄聚在一次特别的弟兄聚

会会会会中教唱了中教唱了中教唱了中教唱了    ““““曾在世界漂流过曾在世界漂流过曾在世界漂流过曾在世界漂流过””””((((天路诗歌第二集天路诗歌第二集天路诗歌第二集天路诗歌第二集#2)#2)#2)#2),,,,    圣灵大大动工灵火焚烧圣灵大大动工灵火焚烧圣灵大大动工灵火焚烧圣灵大大动工灵火焚烧,,,,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心被开启心被开启心被开启心被开启,,,,    看见自己追求世界看见自己追求世界看见自己追求世界看见自己追求世界,,,,    却仍在黑暗里摸索的本像却仍在黑暗里摸索的本像却仍在黑暗里摸索的本像却仍在黑暗里摸索的本像,,,,    痛苦流涕认罪悔改痛苦流涕认罪悔改痛苦流涕认罪悔改痛苦流涕认罪悔改,,,,    

愿意回到神面前愿意回到神面前愿意回到神面前愿意回到神面前....    此后此后此后此后,,,,    许多弟兄复兴起来许多弟兄复兴起来许多弟兄复兴起来许多弟兄复兴起来,,,,    成为各处家庭教会的负责同工成为各处家庭教会的负责同工成为各处家庭教会的负责同工成为各处家庭教会的负责同工....    

2222) ) ) ) 一个年轻女孩一个年轻女孩一个年轻女孩一个年轻女孩,,,,    向往城市生活而外出向往城市生活而外出向往城市生活而外出向往城市生活而外出,,,,    令被上述聚会奋兴起来的父亲牵挂令被上述聚会奋兴起来的父亲牵挂令被上述聚会奋兴起来的父亲牵挂令被上述聚会奋兴起来的父亲牵挂....    女女女女

儿回乡探家儿回乡探家儿回乡探家儿回乡探家,,,,    父亲到车站去接父亲到车站去接父亲到车站去接父亲到车站去接,,,,    一见面一见面一见面一见面,,,,    父亲没有说话父亲没有说话父亲没有说话父亲没有说话,,,,    只只只只是递上一张抄好的歌词是递上一张抄好的歌词是递上一张抄好的歌词是递上一张抄好的歌词

““““曾在世界漂流过曾在世界漂流过曾在世界漂流过曾在世界漂流过”””” 唸唸唸唸让女儿让女儿让女儿让女儿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 唸唸唸唸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完完完完,,,,    眼泪就淌出来眼泪就淌出来眼泪就淌出来眼泪就淌出来了了了了. . . . 她深感在世界漂流的她深感在世界漂流的她深感在世界漂流的她深感在世界漂流的

困惑困惑困惑困惑,,,,    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拯救,,,,    就决定留在农村不再去城里了就决定留在农村不再去城里了就决定留在农村不再去城里了就决定留在农村不再去城里了....    她每天参加聚会她每天参加聚会她每天参加聚会她每天参加聚会,,,,    追求生命成追求生命成追求生命成追求生命成

长长长长,,,,    如今和夫婿一起服事神如今和夫婿一起服事神如今和夫婿一起服事神如今和夫婿一起服事神....    

3333) ) ) ) 姐妹说姐妹说姐妹说姐妹说,,,,    每天早上骑摩托车上班要花半小时每天早上骑摩托车上班要花半小时每天早上骑摩托车上班要花半小时每天早上骑摩托车上班要花半小时,,,,    在车上我就唱在车上我就唱在车上我就唱在车上我就唱天路诗天路诗天路诗天路诗歌歌歌歌,,,,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都是主恩典都是主恩典都是主恩典都是主恩典””””、、、、““““主的手量主的手量主的手量主的手量过过过过”…”…”…”…,,,,边唱边流泪边唱边流泪边唱边流泪边唱边流泪....到了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一切压力重担全消失一切压力重担全消失一切压力重担全消失一切压力重担全消失,,,,轻轻轻轻

松快乐渡过每一天松快乐渡过每一天松快乐渡过每一天松快乐渡过每一天....    

............接下页接下页接下页接下页////代代代代祷祷祷祷信信信信    四四四四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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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信四十二信四十二信四十二 

4444) ) ) ) 一位弟兄说一位弟兄说一位弟兄说一位弟兄说::::    你的分享你的分享你的分享你的分享““““道路道路道路道路,,,,真理真理真理真理,,,,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信息太宝贵了信息太宝贵了信息太宝贵了信息太宝贵了,,,,    以前虽然信主以前虽然信主以前虽然信主以前虽然信主,,,,    还参还参还参还参

与事奉与事奉与事奉与事奉,,,,    仍然迷路仍然迷路仍然迷路仍然迷路....    如今找到了路如今找到了路如今找到了路如今找到了路,,,,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有有有有救了救了救了救了!!!! 

5555))))    一位传道人说一位传道人说一位传道人说一位传道人说::::您分享您分享您分享您分享““““主是葡萄树主是葡萄树主是葡萄树主是葡萄树”,,,,    使我多年的使我多年的使我多年的使我多年的困惑亮堂困惑亮堂困惑亮堂困惑亮堂不糊涂了不糊涂了不糊涂了不糊涂了....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葡葡葡葡

萄树萄树萄树萄树,,,,我是枝子我是枝子我是枝子我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自然有养分供应连在葡萄树上自然有养分供应连在葡萄树上自然有养分供应连在葡萄树上自然有养分供应,,,,不经过十字架不经过十字架不经过十字架不经过十字架的的的的对对对对付付付付,,,,就连不到树上去就连不到树上去就连不到树上去就连不到树上去,,,,

生生生生命与主连接命与主连接命与主连接命与主连接,,,,才能结果子才能结果子才能结果子才能结果子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以前读以前读以前读以前读圣圣圣圣经经经经,,,,好好好好像像像像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却是却是却是却是隔着一层雾隔着一层雾隔着一层雾隔着一层雾,,,,如今明亮了如今明亮了如今明亮了如今明亮了....    

6666) ) ) ) 会后会后会后会后,,,,一位姊妹来找我一位姊妹来找我一位姊妹来找我一位姊妹来找我::::    听了这篇信息又扎心又害怕听了这篇信息又扎心又害怕听了这篇信息又扎心又害怕听了这篇信息又扎心又害怕....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    

本以为自己本以为自己本以为自己本以为自己很热心很热心很热心很热心,,,,    为了做接待家庭为了做接待家庭为了做接待家庭为了做接待家庭,,,,    辞去学校的工作辞去学校的工作辞去学校的工作辞去学校的工作....    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也也也也看我很爱主看我很爱主看我很爱主看我很爱主,,,,    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

知道自己身上有罪知道自己身上有罪知道自己身上有罪知道自己身上有罪....    一开始还一开始还一开始还一开始还觉得不安觉得不安觉得不安觉得不安,,,,    时间久时间久时间久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    虽然不妥虽然不妥虽然不妥虽然不妥,,,,    又好像无所又好像无所又好像无所又好像无所

谓谓谓谓,,,,    不觉得要认罪悔改不觉得要认罪悔改不觉得要认罪悔改不觉得要认罪悔改....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 ? ? 警惕警惕警惕警惕!!!!    撒但就是这样使人对罪恶麻木不仁撒但就是这样使人对罪恶麻木不仁撒但就是这样使人对罪恶麻木不仁撒但就是这样使人对罪恶麻木不仁,,,,    

不为罪不为罪不为罪不为罪忧伤痛悔忧伤痛悔忧伤痛悔忧伤痛悔. . . . 带着污秽岂能见神带着污秽岂能见神带着污秽岂能见神带着污秽岂能见神????    

2222. . . . 本土来信本土来信本土来信本土来信::::    

  1  1  1  1))))    在过去在过去在过去在过去 7,87,87,87,8 年的时间里年的时间里年的时间里年的时间里, , , , 天路诗歌一直伴随着我天路诗歌一直伴随着我天路诗歌一直伴随着我天路诗歌一直伴随着我服事成长的经历服事成长的经历服事成长的经历服事成长的经历,,,,在需要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

给我力量和平安给我力量和平安给我力量和平安给我力量和平安....现在我想把这现在我想把这现在我想把这现在我想把这些诗歌介绍给教会些诗歌介绍给教会些诗歌介绍给教会些诗歌介绍给教会............。。。。    

  2  2  2  2))))    歌词和音乐无不发自肺腑歌词和音乐无不发自肺腑歌词和音乐无不发自肺腑歌词和音乐无不发自肺腑,,,,    流畅优美流畅优美流畅优美流畅优美....    每一首都深深感动激励着我每一首都深深感动激励着我每一首都深深感动激励着我每一首都深深感动激励着我....    常常听着听常常听着听常常听着听常常听着听

着着着着,,,,眼泪就出来了眼泪就出来了眼泪就出来了眼泪就出来了............。。。。    

  3  3  3  3))))    The Songs you wrote are so touching and we wanThe Songs you wrote are so touching and we wanThe Songs you wrote are so touching and we wanThe Songs you wrote are so touching and we want to say Amen from the bottom of t to say Amen from the bottom of t to say Amen from the bottom of t to say Amen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our heartour heartour hearts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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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第四集诗歌第四集诗歌第四集诗歌第四集诗歌的的的的词曲创作已完成词曲创作已完成词曲创作已完成词曲创作已完成,,,,诗歌本正在编印之中诗歌本正在编印之中诗歌本正在编印之中诗歌本正在编印之中....    本集题为本集题为本集题为本集题为    “活活活活在在在在荣荣荣荣耀耀耀耀中中中中””””. 

音乐编配音乐编配音乐编配音乐编配,,,,合唱以及合唱以及合唱以及合唱以及录录录录音音音音等工作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等工作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等工作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等工作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请请请请代祷代祷代祷代祷. . . . 求神掌管带领求神掌管带领求神掌管带领求神掌管带领,,,,    凡事只为凡事只为凡事只为凡事只为

荣耀神的名而作荣耀神的名而作荣耀神的名而作荣耀神的名而作。。。。    

3333））））为天路音乐事工为天路音乐事工为天路音乐事工为天路音乐事工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的事奉的事奉的事奉的事奉及按排及按排及按排及按排代祷代祷代祷代祷,,,,求主引领求主引领求主引领求主引领。。。。    
 

““““亲爱的弟兄阿亲爱的弟兄阿亲爱的弟兄阿亲爱的弟兄阿,,,,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却却却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    
                                                                                                                                                                                ----    犹犹犹犹:20:20:20:20    

                                                                                                                                                                                                                                                                                                                                                                主内主内主内主内末肢末肢末肢末肢            罗罗罗罗慕光慕光慕光慕光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元元元元月月月月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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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