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13 Ocean Avenue, #1K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718) 891-0001 

Brooklyn, NY  11235  USA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 www.tlsgsg.c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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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从白雪皑皑的北国从白雪皑皑的北国从白雪皑皑的北国从白雪皑皑的北国,,,,到青山绿水的南园到青山绿水的南园到青山绿水的南园到青山绿水的南园,,,,中国宣教月余中国宣教月余中国宣教月余中国宣教月余,,,,感楚很多感楚很多感楚很多感楚很多....坐在回程的飞机上坐在回程的飞机上坐在回程的飞机上坐在回程的飞机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心仍然紧系在那一班众多的弟兄姐妹身上心仍然紧系在那一班众多的弟兄姐妹身上心仍然紧系在那一班众多的弟兄姐妹身上心仍然紧系在那一班众多的弟兄姐妹身上,,,,沉浸在农夫收割的欢乐中沉浸在农夫收割的欢乐中沉浸在农夫收割的欢乐中沉浸在农夫收割的欢乐中....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每一次都经历神每一次都经历神每一次都经历神每一次都经历神

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带领,,,,都感受到主同在的甘甜都感受到主同在的甘甜都感受到主同在的甘甜都感受到主同在的甘甜....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渴望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渴望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渴望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渴望,,,,追求真理生命之道追求真理生命之道追求真理生命之道追求真理生命之道,,,,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

的聚会的聚会的聚会的聚会,,,,多日不散多日不散多日不散多日不散,,,,甚至连夜从数百哩外赶路过来甚至连夜从数百哩外赶路过来甚至连夜从数百哩外赶路过来甚至连夜从数百哩外赶路过来;;;;那里弟兄姐妹的祷告如此恳切诚挚那里弟兄姐妹的祷告如此恳切诚挚那里弟兄姐妹的祷告如此恳切诚挚那里弟兄姐妹的祷告如此恳切诚挚,,,,爱主爱主爱主爱主

如此炙热忠心如此炙热忠心如此炙热忠心如此炙热忠心.....,.....,.....,.....,奔走在天路上有这么多的属灵同伴奔走在天路上有这么多的属灵同伴奔走在天路上有这么多的属灵同伴奔走在天路上有这么多的属灵同伴,,,,不再孤单不再孤单不再孤单不再孤单. . . .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信了主总不能只做信了主总不能只做信了主总不能只做信了主总不能只做 

“婴孩婴孩婴孩婴孩””””,,,,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要承受神所赐的全备救恩要承受神所赐的全备救恩要承受神所赐的全备救恩要承受神所赐的全备救恩,,,,荣耀的福音不可以被稀释荣耀的福音不可以被稀释荣耀的福音不可以被稀释荣耀的福音不可以被稀释,,,,掺假掺假掺假掺假!!!!

这也就是创作天路诗歌的动力这也就是创作天路诗歌的动力这也就是创作天路诗歌的动力这也就是创作天路诗歌的动力! ! ! !     

如今是末世危险的日子如今是末世危险的日子如今是末世危险的日子如今是末世危险的日子,,,,魔鬼撒但越来越猖狂地偷窃杀害魔鬼撒但越来越猖狂地偷窃杀害魔鬼撒但越来越猖狂地偷窃杀害魔鬼撒但越来越猖狂地偷窃杀害,,,,毁坏神的教会毁坏神的教会毁坏神的教会毁坏神的教会....不少自称不少自称不少自称不少自称 “老子老子老子老子

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却忽略了这莫大的救恩却忽略了这莫大的救恩却忽略了这莫大的救恩却忽略了这莫大的救恩;;;;追求与世界联合的追求与世界联合的追求与世界联合的追求与世界联合的 “ 新新新新””””说层出不穷说层出不穷说层出不穷说层出不穷;;;;歪曲离弃真道的歪曲离弃真道的歪曲离弃真道的歪曲离弃真道的

异端邪说异端邪说异端邪说异端邪说;;;;颠倒是非的谎言迷惑欺瞒颠倒是非的谎言迷惑欺瞒颠倒是非的谎言迷惑欺瞒颠倒是非的谎言迷惑欺瞒    ;;;;不甘示弱的老我骄傲狂妄不甘示弱的老我骄傲狂妄不甘示弱的老我骄傲狂妄不甘示弱的老我骄傲狂妄.....,.....,.....,.....,以致教会被分裂以致教会被分裂以致教会被分裂以致教会被分裂,,,,小羊遭小羊遭小羊遭小羊遭

四散四散四散四散. . . . 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使我们真知道使我们真知道使我们真知道祂祂祂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

阔高深阔高深阔高深阔高深;;;;恳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恳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恳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恳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得以知道得以知道得以知道得以知道祂祂祂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请参看弗请参看弗请参看弗请参看弗 1:171:171:171:17----23)23)23)23)    

1)1)1)1) 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这次也参观了一处基督徒音乐工作室这次也参观了一处基督徒音乐工作室这次也参观了一处基督徒音乐工作室这次也参观了一处基督徒音乐工作室,,,,认识了一班为福音诗歌忠心摆上的弟兄认识了一班为福音诗歌忠心摆上的弟兄认识了一班为福音诗歌忠心摆上的弟兄认识了一班为福音诗歌忠心摆上的弟兄

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彼此彼此彼此彼此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了了了了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合唱合唱合唱合唱、、、、编配及录音工作事宜编配及录音工作事宜编配及录音工作事宜编配及录音工作事宜....    

2)2)2)2) 天路诗歌第一至四集合订本简谱版以及第四集单行本五线谱版已经出炉天路诗歌第一至四集合订本简谱版以及第四集单行本五线谱版已经出炉天路诗歌第一至四集合订本简谱版以及第四集单行本五线谱版已经出炉天路诗歌第一至四集合订本简谱版以及第四集单行本五线谱版已经出炉....感谢弟兄姐妹感谢弟兄姐妹感谢弟兄姐妹感谢弟兄姐妹

们在繁忙的事奉中所完成的打字校对等们在繁忙的事奉中所完成的打字校对等们在繁忙的事奉中所完成的打字校对等们在繁忙的事奉中所完成的打字校对等细腻的工作细腻的工作细腻的工作细腻的工作....    荣耀归与至高神荣耀归与至高神荣耀归与至高神荣耀归与至高神!!!!    

3)3)3)3)     天路诗班在王老师的教导指挥下天路诗班在王老师的教导指挥下天路诗班在王老师的教导指挥下天路诗班在王老师的教导指挥下,,,,歌唱技能不断提高歌唱技能不断提高歌唱技能不断提高歌唱技能不断提高,,,,为大纽约众教会的需要为大纽约众教会的需要为大纽约众教会的需要为大纽约众教会的需要,,,,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时刻准备好时刻准备好时刻准备好时刻准备好.  .  .  .      

4) 天路诗歌可以在网上听天路诗歌可以在网上听天路诗歌可以在网上听天路诗歌可以在网上听,,,,也可下载也可下载也可下载也可下载. . . . 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 : : : www.tlsg.orgwww.tlsg.orgwww.tlsg.orgwww.tlsg.org   or  youtube   or  youtube   or  youtube   or  youtube    天路诗歌天路诗歌天路诗歌天路诗歌                

youkuyoukuyoukuyouku    天路诗歌天路诗歌天路诗歌天路诗歌 等等等等.... 

※※※※    ※※※※    ※※※※    ※※※※    ※※※※                            听听听听    众众众众 回回回回 应应应应            ※※※※    ※※※※    ※※※※    ※※※※    ※※※※    
(1) (1) (1) (1) 唱天路诗歌不是唱一般的歌唱天路诗歌不是唱一般的歌唱天路诗歌不是唱一般的歌唱天路诗歌不是唱一般的歌,,,,唱到心里面唱到心里面唱到心里面唱到心里面,,,,句句都扎心句句都扎心句句都扎心句句都扎心,,,,一唱就流泪一唱就流泪一唱就流泪一唱就流泪....    

(2) (2) (2) (2) 七七七七,,,,八年前八年前八年前八年前,,,,天路诗歌刚出来天路诗歌刚出来天路诗歌刚出来天路诗歌刚出来,,,,孩子们不但会唱孩子们不但会唱孩子们不但会唱孩子们不但会唱,,,,还能应用在生活上还能应用在生活上还能应用在生活上还能应用在生活上.12.12.12.12 岁的孙子在学校遇见岁的孙子在学校遇见岁的孙子在学校遇见岁的孙子在学校遇见

难处难处难处难处,,,,他有信心知道他有信心知道他有信心知道他有信心知道: : : : 主量给的不会错主量给的不会错主量给的不会错主量给的不会错.(.(.(.(参第一集参第一集参第一集参第一集#10)#10)#10)#10)    

(3) (3) (3) (3) 天路诗歌指出我当走的路天路诗歌指出我当走的路天路诗歌指出我当走的路天路诗歌指出我当走的路,,,,这是天路这是天路这是天路这是天路,,,,越唱越有劲越唱越有劲越唱越有劲越唱越有劲....    

(4) (4) (4) (4) 一位姐妹忙于世界的事一位姐妹忙于世界的事一位姐妹忙于世界的事一位姐妹忙于世界的事,,,,平常很少来聚会平常很少来聚会平常很少来聚会平常很少来聚会....这次听说天路诗歌的作者来这次听说天路诗歌的作者来这次听说天路诗歌的作者来这次听说天路诗歌的作者来,,,,因为好奇因为好奇因为好奇因为好奇,,,,赶来见赶来见赶来见赶来见

一面一面一面一面....会后她说会后她说会后她说会后她说,,,,我本以为是个弟兄我本以为是个弟兄我本以为是个弟兄我本以为是个弟兄,,,,却是个老太太却是个老太太却是个老太太却是个老太太....听她慢条斯理地说话听她慢条斯理地说话听她慢条斯理地说话听她慢条斯理地说话,,,,却象一把软刀子扎却象一把软刀子扎却象一把软刀子扎却象一把软刀子扎

进我的心进我的心进我的心进我的心. . . .     



  

............        代代代代禱禱禱禱信信信信 < < < <四十三四十三四十三四十三>>>>    

    

(5) (5) (5) (5) 一位老姊妹说一位老姊妹说一位老姊妹说一位老姊妹说,,,,我以为自己热心爱主我以为自己热心爱主我以为自己热心爱主我以为自己热心爱主,,,,喜欢听见证喜欢听见证喜欢听见证喜欢听见证,,,,祷告求神迹祷告求神迹祷告求神迹祷告求神迹....听了分享听了分享听了分享听了分享 “来来来来,,,,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她她她她

流泪地说流泪地说流泪地说流泪地说::::    我从前一直觉得我我从前一直觉得我我从前一直觉得我我从前一直觉得我很明白圣经很明白圣经很明白圣经很明白圣经,,,,却不知道这个老旧人如此顽固该死却不知道这个老旧人如此顽固该死却不知道这个老旧人如此顽固该死却不知道这个老旧人如此顽固该死,,,,只有在只有在只有在只有在 “死死死死””””

上和主联合上和主联合上和主联合上和主联合,,,,才得到基督新生命啊才得到基督新生命啊才得到基督新生命啊才得到基督新生命啊!!!!主真是主真是主真是主真是憐憐憐憐悯我悯我悯我悯我....    

(6) (6) (6) (6) 一位传道人说一位传道人说一位传道人说一位传道人说,,,,感谢神让我明白这十字架的道理感谢神让我明白这十字架的道理感谢神让我明白这十字架的道理感谢神让我明白这十字架的道理....从前我热心事奉从前我热心事奉从前我热心事奉从前我热心事奉,,,,心里火热心里火热心里火热心里火热,,,,却是眼睛迷却是眼睛迷却是眼睛迷却是眼睛迷

糊糊糊糊,,,,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不认识神....................    

(7) (7) (7) (7) 姐妹临别的话姐妹临别的话姐妹临别的话姐妹临别的话: : : : 感谢神差了你来到我们中间感谢神差了你来到我们中间感谢神差了你来到我们中间感谢神差了你来到我们中间,,,,在我心灵的黑夜里带来主话语的亮光在我心灵的黑夜里带来主话语的亮光在我心灵的黑夜里带来主话语的亮光在我心灵的黑夜里带来主话语的亮光;;;;在我在我在我在我

心灵的岔路口心灵的岔路口心灵的岔路口心灵的岔路口,,,,疑惑张望不知所措疑惑张望不知所措疑惑张望不知所措疑惑张望不知所措,,,,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为我设立了路标为我设立了路标为我设立了路标为我设立了路标;;;;在我信心软弱在我信心软弱在我信心软弱在我信心软弱

孤苦疲乏的时候孤苦疲乏的时候孤苦疲乏的时候孤苦疲乏的时候,,,,从圣灵管道送来了我急需的灵粮活水从圣灵管道送来了我急需的灵粮活水从圣灵管道送来了我急需的灵粮活水从圣灵管道送来了我急需的灵粮活水....    

(8) (8) (8) (8) 传道人的话传道人的话传道人的话传道人的话: : : : 现代人讲道现代人讲道现代人讲道现代人讲道,,,,讲的是文化讲的是文化讲的是文化讲的是文化,,,,听的是故事听的是故事听的是故事听的是故事....听了许多年不能长听了许多年不能长听了许多年不能长听了许多年不能长进进进进,,,,一直是婴孩一直是婴孩一直是婴孩一直是婴孩....我我我我

们真的太需要这样的讲章了们真的太需要这样的讲章了们真的太需要这样的讲章了们真的太需要这样的讲章了,,,,请过来帮助我们请过来帮助我们请过来帮助我们请过来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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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    请为第四集的音乐请为第四集的音乐请为第四集的音乐请为第四集的音乐,,,,合唱制作祷告合唱制作祷告合唱制作祷告合唱制作祷告,,,,也求主豫备福音歌手和参与诗班合唱的人选也求主豫备福音歌手和参与诗班合唱的人选也求主豫备福音歌手和参与诗班合唱的人选也求主豫备福音歌手和参与诗班合唱的人选,,,,能同心能同心能同心能同心

合意唱出神的心意合意唱出神的心意合意唱出神的心意合意唱出神的心意. . . .  
 

  (2)  (2)  (2)  (2)    天路诗歌在北美天路诗歌在北美天路诗歌在北美天路诗歌在北美,,,,需要向需要向需要向需要向更多的人推广更多的人推广更多的人推广更多的人推广,,,,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求主按求主按求主按求主按祂祂祂祂的旨意完成的旨意完成的旨意完成的旨意完成祂祂祂祂自己的工自己的工自己的工自己的工

作作作作,,,,学习交托信赖等候神的功课学习交托信赖等候神的功课学习交托信赖等候神的功课学习交托信赖等候神的功课.... 
 

(3)(3)(3)(3) 为天路诗班今年的事奉代祷为天路诗班今年的事奉代祷为天路诗班今年的事奉代祷为天路诗班今年的事奉代祷,,,,求神悦纳每一位诗班员为主奉献的心志求神悦纳每一位诗班员为主奉献的心志求神悦纳每一位诗班员为主奉献的心志求神悦纳每一位诗班员为主奉献的心志,,,,赐下够用的力赐下够用的力赐下够用的力赐下够用的力

量时间量时间量时间量时间,,,,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也求主豫备更多有异象负担的班员加入也求主豫备更多有异象负担的班员加入也求主豫备更多有异象负担的班员加入也求主豫备更多有异象负担的班员加入.... 

 

““““盗贼来盗贼来盗贼来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无非是偷窃无非是偷窃无非是偷窃,,,,杀害杀害杀害杀害,,,,毁坏毁坏毁坏毁坏,,,,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是要叫羊得生命是要叫羊得生命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並並並且得的更丰盛且得的更丰盛且得的更丰盛且得的更丰盛....””””    

约约约约 10:1010:10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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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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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集一二三集一二三集一二三集    光盤光盤光盤光盤含詩本含詩本含詩本含詩本    每每每每套套套套$20$20$20$20    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一二三集合訂本一二三集合訂本一二三集合訂本一二三集合訂本    五線譜版五線譜版五線譜版五線譜版                $$$$    202020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數數數量量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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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0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二三集二三集二三集二三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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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000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集集集集五線譜版五線譜版五線譜版五線譜版            $$$$11110/0/0/0/本本本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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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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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oklyn, NY Brooklyn, NY Brooklyn, NY 11235   USA11235   USA11235   USA11235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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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