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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 ※ ※

现今的世界怎么了?
现今的世界怎么了? 就美国本土来说,
就美国本土来说,多起枪击惨案,
多起枪击惨案,军民种族暴力冲突,
军民种族暴力冲突,同性恋
合法化
合法化,世俗主义占据了我们的学校,
世俗主义占据了我们的学校,政府.
政府.;人没有了
人没有了真理,
真理,心态扭曲,
心态扭曲,只为个人
只为个人尊严和
个人尊严和
欲望而活,
欲望而活,虚谎欺骗,
虚谎欺骗,仇恨惨杀…
仇恨惨杀….
现今的教会怎么了?
现今的教会怎么了? 某些人为了迎合时代的世俗化,
某些人为了迎合时代的世俗化,教会里引进社会的潮流思维,
会里引进社会的潮流思维,
与世界联合,
与世界联合,将流行音乐当成”
将流行音乐当成”赞美诗”
赞美诗”在主日崇拜唱;
在主日崇拜唱; 将耶稣基督全备救恩真理掺
进水,
进水,变了味,
变了味,随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篡改…
随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篡改…,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
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世界的掌权者首领是撒但,
世界的掌权者首领是撒但,在人心中运行的
邪灵是撒但(
邪灵是撒但(参弗 2:2); 这个日子是危险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危险的日子,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寻找可吞吃的人,而吞吃的对象正在教会里!
吞吃的对象正在教会里! 那里不再高举耶稣基督並
那里不再高举耶稣基督並祂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取
而代之成了
而代之成了“
成了“以爱称义”
以爱称义”...人利用教会为得利的门路,
人利用教会为得利的门路,今世蒙主护佑心想事成,
今世蒙主护佑心想事成,来生
上“天堂”
天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敬虔的实意;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参提后
3:13:1-7).
黑夜已深,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白昼将近.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圣经,
让我们回到圣经,从世界中出来
吧!.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我就收纳你们.我要
作你们的父,
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
你们要作我的儿女.
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林后 6:176:17-18).
 审视个人追求的是甚么
审视个人追求的是甚么?
个人追求的是甚么? 是世上安乐,
是世上安乐,神的赐福,
神的赐福,还是得着基督成为生命活在主里
面?
 审视个人建造的是甚么
审视个人建造的是甚么?
个人建造的是甚么? 是草木禾楷的工程还是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合
是草木禾楷的工程还是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合
乎主用?
乎主用?
 审视个人是
审视个人是否依
个人是否依照自己的感觉
否依照自己的感觉来
照自己的感觉来认识神服侍神,
认识神服侍神,还是遵行天父旨意
还是遵行天父旨意?
父旨意? 耶稣告诫我
们: “凡称呼我主阿,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
去….”(太 7:21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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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来的日子近了!
主来的日子近了! 爱我们的主正在那紧闭的心门外叩门,
爱我们的主正在那紧闭的心门外叩门,您听见敲门的急促声吗?
您听见敲门的急促声吗?
他殷切期望这颗
他殷切期望这颗被世界弄瞎的心
这颗被世界弄瞎的心,
被世界弄瞎的心,被老自己禁锢的心
被老自己禁锢的心敞开来
自己禁锢的心敞开来,
敞开来,让主进到那里面.,
让主进到那里面.,做救
.,做救
主做生命.
主做生命.
“祂为爱我舍弃荣华天庭,
为爱我舍弃荣华天庭,祂为救我倾倒自己性命,
为救我倾倒自己性命,我愿意敞开心门让主进来,
我愿意敞开心门让主进来,住我
心做我救主我生命.
心做我救主我生命.”(天路诗歌第三集#7
天路诗歌第三集#7 副歌)
副歌)

※※※※※代祷事项※※※※※
(1) 今秋,
今秋,罗姐妹将赴中国宣教.
罗姐妹将赴中国宣教.求主圣灵开启引导,
求主圣灵开启引导,所到之处有神的同在,
所到之处有神的同在,圣灵的恩膏供应,
圣灵的恩膏供应,
也求主保守她的行程和身体.
也求主保守她的行程和身体.
(2) 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
天路诗歌第四集的音乐编配
第四集的音乐编配,
编配,合唱,
合唱,录音制作
录音制作正在进行中
制作正在进行中,
正在进行中,虽然有难处,
虽然有难处,深信神的带领是信
实可靠的.
实可靠的.参与这项事工的弟兄姐妹们会将最好的献给神
(3)天路诗班
(3)天路诗班目前正加紧练习
天路诗班目前正加紧练习,
目前正加紧练习,盼望今冬举行一次音乐佈道
盼望今冬举行一次音乐佈道培灵
佈道培灵会
培灵会.
(4) 天路诗歌 1-4 集简谱繁体字版,
简谱繁体字版,正在打字和校对当中,
正在打字和校对当中,盼不久就能以高质量出炉,
盼不久就能以高质量出炉,供应海
外弟兄姐妹
(5)天路诗歌可以在网上听
(5)天路诗歌可以在网上听,
天路诗歌可以在网上听,也可下载.
可下载.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 www.tlsg.org or youtube 天路诗歌
youku 天路诗歌 等.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
日天必大有 聲廢去、
聲廢去、有形質
的 要被烈火 化、
化、地和其上的物 要燒盡了。
要燒盡了。這一切既然 要
如此 化、
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
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怎樣敬虔。”

彼后 3: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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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八
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

憑感動自由奉獻
第一集 光盤含詩本

每套$
每套$20 _____數量
_____數量

第二集 光盤含詩本

每套$20
每套$20 _____數量
_____數量

第三集 光盤含詩本

每套$20
每套$20 _____數量
_____數量

一二三集合訂本 五線譜版

荣耀的生命（
荣耀的生命（音樂會實況）
音樂會實況）DVD $10 ______數量
______數量

第二集合唱谱（
二集合唱谱（附伴奏光盤）
附伴奏光盤）$20____
____數量
__數量

姓名:
姓名:

第三集合唱谱（
三集合唱谱（附伴奏光盤）
附伴奏光盤）$20__
$20____
____數量
__數量

地址:
地址:

第四集五線譜版

$ 20 ______數量
______數量

$10/本
0/本_____數量
_____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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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邮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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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s of Pilgrim Mission/天路
Mission/天路詩
天路詩歌事工
2813 Ocean Avenue, Suite 1K
Brooklyn, NY 11235 USA

www.tls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