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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家事分享

※ ※ ※

(-) 感谢神,
感谢神,罗姐妹中国宣教行已平安返回。
罗姐妹中国宣教行已平安返回。 她说,在旅途的每一天都能
在旅途的每一天都能经历到
那双看不见的大能手引领扶持。
那双看不见的大能手引领扶持。 虽然工作安排的十分紧凑,
虽然工作安排的十分紧凑,又年事高,
又年事高,长途拔涉,
长途拔涉,倒
时差睡眠不佳…
时差睡眠不佳…,却能亲尝主与同在的安息和甘甜。
却能亲尝主与同在的安息和甘甜。不是自己能做什么,
不是自己能做什么,全凭着基督
发出的能力!
发出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太奇妙,
圣灵的工作太奇妙,连每一件生活细节,
连每一件生活细节,神都管理的恰如其分
神都管理的恰如其分。
管理的恰如其分。我们所信
的神是信实的,
的神是信实的,大能的,
大能的,慈爱的,
慈爱的,大小事情都是主的手量过的。
大小事情都是主的手量过的。有基督活在心中,
基督活在心中,就可
以真真实实地享用“
以真真实实地享用“不再挂虑愁烦”
不再挂虑愁烦”的福气。
福气。
这次回去,
这次回去,感受最深刻的是看到许多弟兄姐妹,
感受最深刻的是看到许多弟兄姐妹,虽然聚会场地条件相当差,
虽然聚会场地条件相当差,但是对
真理的渴慕,
真理的渴慕,追求和认识;
追求和认识;对圣经的喜爱,
对圣经的喜爱,熟读和运用;
熟读和运用;祷告的真诚恳切,
祷告的真诚恳切,被一灵所感,
被一灵所感,使
我的心灵也融汇在这祷告的灵里
我的心灵也融汇在这祷告的灵里,
融汇在这祷告的灵里,融汇在基督的大爱中…
融汇在基督的大爱中…,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我
的心,
主啊,得救的人少
的心,使我震撼!
使我震撼! 联想到,
联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人问祂 :“主啊,
吗?”(请参看路加福音 12 章 2222-30 节)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进窄门,
你们要进窄门,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将
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不能…”。
…”。我们都是听了祂 的道,
的道,领了祂 的教的人,
的教的人,可是,
可是,多
少人有确实得救的把握而不会被赶到外面呢!
少人有确实得救的把握而不会被赶到外面呢! 请深思。
请深思。
(二)触动人心的美国大选已落幕。
触动人心的美国大选已落幕。我们基督徒应如何面对?
我们基督徒应如何面对?我想到圣经上一句话:
我想到圣经上一句话:
“已有的事,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后必再有;已行的事,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后必再行。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
无新事。”(传 1:9)我们相
:9)我们相
信,川普的当选必定有神的美意,
川普的当选必定有神的美意,是神掌管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每一个环节。
是神掌管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每一个环节。 “因为万
有都是靠祂 造的。
造的。无论是天上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地上的;能看见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执政的,掌权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祂 造的,
造的,又是为祂造的。
造的。”(西 1:16) 让我们在这末世邪
让我们在这末世邪
恶动荡的日子里,
恶动荡的日子里,有圣灵的启示光照,
有圣灵的启示光照,有属灵的敏锐眼目
有属灵的敏锐眼目,
眼目,不跟着时代走,
不跟着时代走,不随着潮流
行,乃是从世界中出来
乃是从世界中出来,
从世界中出来,盯睛在主身上,
盯睛在主身上,只跟随基督
只跟随基督,
基督,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荣耀基督。
荣耀基督。

宣教回音
★ 一处分享结束后,
处分享结束后,负责弟兄谈及聚会感想:
负责弟兄谈及聚会感想: 1) 这正是我们同工最需要的信息:
正是我们同工最需要的信息:如何跟
随主走天路。
主走天路。 2) 纠正了一些同工受外面影响而产生的错误观念,
纠正了一些同工受外面影响而产生的错误观念,如:成功神学。
成功神学。 3) 端正了
今后教会方向:
今后教会方向: 高举基督并祂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舍己,
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来跟从主。
★ 只有在真理上扎根,
只有在真理上扎根,才能分辨,
才能分辨,敌挡异端邪说。
敌挡异端邪说。
★ 另一处牧师说,
另一处牧师说,这信息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信息不是我们想要的,却是我们最需要的。
却是我们最需要的。

★ 一位姊妹说,
一位姊妹说,圣经字句我都懂,
圣经字句我都懂,却只是外面的知识。
却只是外面的知识。如今,
如今,这些话进到心里面成为活的
了。
★ 一位年轻姊妹说,
一位年轻姊妹说,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信息。
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信息。短短的时间我清楚明白什么是救恩,
短短的时间我清楚明白什么是救恩,什
么是新生命,
么是新生命,如何得到着新生命。
如何得到着新生命。我信主好几年了,
我信主好几年了,如今才知道,
如今才知道,以前我信的糊涂
以前我信的糊涂,
糊涂,仍活
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现在见到
现在见到了
见到了大光。
大光。
★ 一位弟兄说,
一位弟兄说, 我信主五年,
我信主五年, 真理不明白
真理不明白。
不明白。听了天路诗歌一、
听了天路诗歌一、二、三集,
三集,灵里大大开启,
灵里大大开启,与
与主同复活”
神亲近的滋味太美了
的滋味太美了。
我最喜欢的一首是::“与主同复活
”(第 3 集第 6 首)。 请为我
神亲近
的滋味太美了
。我最喜欢的一首是
祷告,
祷告,使我这美好的属灵经历
使我这美好的属灵经历能
属灵经历能持续下去
持续下去,不单单是知识的积累,
不单单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生命的成长
而是生命的成长,
成长,成
熟。

※※※※※代祷事项※※※※※
(1) 请迫切为明年一月份,
请迫切为明年一月份,与长岛证主教会合办的天路诗歌音乐
与长岛证主教会合办的天路诗歌音乐布道
的天路诗歌音乐布道会祷告
布道会祷告。
会祷告。因时间紧迫,
因时间紧迫,
特别正值感恩节,
特别正值感恩节,圣诞节,
圣诞节,各教会侍奉活动繁忙,
各教会侍奉活动繁忙,而天路诗班团员又是在各教会参与侍奉
的弟兄姐妹。
的弟兄姐妹。求主让团员们能安排好时间参加排练;
求主让团员们能安排好时间参加排练;求主加给团员们足够的智慧
求主加给团员们足够的智慧,
加给团员们足够的智慧,体力
和能力,
和能力,赐给每一位参与侍奉的同工有为主摆上的热心和信心,
赐给每一位参与侍奉的同工有为主摆上的热心和信心,求主圣灵做工在慕道友
求主圣灵做工在慕道友
的里面,
里面,能带着渴慕真理的心赴会,
能带着渴慕真理的心赴会,得着救恩的好处。
得着救恩的好处。 这是一场抢救灵魂的属灵争战!
这是一场抢救灵魂的属灵争战!
愿我们依赖祂 的大能大力,
的大能大力,为主打
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那美好的仗,将一切颂赞,
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神。
荣耀归给神。
(2) 天路诗歌第
天路诗歌第一,二,三,四集合订本
四集合订本(
合订本(简谱,
简谱,简体版)
简体版)已经出炉,
已经出炉,收集天路诗歌
收集天路诗歌共
天路诗歌共 96 首。有需
要请联系 718718-891891-0001,或
0001,或 email dr_lao@hotmail.
dr_lao@hotmail.com
(3) 天路诗歌第一
天路诗歌第一,二,三,四集合订本
四集合订本(
合订本(简谱配和声
简谱配和声,繁体字版)
繁体字版) 正在校对之中,
正在校对之中,盼望今年底可
印刷出版发行,
印刷出版发行,供应海外弟兄姐妹。
供应海外弟兄姐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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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 www.
www.tlsg.
tlsg.org or youtube 天路诗歌
youku 天路诗歌 等。

“凡称呼我主啊!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
能进去。
太 7:21
能进去。”

憑感動自由奉獻

主内末肢
主内末肢 罗慕光
二零一六年十一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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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集 光盤含詩本

每套$20
每套$20 _____數量
_____數量

一二三四集
一二三四集合訂本
四集合訂本 (简
(简谱/简体) $ 15 ______數
______數量

第三集 光盤含詩本

每套$20
每套$20 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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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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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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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天路
sion/天路詩
天路詩歌事工
2813 Ocean Avenue, Suite 1K
Brooklyn, NY 11235 USA

www.tls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