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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 ※ ※

(-) 2017 年 1 月 21 日, 天路诗班团队与长岛基督徒证主教会联合举办一场音乐
见证佈道会,
道会,题目是“满足的人生
题目是 满足的人生”。
满足的人生 。这次佈 道会将诗歌、
道会将诗歌、见证、
见证、短讲串汇在一起带
出主题信息。
出主题信息。一开头诗歌提出问题:
一开头诗歌提出问题: 什么是人生
什么是人生的
人生的真谛,
真谛, 何处有真正福乐?
何处有真正福乐? 随以短
讲、诗歌、
诗歌、见证、
见证、劝勉,
劝勉, 深入浅出告诉大家,
深入浅出告诉大家,世界上无论有多高的声誉,
世界上无论有多高的声誉,多么的富有,
多么的富有,
都不能使人满足.
都不能使人满足. 人生短暂如梦,
人生短暂如梦,且满是黑暗、
黑暗、叹息、
叹息、虚空.
虚空. 唯有耶稣基督是问题的
答案,
答案, 他已将生命的道路,
他已将生命的道路,白白的救恩指示我们,
白白的救恩指示我们, 敞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生命
敞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生命,
成为生命, 才能得
到真正的福乐,
到真正的福乐, 永远的满足。
永远的满足。
Maple 姊妹感人的见证,
姊妹感人的见证,紧扣人心弦.
紧扣人心弦. 她是一个充满理想又努力进取的年轻女孩,
她是一个充满理想又努力进取的年轻女孩, 以
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留学.
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留学.。可是一年后晴天霹雳,
可是一年后晴天霹雳, 脑生肿瘤.
脑生肿瘤.手术后醒来,
手术后醒来, 眼前竟然一
片漆黑.
片漆黑. 她双目失明了!
她双目失明了! 她恐惧绝望,
她恐惧绝望, 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一位老姊妹邀请她到教会
听福音.
听福音. 这个满脑子无神论的学生
这个满脑子无神论的学生,
论的学生,竟然因着神话语的权能信主得救了。
竟然因着神话语的权能信主得救了。虽然肉身的
眼睛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圣灵却打
圣灵却打开了她心中的眼睛,
开了她心中的眼睛,黑暗里见到大光,
黑暗里见到大光,让她明白救恩真理,
让她明白救恩真理,真理
使她从死荫幽谷里走了
使她从死荫幽谷里走了出来,
出来,开始一个崭新明媚的人生
开始一个崭新明媚的人生。
一个崭新明媚的人生。她说,
她说,如今有了耶稣基督
如今有了耶稣基督活
基督活
在我心做生命的
心做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人生就充满活力和希望。
人生就充满活力和希望。是主给了我新的生命,
是主给了我新的生命, 我将一生献给主,
我将一生献给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让主使用.
让主使用.活着荣耀主
活着荣耀主就是我一生的满足。
就是我一生的满足。
音乐会的最后,
音乐会的最后,由年逾九十高龄的林三纲长老以他重生得救事奉神六十多年的亲身
见证勉励会众,
见证勉励会众,为佈道会劃上圆满的句号。
上圆满的句号。
感谢神垂听众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
感谢神垂听众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
垂听众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 在各个环节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同心协力的摆
在各个环节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同心协力的摆
上。圣灵在每一位身上动工,
圣灵在每一位身上动工, 成全神的旨意。
成全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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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为末世基督徒的信仰祷告.
请为末世基督徒的信仰祷告.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寻求明白真理,
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寻求明白真理,
能抓住福音的主轴,
能抓住福音的主轴,传扬神国的道。
传扬神国的道。因为撒但魔鬼越来越猖狂引诱欺骗
因为撒但魔鬼越来越猖狂引诱欺骗,
引诱欺骗,使人随从时
代潮流,
代潮流,与世界联合;
与世界联合; 撒但魔鬼越来越猖狂用各种技俩使人偏离真道
撒但魔鬼越来越猖狂用各种技俩使人偏离真道,
使人偏离真道,叫人只注意眼
前神的赐福,
前神的赐福,世界的追求,
世界的追求,短暂的快乐,
短暂的快乐,却不知道追求得着赐福的主成为生命住在心
里。愿我们彼此劝勉,
愿我们彼此劝勉,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
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祂
我们也要与祂一
同显现在荣耀里。
同显现在荣耀里。(参西 3:3
3:3-4)
天路诗歌音乐事工将与法拉盛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音乐佈道培灵会
道培灵会.
(2) 今年六月份,
今年六月份, 天路诗歌音乐事工将与法拉盛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音乐佈
请为这场聚会的筹备,
请为这场聚会的筹备,安排,
安排,场地和慕道朋友们祷告,
场地和慕道朋友们祷告,愿主预备好每一位团员的心灵,
愿主预备好每一位团员的心灵,为主献
上的心志和热忱..
心志和热忱..求主带领一切事工合乎主的心意
..求主带领一切事工合乎主的心意,
求主带领一切事工合乎主的心意,恳求圣灵开启人的心归向神
恳求圣灵开启人的心归向神.
圣灵开启人的心归向神.
(3) 天路诗歌一、
天路诗歌一、二、三、四集合订本共
四集合订本共 96 首 (每首诗歌
每首诗歌附
诗歌附一篇短文,
一篇短文,简谱配和声,
简谱配和声,繁体
字版),
字版),目前正在最后校对工作中
),目前正在最后校对工作中,
目前正在最后校对工作中,估计三月份能出版发行,
估计三月份能出版发行,供应海外弟兄姊妹。
供应海外弟兄姊妹。请为歌本的
推广祷告,
推广祷告,相信主既然兴起了这份工作,
相信主既然兴起了这份工作,就必定负完全责任,
就必定负完全责任, 好让更多教会弟兄姊妹得益
处。
(4)罗姊妹将于三月中旬
(4)罗姊妹将于三月中旬去中国
罗姊妹将于三月中旬去中国、
去中国、台湾、
台湾、澳洲分享,
澳洲分享, 行程相当紧凑,
行程相当紧凑,求主保守她身心灵健
壮.靠那加给力量的主,
靠那加给力量的主, 做成主的工。
做成主的工。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诗 16:11
主内末肢
主内末肢 罗慕光
二零一七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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