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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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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数月紧张又努力的排练,
经过数月紧张又努力的排练,筹备,
筹备,祷告,
祷告,六月二十四日晚天路诗歌诗班与纽约
法拉盛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了一场音乐佈
法拉盛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了一场音乐佈 道培灵会
道培灵会. 题目是:
题目是: “有福的人生”
有福的人生”.许多人为
今世忙碌奋斗,
今世忙碌奋斗,却仍在黑暗中摸索,
却仍在黑暗中摸索,不明白人的生命在乎什么;
不明白人的生命在乎什么;有些人虽然说信了主,
有些人虽然说信了主,但只
顾当下求神成全自己的要求,
顾当下求神成全自己的要求,将来就可上“
将来就可上“天堂”
天堂”,却没有得到基
却没有得到基督的新生命.
新生命.这次聚会
以 “生命在乎信靠主,
生命在乎信靠主,福乐来自为主活”
福乐来自为主活”(取自天路诗歌第二集#2
取自天路诗歌第二集#2 “曾在世界漂流
过”的歌词)
的歌词)为主题,
为主题,诗班献唱七首诗歌,
诗班献唱七首诗歌,有见证分享,
有见证分享,有短讲,
短讲,满有圣灵的同在
满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会后弟兄
姊妹回应很多,
姊妹回应很多,今节录如下:
今节录如下:
* 一位弟兄当晚发来信息:
一位弟兄当晚发来信息:今晚的聚会满了神的同在!
今晚的聚会满了神的同在!唱的,
唱的,讲的,
讲的,做见证的都是那样
的美好,
的美好,愿神纪念你们的摆上.
愿神纪念你们的摆上.我们教会夏令会已选好两首天路诗歌
我们教会夏令会已选好两首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愿能帮助,
愿能帮助,激励弟
兄姊妹。
兄姊妹。
* 我十年前就听过了“
我十年前就听过了“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
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天路诗歌第一集#1
天路诗歌第一集#1)
#1)这首歌.
这首歌.每次唱
都感动流淚
天诗班献唱,, 我很受感动和激励
我很受感动和激励.... 。
都感动流
淚., 今天诗班献唱
* 一位年轻姊妹说,
一位年轻姊妹说,天路诗歌很不一样,
天路诗歌很不一样, 歌词灵意很深
歌词灵意很深,
灵意很深,配上美妙的音乐,
配上美妙的音乐,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 昨晚的聚会太好了,
昨晚的聚会太好了,多少年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诗歌了.
多少年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诗歌了.配合见证,
配合见证,短讲一气呵成,
短讲一气呵成,
带出信息:
带出信息: 生命在乎信靠主福乐来自为主活
生命在乎信靠主福乐来自为主活.
福乐来自为主活.简单几个字,
简单几个字,说出基督徒走天路的准则。
说出基督徒走天路的准则。
感谢天
感谢天路诗班各位团员
诗班各位团员,
为主摆上的心,
将最好的声音献给神
当晚有几位团员是
几位团员是
团员,有为主摆上的心
的心,并将最好的声音
声音献给神.
献给神.当晚有
带病上台.
带病上台. 感谢主大能的手托住,
感谢主大能的手托住, 主负一切责任.
主负一切责任.实在经历到不靠自己
实在经历到不靠自己,
经历到不靠自己, 单靠着那加给我
靠着那加给我
们力量的主才
们力量的主才能做.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只有神能;
只有神能;不是我们能成就什么,
不是我们能成就什么,只有神成全祂
只有神成全祂自
己的旨意做成祂
己的旨意做成祂 的工.
的工. 一切荣耀归与神!
一切荣耀归与神!
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代祷勇士们,
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代祷勇士们, 在背后天天为我们这个团队迫切
在背后天天为我们这个团队迫切祷告
迫切祷告,
祷告,为这次聚
为这次聚
会各环节的需要代求
各环节的需要代求.
代求.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
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是大有功效的。
感谢神,
感谢神,有机会与纽约法拉盛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
有机会与纽约法拉盛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这次
约法拉盛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这次音乐
这次音乐佈
音乐佈 道培灵会.
道培灵会.让我们经历
在主里合一的事奉,
在主里合一的事奉,经历弟兄姊妹彼此配搭,
弟兄姊妹彼此配搭,同心协力,
同心协力,和睦相处的甜美和力量。
和睦相处的甜美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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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路诗歌一、
天路诗歌一、二、三、四 集合订本(
集合订本(共 96 首)已经出版发行.
已经出版发行.有简体字版和繁体
字版两种版本,
字版两种版本,以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
以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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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末世異端邪说越来越
东方
端邪说越来越猖狂
越来越猖狂,
猖狂, 撒但魔鬼 使用各种技俩使人偏离真道,
用各种技俩使人偏离真道 特别是 “东方
闪电”
闪电”(全能神)
全能神)已经进入不少教会
已经进入不少教会,
进入不少教会,小组查经班,
小组查经班,搅扰欺骗
搅扰欺骗蒙蔽人
欺骗蒙蔽人。
蒙蔽人。愿我们彼此劝勉,
愿我们彼此劝勉,警醒
祷告,
祷告,持定真道,
持定真道,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
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的诡计
魔鬼的诡计。
的诡计。
(2) 天路诗歌诗班
天路诗歌诗班是
诗班是一个团队的事奉.成员来自十多间不同的教会,
成员来自十多间不同的教会,是神爱的托付,
是神爱的托付,共同的異
共同的異
象,大家走到一起来.
大家走到一起来..团员们多有本教会的服侍使命,
团员们多有本教会的服侍使命,有自己繁忙的工作,
有自己繁忙的工作,要照顾家庭,
要照顾家庭,孩子…
孩子…,能
抽时间凑到一起来
时间凑到一起来,
凑到一起来,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十多年来到如今蒙神眷顾,
十多年来到如今蒙神眷顾,多次亲身经历神奇妙
的引领,
的引领,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请大家继续为天路诗班代祷.
请大家继续为天路诗班代祷.也为下半年的事奉代祷,
也为下半年的事奉代祷,求主圣灵
做工,
做工, 完成神托付的旨意。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
可以攻破坚固的
坚固的营垒,
营垒
将各样的
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拦阻人认识神
认识神的那些自
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
所有的心意
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林后 10:410:4-5
主内末肢
主内末肢 罗慕光
二零一七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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