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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 ※ ※

近一、
近一、两个月来,
两个月来, 美国连续遭受空前未有的天灾人祸,
美国连续遭受空前未有的天灾人祸, 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先是百年不遇的
飓风哈维席卷休士顿地区,
飓风哈维席卷休士顿地区, 城镇变成汪洋;
城镇变成汪洋; 紧接着飓风厄玛
紧接着飓风厄玛侵袭毁坏了
飓风厄玛侵袭毁坏了佛州
侵袭毁坏了佛州多地
佛州多地;
多地; 灾情
尚未结束,
尚未结束, 另一波飓风玛丽亚
另一波飓风玛丽亚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
飓风玛丽亚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加勒比
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波多黎各和附近岛屿
波多黎各和附近岛屿,
和附近岛屿,整
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
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房屋倒塌,
房屋倒塌,断电断水;
断电断水;正在此时,
正在此时,拉斯维加斯传来了枪手连环射击,
拉斯维加斯传来了枪手连环射击,
造成在露天广场参加音乐会的人群 59 死,500 多人伤的历史最大枪击案
多人伤的历史最大枪击案;
伤的历史最大枪击案; 当人心惶惶,
当人心惶惶,
余悸尚存
余悸尚存之时,
之时, 加州又发生强势超大山火,
加州又发生强势超大山火, 现已造成 31 人死,
人死, 400 多人失踪.
多人失踪. 3500 栋房
屋被烧毁的惨局,
屋被烧毁的惨局, 就目前形式来看,
就目前形式来看, 火势仍旧狂
火势仍旧狂肆不减.
不减. 八百多名消防人员正在 22 处大
火中救灾.
火中救灾 . . 。
这是基督徒趁早睡醒的时候了!
这是基督徒趁早睡醒的时候了 许多人关心目前的世界局势,
许多人关心目前的世界局势 研究圣经预言,
研究圣经预言 如何
与启示录对上号,
与启示录对上号 研究我们是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
研究我们是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 。神的工作不是人
的工作不是人研究出来的,
研究出来的,
乃是神在他的时间,
乃是神在他的时间, 用他的方法将手洁心清神的儿女分别出来,
用他的方法将手洁心清神的儿女分别出来, 将穿上洁白细麻衣的教
会接到荣耀里.
会接到荣耀里. 我们是否手洁心清,
我们是否手洁心清, 是否以神的事为念,
是否以神的事为念, 等候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
等候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 安
然见主?
然见主? 或是心田中麦子杂草同时生长,
或是心田中麦子杂草同时生长, 放不下世界,
放不下世界, 仍被罪恶捆绑?
仍被罪恶捆绑?
耶稣早已警戒我们:
耶稣早已警戒我们:“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
不觉洪水来了,
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部冲去.
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在这末世危险
的日子里,
的日子里, 在这弯曲悖謬
在这弯曲悖謬的时代,
的时代, 如何能做神无暇疵的儿女
如何能做神无暇疵的儿女,
做神无暇疵的儿女,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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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选登※※※※※

1. 这是从圣灵里出来造就生命的诗歌,
这是从圣灵里出来造就生命的诗歌, 特别是诗歌旁边的短文,
特别是诗歌旁边的短文, 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 加州牧者
2. 以诗歌带出真理,
以诗歌带出真理, 一首诗歌就是一篇讲章,
一首诗歌就是一篇讲章, 是个人灵修追求灵命成长的好帮手.
是个人灵修追求灵命成长的好帮手.
- 美国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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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唱进心里去,
唱进心里去, 使人受感动.
使人受感动. 精短而且容易上口.
精短而且容易上口.

- 台湾姊妹

4. 本教会诗班将献唱
本教会诗班将献唱【
诗班将献唱【天路诗歌】
天路诗歌】第四集 “没有太阳就见不到晨曦”
没有太阳就见不到晨曦”这首歌,
这首歌, 愿会众能
感受诗歌之意而得帮助.
感受诗歌之意而得帮助.
- 纽约弟兄
5. 感谢主用这些诗歌造就许多人.
感谢主用这些诗歌造就许多人.

- 马利兰州牧者

※※※※※代

祷事项※※※※※

(1) 罗姊妹将去中国宣教,
罗姊妹将去中国宣教, 求神保守她的身、
求神保守她的身、心、灵. 完成神的托付。
完成神的托付。
(2) 求神预备天路诗班
求神预备天路诗班的
天路诗班的司琴. 请众肢体帮忙推荐并代祷。
请众肢体帮忙推荐并代祷。
(3) 求神兴起有异象负担的弟兄姊妹参加诗班共同服侍神。
求神兴起有异象负担的弟兄姊妹参加诗班共同服侍神。

你們 是光明之子、
是光明之子、 是白晝之子、
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 夜的、
夜的、也不是屬幽暗
的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
像別人一樣、總要儆 謹守。
謹守。
-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66-7
主内末肢 罗慕光
二零一七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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