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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 ※ ※

（１） 感谢神的奇妙带领，
感谢神的奇妙带领，羅姐妹大陆宣教行平安返回．
姐妹大陆宣教行平安返回．这次看到家庭教会对真
理的渴慕和追求，
理的渴慕和追求，心中感触很多，
心中感触很多，使我又感动又惭愧．
使我又感动又惭愧．那里的条件很差，
那里的条件很差，大家挤在
一排排小凳子上，
一排排小凳子上，一坐就是８
一坐就是８－１２小时
１２小时，
小时，却能聚精会神地听，
却能聚精会神地听，一边做笔记．
一边做笔记．有的
肢体要坐一夜汽车老远赶来
肢体要坐一夜汽车老远赶来，
立刻聚会竟不会打瞌睡．而我们的聚会，
而我们的聚会，坐在舒适的
夜汽车老远赶来，立刻聚会竟不会打瞌睡．
椅子上一小时，
椅子上一小时，却免不了睡觉！
却免不了睡觉！我想引用＜
我想引用＜活水＞
活水＞作者张家坤的话来看何谓神的教
作者张家坤的话来看何谓神的教
会．“世界上的建造
世界上的建造，
世界上的建造，人的组织，
人的组织，不管他团体有多大，
不管他团体有多大，总归是要倒塌的，
总归是要倒塌的，因为是无
生命的组织．
生命的组织．神的教会看来力量是很薄弱经不起摧残，
神的教会看来力量是很薄弱经不起摧残，但神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但神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支
持着她向前推进
持着她向前推进，
推进，不但不能摧残，
不但不能摧残，不能消灭，
不能消灭，要越久越有荣耀，
要越久越有荣耀，越久越坚牢.”
越久越坚牢
（２） 圣诞节到来了.
圣诞节到来了 耶稣在哪一天降生并无人知晓，
稣在哪一天降生并无人知晓，可如今这一天竟演变成全球
性人们狂欢派对，
性人们狂欢派对，送礼消费的商业化大节.
送礼消费的商业化大节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实在须认清仇敌撒旦诱惑
欺骗的伎俩，
欺骗的伎俩，要从世界中出来，
从世界中出来，不要沾不洁净之物，
不要沾不洁净之物，持守真道，
持守真道，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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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一位姊妹,
到一位姊妹 经介绍,
经介绍 她立刻过来紧紧地抱住我不放，
她立刻过来紧紧地抱住我不放，眼泪
止不住唰唰往下流．
止不住唰唰往下流．她说：
她说：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天路诗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天路诗歌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本来
在教会我是服侍同工，
在教会我是服侍同工，渴慕追求灵命的成长．
渴慕追求灵命的成长．而教会领头羊走的是
而教会领头羊走的是外面的路
的是外面的路，
外面的路，和神
建立不起关系．
建立不起关系．因此教会将我定成异端
因此教会将我定成异端，
异端，停止我的一切服侍，
停止我的一切服侍，并叫弟兄姊妹远离
我，孤立我，
孤立我，视我为仇人.
视我为仇人. 教会的人都离开了我，
教会的人都离开了我，我极其伤心，
我极其伤心，极度灰心，
极度灰心，如同掉
进黑暗深渊，
进黑暗深渊，甚至求主将我取走死掉算了
甚至求主将我取走死掉算了．
死掉算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天路诗歌将我从死
荫幽谷里带了出来．
荫幽谷里带了出来．是的，
是的，一切事情发生都是主的手量过（
一切事情发生都是主的手量过（天路诗歌第１
天路诗歌第１集＃10）
10）
是他做王掌权，
是他做王掌权，就不惧怕；
就不惧怕；放与靠（
放与靠（第１集＃7）放下自己的一切
放下自己的一切理由要
一切理由要求
理由要求，甘心
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主有美意要我学习功课
主有美意要我学习功课；
我学习功课；我亲身体会到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
我亲身体会到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第
１集＃１）主爱真是奇
主爱真是奇妙
真是奇妙，我边唱边流泪，．．
边唱边流泪，．．在黑暗里
，．．在黑暗里见
在黑暗里见了大光，
了大光，我站起来了
我站起来了
. . . 接下页/
接下页/代祷信 四十九
四十九

. . . 代祷信 四十九
四十九

至今，
至今，虽然情况并没有好转，
虽然情况并没有好转，但我心中不再被黑暗势力辖制，
但我心中不再被黑暗势力辖制，有圣灵的
有圣灵的内住，
内住，每一
天都是主恩典（
天都是主恩典（第１集＃2）.
(２
２) 一位教会同工说，
一位教会同工说，我信主三十年，
我信主三十年，糊里糊涂不明白什么是重生．
糊里糊涂不明白什么是重生．这一次心开窍
了．感谢神，
感谢神，我是一个重生的人，
我是一个重生的人，如今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如今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３) 听了几天生命之道，
听了几天生命之道，灵命提升了一大截．
灵命提升了一大截．以前觉得神离我很远很远，
以前觉得神离我很远很远，感受不到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如今圣灵就居住在我心与我亲近.
如今圣灵就居住在我心与我亲近
(４
４) 听分享的时候，
听分享的时候，心中火热灵里高昂，
心中火热灵里高昂，我真是感受到圣灵的工作，
我真是感受到圣灵的工作，让我明白并进
入真理.
入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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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请为中国教会迫切祷告．
请为中国教会迫切祷告．求神保守看顾祂
求神保守看顾祂自己的教会，
自己的教会，兴起更多同工做真
理造就工作．
理造就工作．真理不清楚，
真理不清楚，异端就躦
异端就躦进来，
进来，甚至异端满天飞，
甚至异端满天飞，与自己意见不合，
自己意见不合，就
定别人为异端.
定别人为异端
（２） 天路诗班需要请一位司琴，
天路诗班需要请一位司琴，重生基督徒，
重生基督徒，有服侍的心志，
有服侍的心志，能胜任此项
能胜任此项工
作．求神预备.
求神预备
（３） 将 2018 年天路诗歌事工的开展交托给神
年天路诗歌事工的开展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第４集诗歌的音乐编配录音急待
完成！
完成！各类形式的培灵
各类形式的培灵佈道会时间，
道会时间，地点，
地点，内容有待商讨进行，
内容有待商讨进行，愿神的旨意成全.
愿神的旨意成全
“亲爱的弟兄阿
亲爱的弟兄阿，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
在神的爱中，
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直到永生 ” 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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