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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奔天路 

道路虽崎岖 还是要坚持下去 

为主撒种实在是不容易 

但靠主恩万事成 前面困难何畏惧 

抬起头来鼓起勇气 

谁不愿安舒 我们却选十架路 

即已踏上要完成这征途 

虽经挫败不泄气 因有彩虹作应许 

明天还是一样灿烂与美丽 

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本是陌路人 

但是感谢主恩我们成知己 

彼此接纳包容在主内合一 

仰望基督 同奔天路 

快乐无比 

2.如果我能唱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 

那将是对祢的感恩和赞美 

苦难中祢给我安慰 

彷徨时祢给我智慧 

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 

我却要对祢献上真诚敬拜 

每时刻祢的手牵引我 

祢慈爱使我开怀 

天上的云雀啊 会唱的人们哪 

你们可愿代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 

我愿用耳倾听 我愿用心共鸣 

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 

我真爱祢 

3.一件礼物 

有一件礼物 你收到没有 

眼睛看不到 你心会知道 

这一件礼物 心门外等候 

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想到 

马槽的婴孩 是为你而来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了解 

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 

生命有限 时光也会走 

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礼物虽然好 如果你不要 

你怎么能够得到 

怎么能得到 

4.轻轻听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侧耳倾听主声音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祢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 

祢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 

我的牧人认得他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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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 

爱使我们相聚一起 

爱使我们相聚一起 

上帝圣灵使我们心灵合一 

爱使我们相聚一起 

让我们一起高声唱 

让主爱从我们开始 

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 

爱使我们相聚一起 

Words and music: Otis Skillings 

6.荣耀归于天父 

荣耀归于天父他哀怜普世 

为救我们罪人赐下独生子 

主也甘心情愿为我们舍命 

要开一个恩门使我们得生 

神的赦罪恩典因主而广赐 

不论什么罪人靠主都得赎 

你罪恶虽极重若真信不疑 

就立时蒙赦免永远不再提 

救主恩训导我学公道正义 

使我虽在世上安乐如在天 

直等我的眼睛得见主荣面 

那时我的福乐更无穷无限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地当尊他名 

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都当欢欣 

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 

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 

To God be the Glory 
Words: Fanny Crosby, in Brightest and Best, by W. H. Doane and Robert Lowry, 1875.Music: 

W. Howard Doane 

To God be the glory, great things He has done; 
So loved H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us His Son, 
Who yielded His life an atonement for sin, 
And opened the life gate that all may go in.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Let the people rejoice! 
O come to the Father, through Jesus the Son 
And give Him the glory, great things He has done 

O perfect redemption, the purchase of blood, 
To every believer the promise of God; 
The vilest offender who truly believes, 
That moment from Jesus a pardon receives. 

Great things He has taught us, great things 
He has done 
And great our rejoicing through Jesus the Son 
But purer, and higher, and greater will be 
Our wonder,our transport,whenJesus we see 

7.大海中的道路 

中国好象一片汪汪大洋海 

当你在水中挣扎 

你所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巨浪 

巨浪翻腾 使你灰心丧志 

乌云密布 使你失去方向 

唯当慈爱的天父 把你带到高处 

你从上面看下来 你才看到水中 

神所定的道路 没有人能毁坏 

他将要做一件新事 

远超过你心所测度 

啊你要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和惊惶 

神的仆人 耶和华要引导你 

走他所指定的道路 

来完成他的使命 

在中国荣耀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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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以祷告来到祢跟前 

我以祷告来到祢跟前 我要寻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里我寻求祢 

每一次我祷告 我摇动祢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铺平 使列国归向祢 

主我是软弱及无助 

祢却是我的力量 

以祢亲切的手引导我 

那就是我的得胜 

9.中国早晨五点钟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来祈祷声 

求神带来复兴和平 赐下合一得胜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来敬拜声 

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 

一心一意为中国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来祈祷声 

飞越了万水千山 融化冰冷的心灵 

再没有捆锁 再没有战争 

为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 

再一个好收成 

10.认识祢真好 

如同朝露中的小草 蓝天中的小鸟 

我整颗心被幸福围绕 

哦！我慈爱的天父 认识祢真好 

祢赐的福分别处找不着 

祢使我抛开一切烦恼 

喜乐充满在心头燃烧 

认识祢真好 认识祢真好 

今生今世我不再寻找 

哦！主啊认识祢真好 认识祢真好 

只愿分分秒秒在祢慈爱的怀抱 

11.专心仰望耶稣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 

脱下缠累我们的罪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以坚忍的心向前奔跑 

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 专心仰望耶稣 

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 

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 

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 专心依靠耶稣 

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 

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 

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12.爱我们的家 

每个人爱它 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 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 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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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向主高歌 不论环境如何 

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 相信就能蒙福 

常常祷告 耐心等候 主做事有定 时 

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 相信就有喜乐 

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 

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 

抛开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 

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 

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台 

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 

他永不离开。。。 

14.我愿作个驴驹 

我愿作个驴驹主 求主使用我使用我 

我愿顺服主带领 求主引导使用我 

15.新希望 

有主在我心里 

我总是觉得心里充满快乐 

有主作我朋友 

我总是觉得生活无忧无虑 

有主赐我恩惠 

我总是觉得我有了新希望 

他已赐给了我们永生的新生命,新生命 

赞美我慈爱的耶稣 

歌颂我慈爱的耶稣 

他曾为我们一切的罪过被钉在十架上 

赞美我主耶稣 歌颂我主耶稣 

他爱我更深 

我总是觉得我满足又喜乐 

16.若 

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 

开放在阳光下乐无涯 

我要活泼的吐露芬芳 

让人知造物主的伟大 

他既不轻乎那小花的荣华 

必然更将我的生命看为可夸 

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 

我要对人说主的伟大 

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 

飞跃在树梢间多逍遥 

我要尽情的歌唱赞美 

让人知造物主的奇妙 

他既不轻乎那雀鸟的曲调 

必然更将我的生命看为重要 

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 

我要对人说主的奇妙 

17.生命的文章 

有许多美好的日子 

我们消耗在愁苦里 

有许多宝贵的机会中 

我们却白白地失去 

人在生命中要积极 

人的生命中要有真理 

要有方向并知道人生距离 

并有信心和勇气 

生命 不在乎它长短 

生命要看它的内涵 

活着要自由不要捆绑 

这是我生命的文章 生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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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要颂扬 

我要颂扬颂扬那造眼睛的主 

因为万事他都看见 

我要颂扬颂扬那造耳朵的主 

因为万事他都听见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 

19.宣教的中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 

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 

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 

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 

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 

我要传扬传 扬主的名 

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20.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21.圣诞佳音歌(First Noel) 

天使初报圣诞佳音 先向田间贫苦牧人 

牧人正当看守羊群 严冬方冷长夜已深 

牧人抬头见一景星 远在东方灿烂晶明 

发出奇光照耀尘世 不分昼夜光彩永恒 

博士三人因见星光 远道而来抛弃家乡 

专心一意寻求君王 追随景星不问路长 

景星导引渡漠越荒 到伯利恒停留其上 

景星射照马棚光芒 婴孩耶稣马槽为床 

（欢欣）× 4 天国君王今日降生 

22.马槽歌(Away In A Manger) 

远远在马槽里 无枕也无床 

小小的主耶稣 睡觉很安康 

众明星都望着主睡的地方 

小小的主耶稣 睡在干草上 

众牲畜鸣鸣叫 圣婴忽惊醒 

小小的主耶稣 却无啼哭声 

我真爱小耶稣 敬求近我身 

靠近我小床边 守我到天明 

恭敬求主耶稣 靠近我身旁 

爱护我接受我 做主的小羊 

也保护众孩童 一齐都安康 

教我们都能够跟主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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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要常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要常喜乐 

喜乐 喜乐 我再说要常喜乐 

喜乐 喜乐 我再说要常喜乐 

24.耶稣我爱祢 

耶稣我爱祢 俯伏在祢面前 

赞美敬拜祢 主我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 

Jesus,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Praises and worship to our King. 

Alleluia,  Alleiuia, Alleluia, Allelu…. 

25.神啊！我要赞美祢 

天属祢 地也属祢 

神啊我要赞美祢 

世界属祢 是祢建立 

神啊我要赞美祢 

南北属祢 是祢所定 

神啊我要赞美祢 

公义属祢 慈爱属祢 

神啊我要赞美祢 

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26.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万民都要来赞美主 

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 

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 

敬拜赞美耶和华 

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 

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 

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 

27.祢是我心中的音乐 

祢是我心中的音乐 祢是我心中的歌 

祢是美妙旋律 祢是美妙合音 

我要向祢赞美 

祢是全能的神 祢是万主之主 

祢是万王之王 

我要向祢歌唱 因祢赐给我诗歌 

祢是我心中的音乐 

28.复兴的火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 

让我们响起胜利的号角 

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 

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 

在主前同心的祷告 

让我们忠于十架的呼召 

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 

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 

复兴的火 圣灵的火 

在我心中点燃 

复兴的火 圣灵的火 

把我烧在主祭坛



♪珞珈诗歌♫ © 版权所有 - 7 - 

29.雅歌 

主啊 祢吸引我 

我就快跑随祢 我心深深与主密契 

虽然南风吹来 虽然北风兴起 

却溢出我园中香气 

我主全然美丽 我主满我心意 

主祢属我 主我也属祢 

众水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我必我必爱主到底 

30.愿祢国降临 

愿祢国降临 祢旨意成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我生命如同在天上 
May Your kingdom come 
May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In my life as it is in heaven 

愿祢国降临 祢旨意成全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在我生命如同在天上 

31.主恳求祢 

主 求祢察看我试验我 

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主 求祢转向我怜恤我 

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主 求祢赦免我看顾我 

因为我的罪极重大 

主 求祢保护我搭救我 

因为我永远投靠祢 

主恳求祢引导我 教训我 

祢是拯救我的神 

主恳求祢医治我 保守我 

我终日等候仰望祢 

（诗篇 25，26） 

32.馨香的没药 

祢生命吐露馨香 有如一袋没药 

我将祢珍藏在我的胸怀 

南风吹雪花飞 年年许多岁月 

久久不改我的深爱 

虽有荆棘丛 生在我的园中 

祢医治我的伤 除去我的忧 

祢生命吐馨香 有如一袋没药 

我将祢珍藏在我的胸怀 

常相依不分离 我将祢的爱情 

深深刻印成我的性命 

33.走出去 

走出去 向南向北 

走出去 向东向西 

张开你居所的幔子 扩大你幔幕之地 

你要舍己 主要用你 

你要舍己 走出去 

肥沃的土地在你面前 

脚踏之地属于你 

主说你们要走出去 不要停留在那里 

当信你神所立的应许 

他要将那地赐你 

There is one thing we do on earth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in heaven.That is to praise and worship 
God. That is why we view life on earth, for those who 
love Jesus,as choir practice for heaven. To say that 
praise and wor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y of 
music today is an understatement. In light of that, 
there is no more important activity of the human heart 
than to praise and worship God. 

That is the reason we exist. That is our purpose. 
That is also the corporate mission of our company.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people world-wide experience 
the manifest presence of God and develop a lifestyle 
of worship. As you listen to our recordings, I encourage 
you to participate with us as we worship the Lord and 
prepare our hearts to do his will. 

Michael Coleman, 
President Integrity Incorp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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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生命的执著 

祢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诗歌 

我要向祢尽情的歌唱 

向祢献上最真诚的爱 

祢是我心中 我心中唯一的切慕 

我要一生紧紧地跟随 

让祢牵我走天路 

主啊 唯祢知我的软弱 

祢知我最深的意念 

无论在何时 无论在何处 

祢亲手领我前行 

除祢以外 在天我还能有谁 

除祢以外 在地也无所爱 

哦 我心渴望 我灵切慕 

在祢荣耀同在中 

哦主 哦主 祢是我生命唯一的执著 

35.坚定的爱 

主的慈爱坚定不止息 

他的怜悯也永不断绝 

每早晨都是新的 更新的早晨 

主的信实极广大 

主的信实广大 

The steadfast love of the Lord 

The steadfast love of the Lord never ceases, 

His mercies never come to an end.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O Lord,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36.开启双眼 

开启双眼 仰望神的荣耀 

扬声欢呼 赞美荣耀君王 

主我爱祢 我赞美祢 

哈利路亚 我称颂祢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eyes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sing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I bless Your name 

Words and music by Carl Tuttle 

37.祢圣名何等尊贵 

哦主 我的主 祢圣名何等尊贵 

祢圣名在全地何其尊贵 

穹苍充满祢荣耀高过星球云霄 

祢圣名在全地何其尊贵 

当我思想奇妙穹苍月亮和那星光 

我讶异祢看顾渺小的我 

祢却爱我又引领我 有冠冕为我存留 

我要赞美祢名直到永远 

38.哦 又是新的一天 

哦 又是新的一天 

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 

赞美主耶稣在天父的宝座前 

哦 快把赞美唱起 

我们也快把双手举起 

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感激 

赞美耶稣那救世主 

赞美耶稣万主之主 

赞美耶稣我的救主 

我们快来赞美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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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我有平安如江河 

1. 我有平安如江河 我有平安如江河 

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 x 2 ) 

2. 我有喜乐如泉源 

3. 我有主爱如海洋 

40.平安王 

平安王 安慰师 

恩惠主 神儿子 

荣耀君 全能神 

永远天父 再来君王 

我尊崇祢 主我尊崇祢 

祢圣名超乎全地 

万物都来高声颂扬 

我尊崇祢 主我尊崇祢 

主耶和华我尊崇祢 

Prince of Peace 

Prince of peace, Counsellor 

Merciful son of God 

Lord of hosts, Conqueror 

Coming King and everliving God 

I extol You, Lord, I extol You 

You are high above the earth 

All creation shouts Your worth 

I extol You, Lord, I extol You 

My Jehovah, I extol You 

41.神的祭坛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弹琴称赞祢 x 2 

神啊 我的神 我要歌唱称赞祢 x 2 

神啊 我的神 我要举手称赞祢 x 2 

神啊 我的神 我要拍手称赞祢 x 2 

42.颂赞全能上帝 

天上的父神 我们爱祢 

在全地上尊崇祢圣名 

愿祢国度 如今降临我们中间 

当我们宣扬祢奇妙作为 

颂赞主圣名 全能上帝 

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 

颂赞主圣名 全能上帝 

祢作王到永远 

Blessed Be the Lord God Almighty 

Father in heaven how we love you 

We lift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May Your kingdom be established in our 

praises, 

As Your people declare Your mighty works! 

Blessed be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Blessed be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reigns forevermore. 

1984, Scripture in SongWords and Music by Bob Fi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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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让赞美飞扬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著我们 神的灵充满这地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击鼓跳舞扬声欢呼 

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让赞美从四处响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x 2) 

44.天天盛开的花 

在我心中有一片美丽的花园 

也许和你不太一样 欢迎你来分享 

在我心中有一座小小的火炉 

因为有主点燃的火 欢迎你来取暖 

去年春天那朵美丽的花 

匆匆凋谢叫我忘了想它 

因为有他像朵洁白的花 

永不凋谢天天盛开 

在我心中有一个这样的家 

什麽都好都不缺乏 

因为我心爱他 因为我心有他 

45.头一次的爱 

当头一次遇见了祢 我的心充满欢喜 

哈利路亚 喜乐满溢 

主耶稣充满在我里 

头一次的爱 最甘甜的爱 

耶稣 耶稣 我的爱 

超过一切真实的爱 竟然临及我 

甘甜的爱 最真实的爱 

耶稣 耶稣 我的爱 

46.我敬拜祢全能真神 

我敬拜祢 全能真神 有谁能像祢 

我敬拜祢 和平君王 

我心何等切慕祢 我赞美祢 

因祢是我的公义 

我敬拜祢 全能真神 有谁能像祢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Almighty Go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I worship You, O Prince of Peace, 
That is what I long to do, 
I give You praise, for You are my righteousness. 
I worship You, Almighty Go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47.耶稣 我们拥立祢 

耶稣 我们拥立祢 同宣扬祢是王 

进前来与我们同在 我们赞美事奉祢 

当我们敬拜立宝座 (x3) 

耶稣基督来登宝座 
Jesus We Enthrone You 
Jesus, we enthrone You, 
We proclaim You as King, 
Standing here, in the midst of us, 
We lift You up with our praise. 

And as we worship build Your throne (3x) 
Come Lord Jesus, and take Your place. 

48.十字架 

1 求主使我依十架 在此有生命水 

由各各他山流下 白白赐人洗罪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我众罪都洗清洁 唯靠耶稣宝血 

2.我与主同钉十架 和祂同葬同活 

今基督居住我心 不再是我活着 

3.我立志不传别的 只传耶稣基督 

并祂为我钉十架 复活作救赎主 

4.我愿意别无所夸 但夸救主十架 

世界对我已钉死 我以死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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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有人在为你祷告 

似乎你 已祷告 直到力量殆尽 

流眼泪如下雨滴 终日不停 

主关心 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 

他将告诉别人 为你祷告 

是否你 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 疲倦失意 

别失望 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 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内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x 2) 

50.主，开我眼睛 

开我眼睛主 我们要见耶稣 

要上前亲近神 说我们都爱他 

开我耳朵主 主我请听主话 

开我眼睛主 我们要见耶稣 

Open Our Eyes, Lord 
©1976, Maranath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Robert Cull 

Open our eyes, Lord, 

we want to see Jesus, 

To reach out and touch Him 

and say that we love Him. 

Open our ears, Lord, 

and help us to listen, 

Open our eyes, Lord, 

we want to see Jesus. 

51.主我敬拜祢 

主我敬拜祢 敞开在祢的面前 

主我敬拜祢 俯伏祢宝座前敬拜祢 

天军向祢屈膝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主我双手举起 屈膝祢宝座前敬拜祢 

52.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圣所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敞开胸怀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高声欢呼赞美他 

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 

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 

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53.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少 主恩有多深 

他甘愿舍命 为救人灵魂 

主爱有多少 主恩有多深 

每当我思想 我心感恩 

天地有多麽高 两极有多麽远 

救主的慈爱 也有多大 

永恒有多麽长 无限有多麽广 

救主的恩典 也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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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主赐福如春雨 

主赐的福如春雨 我在其中赞美欢欣 

祢赐的生命是泉源 

在我心中更新不穷 

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 举起敬拜的手 

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 

让我们献上 献上 

将赞美尊荣 全都向主献上 

而主将赐下 赐下主的恩典 

将如春雨降下 

55.兴起发光 

最高的山峰 为他矗立 

最深的海洋 有他气息 

最小的分子 为他舞动 

浩瀚的星河 为他闪烁 

宇宙万物 他手所造 得规律和生气 

世世代代 在他怀里 得保障和安息 

兴起发光 神的子民 

主的荣光 照耀全地 

兴起发光 神的子民 

宣扬他名 直到地极 

56.兴起为耶稣 

兴起 兴起为耶稣 基督十架精兵 

高举 基督的旌旗 莫损我主威名 

得胜 不断地得胜 因主是我统领 

直到 仇敌消灭尽 唯主基督是君 

Stand Up For Jesus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ye soldiers of the cross; 
Lift high His royal banner, It must not suffer loss; 
From victory unto victory, His army shall He lead; 
Till every foe is vanquished, and Christ is Lord indeed. 

Text: George Duffield, Jr., 1818-1888 Music: George J. Webb, 1803-1887 

57.永恒的答问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 能使你快乐永久 

试问谁能支配将来 永远不必担忧 

名和利哪天才足够 能使你满足永久 

试问就算拥有一切 

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 

人世间变幻 无穷变幻 

今朝多少光彩 

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 

不朽的生命永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58.历史被改变的一天 

那一天 历史被改变的一天 

无辜的救主活活被钉死 

尝尽一切侮辱与痛苦 

在悲痛之间也没有怨言 

还祈求天父能够宽恕钉死他的人们 

被所爱的拒绝 你能否了解 

就连最爱他的天父也闭上了眼 

你能否看见他含泪的眼睛 

你能否听见他心碎的声音 

你能否感觉他对你的爱心 

你是否还拒绝那为你牺牲的神 

如果没有那一天 没有那一天 

我们还沉沦在罪恶之间 

没有那一天 没有那一天 

又怎麽明白什麽叫做爱的牺牲 

喔…….喔……喔…… 

在爱与痛苦交加在一起的一瞬那里 

神的慈悲与恩典降临 

那鲜血涔涔一滴又一滴 

是为了拯救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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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拯救我国 Heal Our Nation 

主 我们恳求祢大能运行 

我们深深向祢呼喊 

显明医治在我国家 

差遣圣灵来复兴我们 

医治我国！医治我国！ 

拯救我们！圣灵浇灌在这国家 

主 我们已听见春雨声响 

圣灵火浪正涌向我们 

显明公义 宽恕赦免 

恳切呼求来复兴我们 
Lord we long for You to move in power, 
there’s a hunger deep within our hearts; 
To see healing in our nation, 
send Your Spirit to revive us. 

Heal our nation, heal our nation; Heal our nation, 
pour out Your Spirit on this land. 

Lord we hear Your Spirit coming closer, 
a mighty wave to break upon our land; 
Bringing justice and forgiveness, 
God, we cry to You, "revive us!" 

T.Morgan & R.Gaudie & I.Townend©1986 Kingsway’s Thank You Music 

60 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 

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 

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 

耶稣爱祢耶稣疼你 

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61.神是爱 

神是爱 打开你的心高声扬 

神是爱 把他告诉各地方 

他创造天空和那深海洋 

他创造飞鸟和那蜂蜜忙 

神是爱 打开你的心尽声扬 

神是爱 他愿世人知道它 

他创造玫瑰和那蔓藤长 

他创造树木和那星闪亮 

神是爱 天地和万物都宣扬 

神是爱 他愿世人分享它 

他为失丧人预备生命路 

用他大能的手拯救他 

他造一切为你和我 因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那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 

62 我的心哪 

我的心哪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我的心哪 当仰望神 

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他用笑脸帮助我们(3x) 

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神 

63.诗篇 133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头上 

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降在锡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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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陶我、塑我、用我 

若不谦卑跪下 怎能顺服我主 

若不流泪悔改 怎能得主喜悦 

若不恒切祷告 怎能多得能力 

若不被灵浇灌 怎能多见异象 

求主榨我成油 火热之心永存 

求主炼我成金 宝贵信心永固 

求主碎我玉瓶 流露生命芬芳 

求主鞭我教我 不随轻看主意 

天路荆棘满是 那是主要陶我 

人生迷朦危险 那是主要塑我 

心感圣灵呼吁 那是主要用我 

使我长大成人 尝试主恩够用 

我就在此恭候待我主 

主啊 陶我 塑我 用我 

好在祢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65.主是葡萄树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枝子连于葡萄树 

我们若常在主的里面 

就能结丰盛的果子 

嗨呀 若是离了主 我们什么都不能 

枝子不能作什么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 

66.溪边的树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不喜爱愚昧的 

行为 

惟喜爱神的律法 昼夜不住的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便为有福 

他像一颗树在溪边旁 

按时结果子 叶子不枯干 

因他一切所行 主都使他顺利 

一切所行 主要使他顺利 

67.信靠主 

信靠主我们得胜有余 

信靠主我们必然从新得力 

信靠主我们必然如鹰展翅上腾 

虽有千军四处围绕我 

虽有万敌四面攻打我 

主是我们得胜的力量 

世世代代为我居所 

信靠主我们得胜有余 

信靠主我们必然从新得力 

信靠主我们必然如鹰展翅上腾 

History of Maranatha! Music 

Maranatha! emerged from the heart 

of the "Jesus Movement" in the early 

1970's as a voice of hope to a 

turbulent generation. A grand scale 

conversion took place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as thousands of these "hippies" found truth and meaning in 

Jesus Christ as a worldwide spiritual explosion transformed nearly 

every aspect of the church. People responded with new music out 

of a heart of worship. This religious cultural revolution,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Jesus Movement" brought forth a response in 

song called "Jesus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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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信赖耶稣心中有平安 

春风吹起十里百花香 春天的活力多奔放 

神的儿女脸上露出欢笑 喜气乐洋洋 

神的应许使他有盼望 

生命好似一滴朝露 转眼就不知去向 

何必为明天忧伤 

心中有主亮光 重新得着力量 

信赖耶稣心中有平安 

让我们珍惜好时光 春天已带来新希望 

神的儿女脸上露出欢笑 喜气乐洋洋 

神的应许使他有盼望 

接受耶稣的救恩 把握生命的方向 

不再为明天忧伤 

心中有主亮光 明天充满希望 

信赖耶稣心中有平安 

69.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 

在基督里 我们是一家人 X3 

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在基督里 我们是一家人 

70.主爱滋润我心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 

希望能够得到满足 

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 

我发现自己的虚空 

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 

心中常有喜乐平安 

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 

主耶稣赐给我力量 

但主爱是何等甘甜 

滋润我干渴的心田 

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 

在十架的路上奔跑 

71.我要歌颂祢圣名 

我要歌颂祢圣名 哦主 

歌颂祢圣名 哦主 

因为祢圣名至高配得赞美 X2 

我要荣耀祢圣名 哦主 

荣耀祢圣名 哦主 

因为祢圣名至高配得赞美 X2 

72.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祢的名得尊崇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祢的旨意行在天上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赐我们日用饮食 饶恕我们的罪 

如我们饶恕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国度 权柄 荣耀 属祢 阿们 

73.愿万民归向祢 

主啊 求祢恩典膏临这大地 

让万民因祢而蒙福 

主啊 求祢能力医治这大地 

让万民因祢得拯救 

主啊 愿列邦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称颂祢的名 

主啊 愿列邦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尊崇祢的名 

主啊 愿这地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称颂祢的名 

主啊 愿这地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尊崇祢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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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古旧十架(An Old Rugged Cross) 

1 在各各他山上 孤立十字宝架 

太阳黯淡不敢发光 

圣子耶稣基督 离开天堂荣华 

为全世界罪人丧亡。 

故我高举主荣耀十架 

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 

那时听祂说忠心仆人 

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2 在世人眼光中 十字架是羞辱 

于我却是荣耀徽号 

我的心像铁石 愈久愈发刚硬 

惟主爱如烈火熔化我。 

3 各各他的十架 早已破碎无存 

但功绩直存至万代 

前我蒙昧无知 今蒙圣灵启迪 

方知主救我奇妙大爱。 

4 圣灵赐我能力 舍己乐背苦架 

甘受世人轻视辱骂 

地上短暂苦难 换来永远荣华 

不久主来我便回天家。 

75.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祢如此爱我 

感谢耶稣 祢伟大恩典 

我要歌颂祢的圣名 赞美不住的赞美 

祢是我一切 祢是我主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for Your love to me, 
Thank You Jesus, for Your grace so free, 
I lift my voice to praise You name, 
Praise You again and again, 
You are everything, You are my Lord. 

76.普世欢腾 

1 普世欢腾 救主下降 大地接她君王 

惟愿众心 预备地方 

诸天万物歌唱 诸天万物歌唱 

诸天 诸天万物歌唱 

2 普世欢腾 主治万方 民众都当歌唱 

沃野洪涛 山石平原 

响应歌声嘹亮 响应歌声嘹亮 

响应 响应歌声嘹亮 

3 罪恶忧愁 不容再长 世途荆棘消亡 

化诅为恩 无远弗达 

到处主泽流长 到处主泽流长 

到处，到处主泽流长 

4 主藉真理 恩治万方 要使万邦证明 

我主公义无限光荣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主爱奇妙莫名。 

Joy to the world! Words by Isaac Watts 

1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earth receive her King! 
Let every heart prepare him room,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2x) 
And Heaven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2Joy to the earth! the Saviour reigns: 
let men their songs employ, 
while fields and floods, rocks,hills and plains 
repeat the sounding joy. (2x) 
Repeat, repeat the sounding joy 
3No more let sins and sorrows grow, 
nor thorns infest the ground: 
he comes to make his blessings flow 
far as the curse is found. .(2x) 
Far as, far as the curse is found 
4He rules the earth with truth and grace, 
and makes the nations prove 
the glories of his righteousnes 
and wonders of his love. .(2x) 
And wonders and wonders of His love



♪珞珈诗歌♫ © 版权所有 - 17 - 

77. 神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在旷野无路之处 

虽未看见 他已看顾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是我引导 领我投进他怀抱 

爱和力量 日日帮助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他必在旷野里 开道路引领我 

在沙漠中 开江河供应我 

天地将要废去 他的话语永常存 

在今日 他要做新事 

God Will Make A Way 

Words and music by Don Moen 

God will make a way,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He 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He will be my guide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He'll lead me 
And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Heaven and earth will fade,but His Word will still remain 
He will do something new today. 

78.快乐快乐我们崇拜 

快乐 快乐 我们崇拜 荣耀上主爱之神 

心如花开 到主面前 主如旭日 我欢迎 

苦意愁云 恳求消化 疑惑黑荫求散尽 

永恒快乐 求主赏赐 旭日光华满我心 

主是不断赞美中心 主所造物都欢欣 

群星天使 团聚讴歌 天地反映主光明 

高山幽谷 沃野森林 草场积翠波如镜 

清歌小鸟 轻注流泉 唤起我们颂主心 

永远祝福 永受尊荣 永远赦免永施恩 

生之快乐 活水源头 欢乐反息海般深 

主是父亲 基督是兄 爱中生活皆主民 

求教我们怎样相爱 同享神圣大欢欣 

晨星引起伟大歌声 奉劝凡夫来响应 

父的慈爱统治我们 兄弟友爱系人群 

我们前进 歌唱不停 奋斗中间忠勇军 

得胜生涯 凯歌声里 恳求高举万众心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from the 9th Symphony of Ludwig van Beethoven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God of glory, Lord of love; 
Hearts unfold like flowers before Thee, 
opening to the sun above. 
Melt the clouds of sin and sadness; 
drive the dark of doubt away; 
Giver of immortal gladness, fill us with the light of day! 

All Thy works with joy surround Thee, 
earth and heaven reflect Thy rays, 
Stars and angels sing around Thee, 
center of unbroken praise. 
Field and forest, vale and mountain, 
flowery meadow, flashing sea, 
Singing bird and flowing fountain call us to 
rejoice in Thee. 

Thou art giving and forgiving, ever blessing, ever blessed, 
Wellspring of the joy of living, ocean depth of happy rest! 
Thou our Father, Christ our Brother, 
all who live in love are Thine; 
Teach us how to love each other, lift us to the joy divine. 

Mortals, join the happy chorus, 
which the morning stars began; 
Father love is reigning o'er us, 
brother love binds man to man. 
Ever singing, march we onward, 
victors in the midst of strife, 
Joyful music leads us Sunward in the triumph song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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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美哉小城 小伯利恒 

美哉小城 小伯利恒 你是何等清静 

无梦无惊 深深睡着 群星悄然进行 

在你漆黑的街衢 永远的光昭启 

万世所求 万人所望 今宵集中于祢 

因马利亚诞生圣婴 天上天军齐集 

世界众生 酣睡正深 天军虔敬守夜 

晨星啊 同来颂扬 同来礼拜虔诚 

同来感谢至尊上主 同祝世界和平 

凡有圣洁活泼儿童 快乐颂拜圣婴 

凡有困苦颠沛流离 呼吁人子之名 

凡有信德与善心 大开仁爱之门 

黑夜消亡 荣光破晓 便是圣诞重临 

80.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 耶稣属我 

何等的荣耀 向我显明 

被救主赎回 为神后嗣 

藉宝血洗罪 圣灵再生 

这是我信息 或唱或讲 

赞美我救主 心里欢畅 

常谈主慈爱 并颂主恩 

赞美我救主 昼夜不分 

完全顺服主 满心欢喜 

天堂的荣耀 显在心里 

彷佛有天使 由天降临 

报明主慈爱 并主怜悯 

完全献与主 万事安宁 

荣耀的圣灵 充满我心 

时刻仰望主 儆醒等候 

不住的祈祷 到主再临 

81.耶稣爱你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 

一生让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82.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x2 

83.快乐之日我今立志 

快乐之日我今立志 全心归属救主耶稣 

今日心中实在高兴 我愿到处传主救恩 

快乐日 快乐日 耶稣洗净我众罪孽 

靠主宝血 洁白如雪 

今日永远 不能忘记 

快乐日 快乐日 耶稣洗净我众罪孽 

救赎大恩今已完成 主是属我我也属主 

我唯靠主度此一生 全能耶稣救我到底 

藉着洗礼与主联合 与主同死亦同主活 

一举一动新生样式 不随肉体只从圣灵 

主是爱我为我舍命 我今奉献全心全身 

前途所遇或顺或逆 主爱与我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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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先求神的国 

1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哈利路 哈利路亚 

2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哈利路 哈利路亚 

3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求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哈利路亚 

85.因祢圣名我们敬拜 

耶稣因祢圣名我们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来敬拜 

耶稣因祢圣名我们敬拜 

也承认祢是主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恳求圣灵指教我 

耶稣基督是主 

86.祢是荣耀君王 

祢是荣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万有主宰 惟有祢圣洁公义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稣基督 

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和撒那归于万王之王 

愿荣耀归于至高神 耶稣是弥赛亚 

You are the King of Glory 
You are the King of Glory 
You are the Prince of Peace 
You are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You are the Son of righteousness 
Angels bow down before You 
They worship and adore You 
For 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You are Jesus Christ the Lord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Hosanna to the King of Kings 

Glory in the highest heavens 
Jesus the Messiah reigns 

87.恳求主 

恳求主 祢看看我双手 

一切我所有 甘心为祢用 

恳求主 祢看看我的心 

塑造炼精我 将我分别为圣 

我们要奔向祢的祭坛 得着祢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拯救那失丧的灵魂 

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带来盼望在这地 

回应祢的呼召 建立无墙的教会 

让祢荣耀彰显 赐下救恩给万民 

88.进入祢的同在 

让我进入主祢的同在 

我与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 

喔 让我进入主祢的同在 

我要单单敬拜祢耶稣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 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宝座前 

我要跪下 跪下 在祢宝座前 

让我进入主祢的荣耀 

我在祢圣洁光中被祢得着 

喔 让我进入主祢的荣耀 

我要单单为主祢而活 

颂赞荣耀 荣耀 荣耀归羔羊 

颂赞荣耀 荣耀 荣耀归羔羊 

颂赞圣洁 圣洁 圣洁的真神 

颂赞圣洁 圣洁 圣洁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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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我主与我 

我主与我同行 我跟随主脚踪 

我主与我 我主与我 我主与我同在 

我主与我争战 我站在磐石上 

我主与我 我主与我 我主与我同在 

我主是我盼望 我站在高山上 

我主与我 我主与我 我主与我同在 

我们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们称颂耶和华 

我们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们称颂耶和华 

90.给我一颗中国心 

给我一颗中国心 一颗中国心 

每当我在寄居地歌唱 想到你就哭了 

中国啊 中国啊 我心所爱 

愿你不再哭泣 

中国啊 中国啊 若我忘记你 

情愿右手忘记技巧 

中国啊 中国啊 若不记念你 

情愿舌头贴于上膛 

91.我曾舍命为你 

我曾舍命为你 我血为你流出 

救你从死复起 使你由罪得赎 

我命曾为你舍 你舍 你舍何事为我 

我命曾为你舍 你舍 你舍何事为我 

我更舍父家庭 并我荣光宝座 

凄凉孤单独行 在此暗世经过 

天家曾为你舍 你舍 你舍何福为我 

天家曾为你舍 你舍 你舍何福为我 

我曾受大苦难 非人口舌能说 

临刑身同罪犯 救你地狱得脱 

我身曾为你舍 你将 你将何物献我 

我身曾为你舍 你将 你将何物献我 

我既这样爱你 舍去一切为你 

现今在父右边 时常祈求为你 

你心愿否献上 献上 献上你心归我 

你心愿否献上 献上 献上你心归我 

92.奇妙的双手 

神有一双手 充满着智慧 

创造了万物和生命 

他奇妙的手 全都为着我 

领我走向光明 

奇妙的恩典 

让我又成为美好的新生命 

我永远歌颂 我永远赞美 

祢那奇妙的双手 

哦 主 祢那奇妙的双手 

哦主 祢那奇妙的双手 

奇妙的恩典 

让我又成为美好的新生命 

我永远歌颂 我永远赞美 

祢那奇妙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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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如鹿切慕溪水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 如鹿切慕溪水 

惟有祢是我心所爱 我渴慕来敬拜祢 

祢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灵单单降服于祢 

惟有祢是我心所爱 我渴慕来敬拜祢 

唯有祢能满足我心 祢比金银更宝贵。 

唯有祢使我心喜乐 祢是我眼中瞳仁。 

祢愿成为我的朋友 即使祢是尊贵君。 

我爱祢胜过世上一切 无人能与祢相比 

As The Deer 

1984, Maranatha! Music Words and Music by Martin Nystrom 

As the deer panteth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eth after Thee.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You're my friend and you are my brother 
Even though You are a King.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 other, 
So much more than anything. 

I want You more than gold or silver 
Only You can satisfy. 
You alone are the real joy giver 
And the apple of my eye. 

94.信靠顺服 
1 我与救主同行 在主光明福音 
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 
只要听主命令 主肯与我同行 
信靠顺服人 主肯同行 

信靠顺服 以外并无别法 
若要得耶稣喜乐 必要信靠顺服 

2 没有黑影遮暗 也无云雾弥漫 
我主笑容使云雾消散 
没有疑惑畏惧 也无叹息忧虑 
信靠顺服人 主永不弃 
3 不要背负重担 不要愁闷悲哀 
一切劳苦主都能代替 
没有伤心眼泪 没有怨恨怒气 
信靠顺服人 全受福气 
4 主与我做朋友 我可常向主求 
救主携我手一路同走 
主吩咐我就遵 主差遣我就行 
信靠顺服人 终无不成 
Trust And Obey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in the light of His Word 
What a glory He sheds on our way! 
While we do His good will, He abides with us still, 
And with all who will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Not a shadow can risse, not a cloud in the skies, 
But His smile quickly drives it away! 
Not a doubt nor a fear, not a sigh nor a tear, 
Can abide while we trust and obey. 

Not a burden we bear, not a sorrow we share, 
But our toil He doth richly repay! 
Not a grief not a loss, not a frown nor a cross, 
But is blest if we trust and obey. 

Then in fellowship sweet, we will sit at His feet 
Or we ll walk by His side in the way! 
What He says we will do, where He sends we will go 
Never fear, only trust and o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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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我的心愿尊主为大 

我的心愿尊主为大 我的灵以主为乐 

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稳妥 

他是我最坚固避难所 

我的神我心寻求祢 

我的主我奉献于祢 

我敬畏祢 我敬爱祢 

主啊 我愿一生献于祢 

96.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 圣哉 圣哉 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众歌声 穿云上达至尊 

圣哉 圣哉 圣哉 慈悲与全能 

荣耀与赞美 归三一真神 

圣哉 圣哉 圣哉 众圣都崇敬 

放下黄金冠冕 环绕晶海之滨 

千万天军叩拜 同声颂主名 

昔在，而今在 永在亿万春 

圣哉 圣哉 圣哉 至圣又至尊 

罪人不能仰视 庄严伟大真神 

唯独主为真原 唯主为至尊 

全权 又全爱 全善 全能神 

圣哉 圣哉 圣哉 全能大主宰 

海天云山酬和 吾众赞美歌声 

圣哉 圣哉 圣哉 慈悲与全能 

荣耀与赞美 归三一真神 

Holy, Holy, Holy 
1948, H. W. Gray Company, Inc.Words and Music by John B. Dykes 

1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 

Early in the morning our song shall rise to Thee 

Holy, holy, holy, merciful and mighty 

God in three persons, blessed Trinity 

2Holy, holy, holy, all the saints adore Thee 

Casting down their golden crowns around the glassy sea 

Cherubim and seraphim, falling down before Thee 

Which, wert and art and ever more shall be 

3Holy, holy, holy, though the darkness hide Thee 

Though the eye of sinful men Thy Glory may not see 

Only Thou art holy, there is none beside Thee 

Perfect in power, in love and purity 

4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 

All Thy works shall praise Thy Name in earth 

and sky and sea 

Holy, holy, holy, merciful and mighty 

God in three persons, blessed Trinity 

97.求主擘生命饼 

求主擘生命饼 供我灵需 

正如当年擘饼在加利利 

我愿看主圣经 见主圣颜 

寸心迫切思慕生命之言 

求主将真理道 感化我心 

正如在加利利当年所行 

从兹锁链脱身 束缚无存 

真理赐我自由安乐永恒 

求主赐我圣灵 在我心中 

照我心灵眼睛使我能看 

启示祢的真理 使我明白 

更启示祢自己使我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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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生命中有祢 

在雨后的下午 在那黄昏街头上 

朋友你感到寂寞吗 

在那静悄的夜里 徘徊在梦醒之中 

守住一个大空间 你感到无助吗 

忙忙碌碌地生活 精疲力竭的奋斗 

朋友你感到疲惫吗 

生活在忧虑之中 唯 恐 被 人 比 下 去 

戴上不同的面具 你感到厌倦吗 

朋友你是否愿意得释放 

让生命充满喜乐与平安 

将你的重担交给我的主 他愿意担当 

耶稣 我亲爱朋友 他了解你的软弱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面前来 

他就使你们得着安息 

(从此生命不再虚空因有主与你同在 

每一天丰盛的生活是新的盼望)  x2 

99.马利亚的小男孩 

多年以前在伯利恒 照圣经中记载 

马利亚的小男孩基督耶稣降生 

听啊天使高声唱 救主已降生 

世人将从此得永生，因基督今降生 

当牧人夜间看守羊群 他们看见一颗明星 

并听到天上传来的 众天使齐声唱 

圣乐高鸣天使唱 齐来报佳音 

世人将从此得永生，因基督今降生 

约瑟和妻子马利亚 那晚来到伯利恒 

找不到安歇的地方 也没有一张床 

只有一个阴暗的角落 一个小小马槽 

马利亚的小男孩 就降生在这里 

圣乐高鸣天使唱 齐来报佳音 

世人将从此得永生，因基督今降生 

因基督今降生 

100.来庆贺 

让我们来庆贺 无比大爱我们来庆贺 

神儿子因爱我们 舍了生命 

让我们来欢呼 主赐喜乐无人能相比 

我们欢然向祢献祭 高声欢呼赞美 

让我们来欢呼 来庆贺 

欢呼来庆贺 

欢呼来庆贺大君王 X2 

101.诸天宣扬 

诸天宣扬 复活之主的荣耀 

谁能相比 我主圣洁美丽 

永远到永远 羔羊已掌权 

今我欢喜前来 向祢屈膝敬拜 

我要宣扬 复活之主的荣耀 

他曾被杀 使人与神和好 

All Heaven Declares 
1987Words and Music by Noel and Tricia Richard 

All heaven declares the glory of the risen Lord, 
Who can compare with the beauty of the Lord. 
Forever He will be the Lamb upon the throne, 
I gladly bow the knee and worship Him alone. 

I will proclaim the glory of the risen Lord 
Who once was slain to reconcile man to God 
Forever You will be the Lamb upon the throne 
I gladly bow my knee and worship You alone. 

102.我的力量 我的山寨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祢 我爱祢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祢 我爱祢 

祢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祢是我的磐石 我的盾牌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祢 我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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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天父世界 

1 这是天父世界 孩童侧耳要听 

宇宙唱歌四围响应 星辰作乐同声 

2 这是天父的世界 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 苍天碧海 述说天父全能 

3 这是天父世界 小鸟长翅飞鸣 

清晨明亮好花美丽 证明天理精深 

4 这是天父世界 他爱普及万千 

风吹之草将他表现 天父充满世间 

5 这是天父世界 求主叫我不忘 

罪恶虽然好象得胜 天父却仍掌管 

6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帝是王天地同唱 歌声充满万方 

104.从今天起 

在惊惶的时候 是祢抚平我不安的心 

在彷徨的时候 是祢为我把前程开启 

在无助的时候 我可以寄托在祢手里 

在迷失的时候 是祢耐心地导我前行 

主耶稣 从今天起 祢的双手为我的牵引 

主耶稣 从今天起 我不再作漂泊的客旅 

主耶稣 从今天起 祢是我一生的归依 

主耶稣 我全人都属于祢 

105.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我们俯服敬拜祢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 我们俯服敬拜祢 

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都归给祢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唯有祢配得敬拜与尊崇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高举祢圣名直到永远 

106.荣耀都归祢 

哈利路亚 荣耀归宝座羔羊 

哈利路亚 荣耀都归祢 

荣耀都归祢真神 

我一生都要来敬拜祢 哈利路亚 

我的口 我的手 我全心 我全人 

都要敬拜祢 

107.我的心 你要称谢耶和华 

我的心 你要称谢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 

医治你疾病复原 

我的心 你要称谢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 

为受屈的人伸冤 

天离地有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东离西有多麽的远 

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亘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108.以 马 内 利 Emmanuel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神同在彰显荣光 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Emmanuel， Emmanuel, 

His name is called Emmanuel 

God with us, revealed in us, 

His name is called E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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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向耶和华唱新歌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 

110.主是我力量 

主是我力量 我力量 主是患难中力量 

主是我帮助 我帮助 主是随时帮助 

主是避难所 我避难所 主是坚固避难所 

主是我力量 我帮助 唯主是避难所 

大地虽会改变 高山虽会摇动 

大海翻腾 大浪战抖 但我们却不害怕 

喂哦 喂哦 喂哦 喂哦 

111.我要感谢 

我要感谢 感谢天父 因他赐下他大爱 

我要感谢 诚心感谢 他爱使我永不缺乏 

生活常有苦与忧 烦恼重担压心头 

倘若我们肯撇下自己专一仰赖他 

你会明白 立刻明白 这个世界已更新 

你会欢呼 喜乐欢呼 因他已住在你心 

我要赞美 赞美天父 因他赐下他关怀 

我要赞美 衷心赞美 他爱使我样样满足 

环境常是险与阻 使人灰心又丧胆 

倘若我们肯放弃自己 专一信靠他 

你会祈求 不住祈求 他话永不致落空 

你会等候 耐心等候 因他应许必成就 

我要祈求 我要赞美 我要感谢天父 

112.我得了秘诀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我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有余 或缺乏 我都已经得了秘诀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或有余 或缺乏 我已得着秘诀了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靠着那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113.我何等爱慕祢的律法 

我何等爱慕祢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祢的命令 常在我心里 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何等爱慕祢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祢的命令常在我心里 

我比有知识的更通达 

啊 祢的言语在我口中何等甘甜 

啊 祢的言语在我口中比蜜甘甜 

我何等爱慕祢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祢的命令常在我心里 

我比有知识的更通达 

114.爱 喜乐 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 

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 

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 

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 

喜乐泉源涌自心底 

忧愁不再 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 

生命火花扬自心底 

泪水不再 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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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爱却长存 

轻轻的说声爱主 这是从内心发出 

望着天 看着白云 

它就像主的慈爱 细柔纯洁 

主的爱比天还高 似海洋深 

难以忘怀 

我的灵要歌颂祢 

在早晨时 也在夜里 

伫立海边 观看潮汐 

浪卷起 浪也消失 

爱却长存 

116.活出主的爱 

亲切温暖的家庭 若是没有爱流露 

就失去温馨 也不再有生气 

没有爱主家庭 只剩下表面问候 

就如响的锣钹 充满虚空 

付出我们的爱 凡事包容忍耐 

就让我们着实相爱 让我们彼此关怀 

在爱里在恩典里 流露基督香气 

流出主的美善 流出真诚的生命 

117. 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银， 

我宁愿属主，胜得财富无边； 

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产业， 

我宁愿要他钉痕手扶搀。 

胜过做君王，统治四海， 

而受罪恶所捆绑， 

我宁愿有耶稣， 

胜得今世美名权势爵位。 

我宁愿有耶稣，胜得虚荣； 

我宁愿舍己，终生为主事工； 

我宁愿有耶稣胜得美名， 

我宁愿忠诚宣扬主圣名。 

恩主比百合花，美丽鲜艳； 

他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我带饥渴心灵来到主前， 

有主的同在胜似赴美筵。 

I'd Rather Have Jesus 

Words: Rhea F. Miller, 1922,Music: George Beverly Shea, 1939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silver or gold; 

I'd rather be His than have riches untold: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houses or lands. 

I'd rather be led by His nail-pierced hand. 

Than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drea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men's applause; 

I rather be faithful to His dear cause;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worldwide fame. 

I'd rather be true to His holy name. 

He's fairer than lilies of rarest bloom; 

He's sweeter than honey from out the comb; 

He's all than my hungering spirit needs. 

I'd rather hav Jesus and let Him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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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最知心的朋友 

主 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 祢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祢 

渴望见到祢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祢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 

把我带在祢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滑向死亡线 

祢爱何等的长阔深高 我心发出惊叹 

有了主还要什麽 我心与主心相连 

我已起誓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119.天父的孩子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 

永远不变我爱你 

我差圣灵翩然降临 

如驯鸽平安落在你心（2x） 

永远我是祢的孩子 

永远不变我爱祢 

恳求圣灵翩然降临 

如驯鸽平安落在我心（2x） 

120.欢迎你 朋友 

敲一敲你的心门 带着微笑和祝福 

敲一敲你的心门 带着亲情和温暖 

几许关怀 几许爱心 

愿友谊的芬芳 带给你喜乐 

几许关怀 几许爱心 

愿友谊的温暖 温暖你的心 

121.我对祢的爱永不变 

祢开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将称颂祢到永远 

祢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 

如同天高过地 

全地都要来赞美祢 

我跪拜祢面前称颂祢 

山虽动摇 地虽改变 

我对祢的爱永不变 

122.永活全能的神 

他已胜过黑暗权势 

他已超乎天下万有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他的名要称为至高 

他的国度满有荣耀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哈利路亚 他已复活 

哈利路亚 他已得胜 

他是天上地下 万王之王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他是天上地下 万王之王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123.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 

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云上太阳它永不改变 哈 它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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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什麽样 + 什麽样 = 什麽样 

什麽样的蓝天加上什麽样的云朵 

就有什麽样的天空 

什麽样的风加上什麽样的雨 

就有什麽样的天气 

什麽样的开始加上什麽样的过程 

就有什麽样的结果 

什麽样的 X 加上什麽样的 Y 

就有什麽样的生命诞生 

dum dee dee do dai,dum dee dee do dai 

dum dee dee do dai dai 

dum dee dee do dai,dum dee dee do dai 

dum dee dee do dai dai 

什麽样的男人加上什麽样的女人 

就有什麽样的恋情 

什麽样的父母加上什麽样的孩子 

就有什麽样的家庭 

什麽样的家庭加上什麽样的人 

就有什麽样的社会 

什麽样的社会加上什麽样的国家 

就有什麽样的世界 

什麽样的衣配加上什麽样的发型 

就有什麽样的流行 

什麽样的话语加上什麽样的表情 

就有什麽样的面具 

什麽样的面具加上什麽样的心情 

就有什麽样的空虚 

到底要什麽样的什麽加上什麽样的什麽 

才是什麽样的什麽样 

125.愿祢崇高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祢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祢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祢的信实上达苍穹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祢的信实上达苍穹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慈爱高及诸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信实上达苍穹 

126.彩虹下的约定 

我空虚的心灵 终於不再流泪 

期待着雨后 缤纷的彩虹 

诉说你我的约定 

我不安的脚步 终於可以停歇 

主祢已为我 摆设了生命的盛宴 

与祢有约是永恒的约 

彩虹为证 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物歌颂祢的慈爱 

大地诉说祢的恩典 

關於萬國敬拜與讚美 
萬國敬拜與讚美是一個國際宣教機構，由河用仁宣教士於1987年在韓國創立。 
ANM的主要事奉是以宣教的心志傳揚福音，並帶出恢復敬拜的信息。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在13個國家進行福音拓荒者的宣教服事,其中以亞洲國家為主，同時也在英 
國、美國及加拿大等地開辦獻身者訓練，以裝備當地的信徒進入不同的宣教工場。 
萬國敬拜與讚美的事奉以亞洲為中心，並以盡心服事中國人為首要工作。此外，我 

們也不斷迫切地為共產國家、回教國家、印度教國家和佛教國家中的失喪靈魂代 
禱，以致他們能回轉歸向神，並能在主裡站立得穩，成為大能勇士和耶穌基督的見 
證人。 
踏入21世紀，ANM的異象是，願神興起12 300 7000滿有信心的百，如同12 
門徒獻上生命傳揚福音，又如300基甸勇士預備好為神作工，並像以利亞時代 
7000個不向巴力屈膝的人，在這世代作主基督純潔的新婦。 
萬國敬拜與讚美的異象 
尋找失喪的靈魂 耶穌比喻自己是尋找迷失羊的牧羊人。我們要向人宣告，特 
別向那些拒絕耶穌基督的人,耶穌是永活的神，是絕對的真理，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活出真實敬拜者的生活 生活就是敬拜，活出聖潔、純潔的生活就是敬拜。神 
希望我們的生命，能全然活出真實敬拜的生活。敬畏神的人，必然活出真實敬拜者 
的生活。我們禱告，神透過經歷神同在的真實敬拜者，帶來全地屬靈的復興。 
訓練及裝備神的百姓成為大能勇士 
真實的敬拜者必然會作耶穌基督的見證人，竭力宣告耶穌基督的名和救恩。我們禱 
告，  神  恢復的人，能興起成為大能勇士，全心 身於向全世 宣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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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牺牲的爱 

在十字架上 祢为我舍命 

受鞭伤 使我得医治 

所有的罪恶 祢为我担当 

受刑罚 使我得平安 

何等牺牲的爱 

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 

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 

今我属祢 永活的真神（2×） 

在这个时刻 我心只有祢 

我的主 我唯一的爱 

128.数算主恩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 

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 

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 

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 

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 

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当 

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就消除 

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 

何謂CCM？ 
CCM就是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成 當代基督教音 
  or  代基督徒音  ,   的 就是  行福音  or 福音 行  
   
在國外，CCM是一大音   ， rock    、 a    士 、 
classical    一  是屬於大  的音  別,  在已   以來我 
們  的福音音  G  P L 的  並   。 在有  基督徒 
      會     為CCM G  P L， 見CCM與 
G  P L的 切 關。 
美國有一   就 CCM, 等於是基督教音  的billboard  , 裡 
 有 CCM 新 行  , 基督徒    ,    的 事, 音  道 
會,   會, 福音        會有一些 福音  的福音 息, 
   由於基督教  的  , 英美的 行   會用到      
耶穌 上  聖經有關,   信    人生 其 , 福音   入 行 
 場 其 ,  行   入福音 場 其 , 
其實, 他們也不會 得   ,   行 場,  福音 場,  是神 
的創 , 事就這 成 , 神  是好的。 

129.无论何处去 

无论何处去 我心已备妥 

主祢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 

助我更顺从 更背我十架 

主祢带领绝对无差错 

在文明大城市 或在深山野林 

众灵魂同样宝贵在祢眼里 

无论何处去 我心已备妥 

主啊 助我爱祢心所爱 

130.耶和华尼西 

举起手 我们旗开得胜 

耶和华是力量 

不疲乏 我们手不下沉 

耶和华是君王 

耶和华涂抹我的敌人 

耶和华为我战争 

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耶和华尼西必然得胜 

131.生之颂 

主啊 我感谢祢 因为祢创造美丽 

主啊 我感谢祢 让我知什麽是甜蜜 

夕阳告诉我美丽 花露告诉我甜蜜 

宇宙的无限 太阳的永恒 

都是祢所造 

轻轻的微风 使我感觉到温柔 

主啊 我感谢祢 教导我认识生命 

主啊 我感谢祢 因为祢赐下快乐 

主啊 我感谢祢 让我能体会到纯洁 

小鸟歌声真快乐 雪花告诉我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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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求主开我眼 

求主开我眼睛 看见十架的异象 

用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 

用赞美膏我口 使我一生颂赞祢 

行主道使我生命全属祢 

133.信靠耶和华 

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是锡安山 

永不动摇 永不动摇 哈利路亚 

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主也围绕你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 

主耶和华善待好人 平安归给你 

荣耀归主 荣耀归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4) 

134.是爱 

天为什麽蓝 草为什麽绿 

什麽使月亮放光 什麽使太阳温暖 

花为什麽香 鸟为什麽唱 

什麽使人活着有希望 

爱使天蓝 爱使草绿 

神的爱使太阳温暖 月亮放光 

他的爱使花香鸟唱 

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 

如果有一天宇宙都变样 

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 

135.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像祢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像祢 

主祢是陶匠 我是泥土 

模我塑造我 是我的恳求 

Change My Heart, Oh God 

1982, Mercy / Vineyard PublishingWords and Music by Eddie Espinosa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ke it ever true. 

Change my heart oh God, may I be like You.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This is what I pray. 

136. 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带领你的前途 

他立大地的根基 

他让云彩空中飘浮 

是他创造生命气息 

是他应许照顾赐福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 

耐心等候必要欢呼 

啊…耐心等候必要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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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人们需要主 

人们走过我身旁 他们眼中流露出 

心中空虚与愁烦 走向未知路 

人的路程极艰难 整日心恐惧 

欢笑掩饰心哭泣 耶稣能医治 

主召我们发真光 现世代对错不分 

有何代价嫌太高 向失丧人传福音 

当人们背负重担 他以爱同担 

只有我们能传扬 永生的真道 

人们需要主 人们需要主 

当美梦破灭之时 他为人开路 

人们需要主 人们需要主 

何时我们才知 人们需要主 
People Need The Lord 
©1987, Shepherd's Ford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Phill McHung and Greg Nelson 

Everyday they pass me by, I can see it in their eyes. 
Empty people filled with care, headed who knows where. 
On they go through private pain, living fear to fear, 
Laughter hides their silent cries, only Jesus hears.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At the end of broken dreams, He's the open door.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When will we realize...people need the Lord? 

We are called to take His light to a world where 
wrong seems right. 
What would be too great a cost for sharing life with 
one who's lost. 
Thorough His love our hearts can feel all the grief they bear. 
They must hear the words of life only we can share. 

That we must give our lives for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138.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归于至高神 

和撒那 和撒那 和撒那归于至高神 

荣耀 荣耀 荣耀归万王之王 

荣耀 荣耀 荣耀归万王之王 

我们齐声赞美 祢至圣尊名 

权柄 尊荣 归主我神 

和撒那归于至高神 

Hosanna 

©1985, Mercy / Vineyard Publishing,Words and Music by Carl Tuttle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Lord we lift up Your name 

With hearts full of praise! 

Be exalted oh Lord my God, 

Hosanna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the King of Kings!) 

Glory, glory, Glory to the King of Kings! 

Glory, glory, Glory to the King of Kings! 

139.欢迎歌 

基哩基哩基哩基哩 哇席哇席 

基啊基啊 该阿 (x2) 

让我们欢迎你 

在主里诚心欢迎你 嘿 

让我们欢迎你 

在主里诚心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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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主宝血 

祢宝血洁净我心 祢宝血赐给我生命 

祢宝血救赎了我 为我钉在十字架 

洁净我 比血更洁白 更洁白 

主耶稣 我们的救赎主 

神羔羊为我流血 神羔羊为我流宝血 

神羔羊的宝贵血 能洗净一切罪污 

141.尝尝主恩 

主的恩典 比蜜更加甘甜 

你若尝尝 便知他是美善 

神的百姓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者 必一无所缺 

我的心里 说神是我的份 

我要仰望他专心靠他 

凡等候主 心里寻求他的 

神应许要 施恩给他 

142.传爱 

我要将爱的消息 散播给你 

你要传给别人 

牵一牵嘴角 对你笑一笑 

快把烦恼忘掉 

我要用谦卑的心 来接待你 

你要传给别人 

不用去吹嘘 脚踏著实地 

成功就会来临 

多多去赞美 别心浮气躁 

对朋友要多关怀 奉献出你的爱 

达啦…达啦…达啦… 

143.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传给街坊和邻里 

传说耶稣的事迹 信而得救有福气 

大家都来传福音 传给朋友和亲戚 

靠主恩典不要灰心 引人归主真欢喜 

福音广传趁时机 主的日子已靠近 

在黑夜前快努力 准备迎接他来临 

144.我愿一生都跟随祢 

思想祢的信实和丰盛的恩典 

有谁像祢的爱完全 

我愿如树栽在溪边 得饱尝祢甘甜 

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的生命源头属祢 动作气息在乎祢 

我的年岁都在祢手里 

祢爱深深激励我 路虽崎岖多坎坷 

我仍然要跟随祢 

有什么能够隔离 基督的爱在我心 

世上虽有苦难主同行 

有什么能够隔离 基督的爱在我心 

我愿一生都跟随祢 

145.寻找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跃在这蓝天海上 

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 找不到可以倾诉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 穿梭在这城市之中 

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 我要回到祢身旁 我要回到祢身旁 

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 来拥抱我 

主啊 我要回到祢身旁 我要回到祢身旁 

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 

那就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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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献上自己为祭 

献上自己为祭 完全降服于祢 

灵火熊熊来焚烧 恩膏厚厚湿衣襟 

迈开征战步伐 高举基督旌旗 

祢看我们为华冠 以我们为精兵 

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 

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 

重修毁坏的祭坛 

释放被掳的灵魂 

愿祢荣耀的国度降临 

（阿摩司书 9：11） 

147.爱, 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的摆上 

愿主爱来浇灌我 在爱中得自由释放 

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 

在祢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主 

永远在祢怀抱中 

祢是我 祢是我的主 

148.我的神 我敬拜祢 

我的神 我要敬拜祢 

我的心 深深地爱祢 

在祢的座前 我思想祢恩典 

我的心赞美敬拜祢 

祢是我心灵的满足 

祢是我唯一的喜乐 

在祢的座前 我思想祢恩典 

我的神 我要敬拜祢 

149.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生活忙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他更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 天父已经都知道 

若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他是全能的神 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150.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 

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爱从神来 (x2) 

151.你要靠主常喜乐 

你要靠主常喜乐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的穿的算什么 主是万有的源头 

且看天上的飞鸟 天父尚且养活它 

所罗门荣华时候 穿戴不及一朵花 

当将一切交托他 心中应当无牵挂 

凡事祈求和感谢 还要紧记主的话 

152.全然向祢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当圣灵的恩膏满溢 我的灵不再封闭 

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 

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 

心中的暖流 冉冉升起 

我要开口向祢赞美称谢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称谢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献上自己 

一生一世献上自己 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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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平安夜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静享天赐安眠 静享天赐安眠 

平安夜圣善夜 牧羊人在旷野 

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 

听见天军唱哈利路亚 

救主今夜降生 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圣善夜，神子爱光皎洁 

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 

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 

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 

Silent night Words:Josef Mohr(1816-1818),Music: 

“Stille Nacht,” Franz X. Gruber, (1820).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quake at the sight; 

Glories stream from heaven afar, 

Heavenly hosts sing Alleluia! 

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on of God, love`s pure light; 

Radiant beams from Thy holy face 

With the dawn of redeeming grace, 

Jesus, Lord at Thy birth, 

Jesus, Lord, at Thy birth. 

154. 齐来宗主信徒 

齐来宗主信徒 快乐又欢欣 

齐来一齐来 大家上伯利恒 

来朝见圣婴 天使王已降生 

齐来虔诚同崇拜(2x) 

齐来虔诚同崇拜主基督 

由上主的上主 光明的光明 

虚心并不嫌 童贞女胎中生 

真主的真主 是生成，非造成 

天使结成乐队 欢然同歌唱 

光明众天军 来高声同赞扬 

至高的处所 荣耀归与君王 

救主生于今晨 我众来欢迎 

天人诸荣耀 完全归主一身 

大哉！父真道 藉肉体来显明 

O come, all ye faithful 
Words: John F. Wade,1743.translated from Latin to English by Frederick 

Oakeley, 1841;Music: “Adeste Fideles,” John F. Wade (1711-1786) 

O come, all ye faithful, joyful and triumphant, 
O come ye, O come ye, to Bethlehem. 
Come and behold Him, born the King of angels; 

O come, let us adore Him(3x) 
Christ the Lord. 

True God of true God, Light from Light Eternal, 
Lo, He shuns not the Virgin's womb; 
Son of the Father, begotten, not created; 

Sing, choirs of angels, sing in exultation; 
O sing, all ye citizens of heaven above! 
Glory to God, all glory in the highest; 

Yea, Lord, we greet Thee, born this happy morning; 
Jesus, to Thee be glory given; 
Word of the Father, now in flesh app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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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倾听我的心 

当我悲伤难挨 诉不尽最深的悲哀 

亲爱主哦我的主 恳求祢倾听我的心 

当我希望满怀 道不出最美的期待 

亲爱主哦我的主 求祢倾听我的心 

求祢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 

求祢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告诉我 祢什么都明了 

156.求祢仰起脸来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呼求的时候 求祢应允我 

求祢怜恤我 听我的祷告 

我在困苦中 求祢使我宽广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呼求的时候 求祢应允我 

求祢怜恤我 听我的祷告 

我在困苦中 求祢使我宽广 

求祢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因为祢使我心快乐 我要欢欣赞美祢 

主啊 求祢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因为祢使我安然 

因为祢使我安然居住 

157.团契 

唱一唱 笑一笑 看我们笑颜逐开 

看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团契好温暖 

在主爱里 欢欣聆听 听我们心湖澎湃 

听我们颂咏基督的慈爱 团契更可爱 

让我们来相爱 让我们来分享 

所有的困难一起来担当 

纵然时间流逝 纵然夕阳不再 

神的家庭我们相聚 

158.我今奉献 

主啊我今奉献 献上卑微器皿 

洁净我充满我 以宝血与圣灵 

以真理教导我 以圣爱充满我 

灵火焚我心灵 忠心传祢福音 

159.黑暗中的光芒 

祢是黑暗中的光芒 

祢是绝望中的盼望 

认识祢不再迷失方向 

有祢引领我不再彷徨 

祢以喜乐代替忧伤 

祢使软弱转为刚强 

认识祢不再迷失方向 

道路真理生命在前方 

不再与世俗纷争 不在人海中浮沉 

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 

心灵为祢的殿堂 生命交给祢作王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恢复祢造的形象 

160.面向永远的家园 

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 

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 

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旷野路 

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 

我与主同行 主与我谈心 

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 

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 

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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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因他活着 

神差爱子 人称他耶稣 

他赐下爱 医治宽恕 

死里复活 使我得自由 

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深知道 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 

1971, Words and Music by William And Gloria Gaither 

God sent His Son, they called Him Jesus 

He came to love, heal and forgive 

He lived and died, to buy my pardon 

An empty grave is there to prove my Savior lives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 

My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162.主永活在我心 

不要想天色常晴朗 有时遇暴风巨浪 

虽然前路崎岖不平 有我主与我同行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 

因救主居在我心房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 

今救主永活在我心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 主用圣手扶持我 

纵然黑云遮盖前路 我只有欢乐歌唱 

163.活出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 活出生命的色彩 

别让青春再期待 改造每一个现在 （x2） 

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哀 

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 

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 

坚强的活出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 活出生命的色彩 

展开向上的翅膀 迎向希望的未来(x2) 

164.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 

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 

耶稣他能救你 

救你脱离 脱离罪恶权势 

带你进入 进入光明国度 

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165.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 主耶稣是避风港湾 

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 

源源涌流不断 

耶稣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源源涌流不断 

哦 耶稣给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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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 

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在主里相会再相会 

愿在主里相会再相会 

愿主的爱永远在你心怀 

愿神永远祝福你们 

167.合神心意 

我不愿再虚度此生 毕生一事无成 
多少机会已流失 于今不能再空等 
合神心意合神心意 这是我心所求 
愿主坚定我心志 使我合神心意 

168.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 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 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宝贵 

许多危险 试炼网罗 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 安全不怕 更引导我归家 

将来禧年 圣徒欢聚 恩光爱谊千年 
喜乐颂赞 在主座前 深望那日快现 

Amazing Grace 
Words: John Newton, Olney Hymns (London: W. Oliver, 1779). Music: 
“New Britain,” in Virginia Harmony, by James P. Carrell and David 
S. Clayton (Winchester, Virginia: 1831).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is grace hath brought me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When we've been t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d first begun. 

169.除祢以外 

除祢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祢以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念 

除祢以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除祢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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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献上感恩 

献上感恩的心 归给至圣全能者 

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x 2) 

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成富足 

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x 2) 

感恩.。。。 

Give Thanks 

Words and Music by Henry Smith,©1978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repeat)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repeat) 

Give thanks..... 

171.注目看耶稣 

凡劳苦重担 当亲近耶稣 

必享安息 必得满足 

凡饥渴慕义 来寻求耶稣 

必享甘泉 必得饱足 

注目看耶稣 定睛看耶稣 

圣洁公义主 十架上耶稣 

注目看耶稣 定睛看耶稣 

谦卑亲近主 跟着他同步 

跟着他同步 

172.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有全能审判一切罪恶 

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荣耀的宝座 

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173.赞美之泉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 

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 

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 

把它化为赞美之泉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 

向永生之主称谢 

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174.一切歌颂赞美 

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 祢是 

配得歌颂与赞美 我们高声呼喊 

高举耶稣圣名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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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他是主 

他是主 他是主 

他已从死里复活 他是主 

万膝要跪拜 万口要颂扬 

耶稣其督是主 

He Is Lord 
©1972 Scripture in SongWords and Music by Unverified 

He is Lord, He is Lord! 
He has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He is Lord! 
Every knee shall bow, Every tongue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176 全能医治者 

祢是我神，来医治我 

祢是全能医治者 

祢已发命来医治我疾病 

祢是我神，来医治我 

I am the God that healeth thee 
Words & music by Don Moen,1986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I am the God that healeth thee, 
I am the Lord your healer, 
I sent my word to heal your disease, 
I am the Lord your healer. 

The vision and goal of 

Maranatha! continues to be 

fueled by a commitment to 

remain close to what God is doing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today, 

while bringing the uncompromised 

message of God's Word to the world in a format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times and culture. 

At the core of who we are is worship with all its expressions. 

 ur heart is to serve, e uip and train the church. Worship is our 

thanksgiving, our submission, and our connection to a loving God. 

Maranatha is a Aramaic word meaning 'the Lord is coming'. We 

believe that any place the Lord is welcomed with praise and 

worship,  e is and will remain. 

Maranatha! continues to produce and harvest pure 

contemporary worship music for and from the church, always 

keeping in mind the great traditions of the past, while looking 

ahead to the fresh, new sounds emerging from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orshippers. 

177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3x) 

永不反悔 (2x) 

世界在背后 十 架 在 前 头 (3x) 

永不回头 (2x) 

纵无人愿意 我仍要跟随(3x) 

永不后退 (2x) 

I have decided Composer unknown/Indian folk melody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3x) 

No Turing back (2x)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3x) 

No Turing back (2x) 

Though none go with me, still I will follow (3x) 

No Turing back(2x) 

178 主我爱祢 

主我爱祢 我赞美祢名 

我敬拜祢 我的灵欢欣 

愿我声音 在祢耳里， 

是一个甜蜜，甜蜜的声音。 

I Love You Lord 

©1978, 1980 House of Mercy Music (Maranatha!Words and Music by Laurie Klein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 O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My King, in what You hear,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undin Your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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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以感恩的心进他的门 

我要以感恩的心来进入他的门 

用赞美进入他的院 

我要说这是神所定的日子 

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 

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2x) 

I Will Enter His Gates 
©1987, End Time Handmaidens, Inc.Words and Music by Gwen R. Shaw 

I will enter His gates with thanksgiving in my heart 
I will enter His courts with praise! 
I will s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for He has made me glad. 

He has made me glad! He has made me glad! 
I will rejoice for He has made me glad(2x) 

180全心来赞美祢I Just WantToPraise You 

全心来赞美祢 举双手表明 

我爱祢 主祢是我的一切 

我尊崇祢圣洁至高的名 

尊崇祢圣洁的名 (2x) 

尊崇祢圣洁至高的名 
I just want to praise you, lift my hands and say 
I love You, You are everything to me, 
and I exalt Your holy name on high. 

I exalt your holy name (2x) 
I exalt your holy name on high. 

181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我向主歌唱 

唱出一首爱的诗歌 

在这个时刻 我高举双手 

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欢唱我爱祢主(3x) 我爱祢 
In Moments Like These 

©1980 C.A. Music Words and Music by David Graham 

In moments like these I sing out a song, 
I sing out a love song to Jesus. 
In moments like these I lift up my hands, 
I lift up my hands to the Lord. 

Singing I love You, Lord.（3x）I love You 

182 哦，主发光 
主祢爱的光辉正照亮 
在这黑暗弯曲世代中 
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 
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 
光照我们，光照我们 

哦 主发光 让这地充满父神荣光 
灵火焚烧 焚烧众人心灵 
活水涌流 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 
求发命令 主啊 照亮这地 

主我们仰望祢的容颜 
愿荣耀借着我们彰显 
生命更新天天为断改变 
愿祢真理荣美让人看见 
光照我们，光照我们 

哦 主发光 让这地充满父神荣光 
灵水焚烧 焚烧众人心灵 
活水涌流 让全地充满敬拜赞美 
求发命令 主啊 照亮这地 

Shine Jesus Shine 
©1987, Make Way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Graham Kendrick 

Lord the light of Your love is shining 
In the midst of the darkness shining. 
Jesus, Light of the world, shine upon us, 
Set us free by the Truth You now bring us. 
Shine on me, Shine on me. 

Shine, Jesus shine, 
Fill this land with the Father's glory. 
Blaze, Spirit blaze, Set our hearts on fire 
Flow, River flow, 
Flood the nations with grace and mercy 
Send forth Your Word, 
Lord and let there be light. 

As we gaze on Your kindly brightness 
So our faces display Your likeness. 
Ever changing from glory to glory 
Mirrored here may our lives tell Your story. 
Shine on me, Shine o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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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恩友歌 

何等恩友仁慈救主 负我罪孽担我优 

何等权利能将万事 来到耶稣座前求 

多少平安我们坐失 多少痛苦冤枉受 

都是因为未将万事 来到耶稣座前求 

我们有无试探引诱 有无难过苦关头 

决不应当因此灰心 争当到主座前求 

何处能学这般良友 同尝一切苦与愁 

我们弱点主都知道 放心到主座前求 

我们是否软弱多愁 千斤重担压肩头 

主仍做我避难处所 奔向耶稣座前求 

你若真逢友叛亲离 好向耶稣座前求 

到他怀中他必保护 有他安慰便无忧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O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 
O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 
All because we do not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Have we trials and temptations? 
Is there trouble anywhere? 
We should never be discouraged;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Can we find a friend so faithful who will all our 
sorrows share? 
Jesus knows our every weakness;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Are we weak and heavy laden, 
cumbered with a load of care? 
Precious Savior, still our refuge,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Do your friends despise, forsake you?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In His arms He'll take and shield you; 
you will find a solace there. 
Words: Joseph M. Scriven, 1855. Scriven wrote this hymn to comfort 
his mother, who was across the sea from him in Ireland. It was orig
　in　al　ly pub　lished anon　y　mous　ly, and Scriven did not re
　ceive full credit for al　most 30 years. 
Music: “Erie,” Charles C. Converse , 1868 

184 我主我神何等伟大 

我主我神何等伟大 我主我神何等伟大 

天使向他跪下 天地都来敬拜他 

我主我神何等伟大 

What A Mighty God We Serve 

What a mighty God we serve, 

What a mighty God we serve, 

Angels bow down before Him, 

Heaven and earth adore Him, 

What a mighty God we serve. 

©Public Domain，Words and Music by Unverified 

185 每当我瞻仰祢 

每当我瞻仰祢至圣荣面， 

每当我在爱中仰望祢， 

在祢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何等喜乐当我进入祢心意， 

我全心成为祢爱的宝座， 

在祢荣耀光中 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一生活着 为要敬拜祢(2x)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e things that surround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 
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e things that surround 

Be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You.  (2x) 

©1980,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Wayne and Cathy Per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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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当圣灵在我的心 

当圣灵在我的心 我要*歌颂主 

象当年的大卫王 

*我要唱 我要唱 象当年的大卫王(2x) 

*拍拍手 *来跳舞 *赞美主 

When the Spirit of the Lord 

When the Spirit of the Lord moves in my heart 

*I will sing as David sang(2x) 

I will sing, I will sing, I will sing as David sang(2x) 

* I will clap * I will dance * I will praise 

187 耶稣,超乎万名之名 

耶稣 超乎万名之名 

奇妙的救主 荣耀之君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圣洁的救主 永活的道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Words and Music: Naida Hearn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Glorious Lord.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Blessed Redeemer, Living Word. 

188 荣耀祢名 

*天父我爱祢 赞美祢 我敬拜祢 

荣耀祢的名在全地上 

荣耀祢的名 荣耀祢的名 

荣耀祢的名在全地上 

* 耶稣 * 圣灵 

Glorify Thy Name 

©1976, 1981 Maranath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Donna Adkins 

Father, we love You.We worship and adore You 

Glorify Thy Name in all the earth 

Glorify Thy Name, Glorify Thy Name 

Glorify Thy Name in all the earth 

*Jesus *Spirit 

189 祢真伟大 

主阿我神 我每逢举目观看 

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见星宿 又听到隆隆雷声 

祢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 

我灵歌唱 赞美救主我神 

祢真伟大 何等伟大(2x) 

当我想到 神竟愿差他儿子 

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 

主在十架 甘愿背我的重担 

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 

当主再来 欢呼声响彻天空 

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 谦恭地崇拜敬奉 

并要颂扬 神啊 祢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O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ks Thy hands have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mighty thunder,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ed.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2x) 

And when I think that God, His Son not sparing, 

Sent Him to die, I scarce can take it in; 

That on the cross, my burden gladly bearing, 

He bled and died to take away my sin... 

When Christ shall come with shout of acclamation 

And take me home, what joy shall fill my heart! 

Then I shall bow in humble adoration 

And there proclaim, my God how great Thou art! 

©1953, 1955, Mann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Stuart K. 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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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祢是我藏身处 

祢是我藏身处 以得救喜乐歌 

四面重重围绕我 当我惧怕的时候 

我要依靠祢 我要依靠祢 

一切软弱变刚强 在主的大能中 

我要依靠祢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always fill my heart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 
Whenever I am afraid, I will trust in You. 
I will trust in You.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in the strength of my 
Lord. 

©1981, 1983, Maranath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Michael Ledner 

191 一群大能的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 

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 

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 

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主啊，兴起 建立教会 

使我们靠祢坚固 

成为合一祢的肢体 

在祢爱子的国度。 

192 真平安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真实爱)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 

真平安在我心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193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掰开 

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为你们舍命 使你们为我活 

这饼是我的身体 这杯是我血 

现在领受 更新你灵生命 

支取主的应许 让耶稣医治你 

健康代替疾病 过犯都得救免 

现在领受我身体 已为你们掰开 

194 圣灵，欢迎祢降临 

神的圣灵 我们欢迎祢降临(2x) 

慈悲怜悯的天父 全能的上帝 

我们真欢迎祢降临 

Holy Spirit, You Are Welcome 
Holy Spirit, You are welcome in this place(2x) 
Omnipotent father of mercy and grace 
Holy Spirit, You are welcome in this place 

1977 John T. Beson 

195 敬拜主 

敬拜主 敬拜全能的主 

荣耀能力 一切赞美都归给祂 

敬拜主 敬拜权柄的主 

从他宝座 能力流出 流到万民 

来高举 一同高举 主耶稣圣名 

来彰显 一同彰显 耶稣荣耀王 

敬拜主 敬拜尊贵的主 

他曾舍命 今得荣耀 万王之王 
Majesty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 
Unto Jesus, be all glory, honor and praise! 
Majesty, kingdom authority, flows from His throne, 
Unto His own, His anthem raise. 

So exalt, lift up on high the name of Jesus. 
Magnify, come glorify Christ Jesus the King.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 
Jesus who died, now glorified, King of all kings. 
©1987, Songs and 1981, Rocksmith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Jack Hayford



♪珞珈诗歌♫ © 版权所有 - 44 - 

196 向主欢呼 

主耶稣 我救主 主无人能像祢 

我的一生 我要赞美 

祢浩大之爱的奇妙 

我安慰 避难所 避难和力量高台 

让我气息 我之所有 从不停止敬拜祢 

全地向主皆欢呼高声唱 

能力和尊贵 齐赞美君王 

群山跪拜 海洋也要咆哮 

因听见主祢名 

我因祢手作为喜乐欢唱 

我永远要爱祢 我永远坚定 

没有什么可与祢的应许相比 
Shout To The Lord 
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f Your mighty love. 
My comfort, my shelter,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 
Let eve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 

Shout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s 
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1993, Hillsongs Australia,Words and Music by Darlene Zschech 

197 靠着耶稣圣名 

靠着耶稣圣名 靠着耶稣圣名， 

我们必能得胜 

靠着耶稣 圣名，靠着耶稣 圣名 ， 

恶魔会被赶走 

谁能诉尽神的作为 谁能诉尽他的爱 

靠着耶稣宝贵圣名我们必能得胜 
In the Name of Jesus 
In thename of Jesus,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have the victory, 
In the name of Jesus, in the name of Jesus, 
Demons will have to flee. 
Who can tell what God can do, 
Who can tell of His love for you 
When we stand in tbe name of Jesus, 
We have the victory. 

198 耶和华是爱 

耶和华是爱 让我安歇清草溪水边 

神令我省查心中的幽暗 共度每一天 

耶和华是爱 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 

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 

在危难中也不改变 

在世间主恩与共 他的爱常在我身边 

神为我施恩惠保守勉励 共同度此生 

耶和华是爱 让我安歇清草溪水边 

无限满足快乐 涌自心田 

在危难也不改变 

199 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是光明之子 圣灵在我们的心间 

洒下喜乐的种子 让我一天又一天 

享受天父所赐的恩典 

我们是光明之子 耶稣在我们的心间 

洒下信心的种子 让我一遍又一遍 

打破黑暗的种种考验 

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 

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 

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 

让我们向整个世界 

让我们向整个世界 

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200 起来吧！ 

起来吧！神的儿女不要灰心失望 

起来吧！神的儿女不要沮丧 

起来吧！为主传扬 不要失去盼望 

起来吧！为主发光 为他打仗 

纵然前路迷茫 虽遇狂风巨浪 

他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他在你旁 

不畏撒旦阻挡 不怕魔鬼技俩 

他永远是我的避风港 他在我旁



♪珞珈诗歌♫ © 版权所有 - 45 - 

201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如何使我脱罪恶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如何使我得平安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主在十架流血 洗我罪恶清洁 

使我洁白如雪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如何救赎我罪人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如何使我近真神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Nothing But The Blood 
What can wash away my s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What can make me whole aga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precious is the flow, 
That makes me white as snow; 
No other fount I know,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For my pardon this I see,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For my cleansing this my plea,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Nothing can for sin atone,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Naught of good that I have done,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This is all my hope and peace,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This is all my righteousness,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Public Domain,Words and Music by Robert Lowry 

202 天堂在我心 

谁说沉睡已久的花蕾 

不能绽放一季缤纷 

谁说寒冬之后的大地 

不能展现一片青翠 

谁说曾经受伤的翅膀 

不能再度自由地飞 

我要抬起头张开双臂 

拥抱神所赐的世界 

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 

在爱中无惧怕 在爱中无伤悲 

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 

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 

我有天堂在我心 

203 把冷漠变成爱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的美丽的事物迷惑 

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难的世俗绑锁 

分些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204 来高声唱 

来高声唱 来高声唱 

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2×） 

惟有他配得赞美 因他是主 

昔在今在 快来君王 

万膝要跪拜 万国都要承认 

他是主耶稣 他是主耶稣 

他是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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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同心颂扬主圣名 

同心颂扬主的圣名 

他真配得我们敬拜尊崇 

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 

同声颂扬主圣名 颂扬主圣名 

同心颂扬主的圣名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He is worthy to be praised and adored 
So we lift up holy hands in one accord 

Singing blessed be the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Wonds and music by Don Moen,1985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206 只盼望与祢同在 

我只盼望与祢同在 

天天活在祢的面前 

我不要在远处敬拜 引我亲近祢身旁 

我只盼望与祢同在 

在祢居所直到永远 

领我进入祢的同在 我盼望与祢相依 

我盼望与祢同在 活在祢的面前 

与祢一同坐席 祢荣耀四面环绕 

在祢面前 是我一生所愿 

我只盼望 我只盼望 与祢相依 

我只盼望与祢同在 

天天活在祢的面前 

我不要在远处敬拜 引我亲近祢身旁 

哦 我神 祢是我力量诗歌 

每当我在祢面前 我虽软弱祢刚强 

我只盼望与祢同在 

在祢居所直到永远 

领我进入祢的同在 

我只盼望我只盼望与祢相依 

I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Dwelling daily in Your presence 
I don't want to worship from afar 
Draw me near to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n Your dwelling place forever 
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I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Dwelling in Your presence 
Feasting at Your table 
Surrounded by Your glory 
In Your presence that's 
Where I always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Repeat verse 1) 

O my God, You are my strength and my song 
and when I'm in Your presence 
Though I'm weak You're always strong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n Your dwelling place forever 
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I just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I just want to be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Public domain 

207 来庆贺主耶稣 

来欢呼庆贺主耶稣(4x) 

他已复活 他已复活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他已复活 他已复活 

同来欢呼庆贺 主耶稣基督已复活 
Celebrate Jesus 

Celebrate Jesus, celebrate(4x) 
He is risen. He is risen 
And He lives forevermore 
He is risen, He is risen 
Come on and celebrate 
The resurrection of our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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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神掌权 

神掌权 神掌权 神掌权 

神掌权 神掌权 神掌权 

何等佳美 那传出福音的脚踪 

传扬佳音 佳音 宣扬平安 

传报这喜乐的讯息 

209 祢的话 

我将祢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免得我远离。 

哦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祢声音， 

作我脚前的灯，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祢的话却长存， 

天地将毁坏，祢的话却长新。 

我将祢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免得我远离。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祢声音， 

作我脚前的灯，作我路上的光。 

210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只一日活过一日 

我不借明日的阳光 因阳光或变灰暗 

我不为我将来忧愁 因耶稣应许照顾 

我只要靠主身旁行 因他知我的前程 

我虽然无法能明白， 

明天所有的事情，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也深知谁牵我手。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贫穷或是富贵。 

但那位喂养麻雀的，就是站在我旁的。 

我的道路无论怎样，或经过水或火焰。 

但主的宝血遮盖我，他在我前引领我。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I just live from day to day; 
I dont borrow from its sunshine, 
for its skies may turn to gray; 
I dont worry o er the future, 
for I know what Jesus said, 
And today I ll walk beside Him, 
for He knows what is ahead.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it may bring me poverty; 
But the One who feeds the sparrow, 
is the One who stands by me; 
And the path that be my portion, 
may be through the flame or flood, 
But His presence goes before me, 
and I‘m covered with His blood. 

211 这世界非我家 

这世界非我家 我无一定住处， 

我积财宝在天 时刻仰望我主； 

天门为我大开 天使呼召迎接， 

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 

我主 祢知 我无良友像祢， 

天堂若非我家 我必流离无依； 

天门为我大开 天使呼召迎接； 

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 

天上万众圣徒 望我快来相见， 

我将前往欢聚 主已赦我罪愆； 

我虽软弱贫苦 靠主一无所挂， 

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



♪珞珈诗歌♫ © 版权所有 - 48 - 

212 我知所信的是谁 

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深厚， 

不堪如我亦蒙选召，主恩何等奇妙。 

惟我深知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主能保守我 

交付与主的 并主托我的 

都全备直到那日。 

不知何以因信得救 恩门向我放开， 

不知何以一信主话 平安便满心怀。 

不知如何圣灵怠动 使人知己罪污， 

由圣经中显明耶苏 引人信靠救主。 

不知明日将遇何事 前途或顺或逆， 

但主慈爱永不更改 主必看顾到底。 

213 真神之爱 

真神之爱 伟大无穷 

口舌笔墨 难以形容 

高超诸星 深达地狱 

长阔高深 世无相同 

始祖犯罪 堕入引诱 神遣爱子拯救； 

使我罪人 与神和好 赦免一切罪尤。 

哦！神之爱 何等丰盛！ 

伟大无限无量 

永远坚定永远不变 

天使圣徒颂扬。 

天上诸天 当为纸张， 

地下万茎 当为笔杆； 

世上海洋 当为墨水， 

全球文人 集合苦干， 

耗尽智力 描写神爱 海洋墨水会干； 

案卷虽长 如天连天 仍难表达透畅。 

The Love of God 
The love of God is greater far 
Than tongue or pen can ever tell 
It goes beyond the highest star 
And reaches to the lowest hell 
The guilty pair, bowed down with care 
God gave His Son to win 
His erring child He reconciled 
And pardoned from his sin 

Could we with ink the ocean fil 
And were the skies of parchment made 
Were every stalk on earth a quill 
And every man a scribe by trade 

To write the love of God above 
Would drain the ocean dry 
Nor could the scroll contain the whole 
Though stretched from sky to sky 

O love of God, how rich and pure! 
How measureless and strong! 
It shall forevermore endure 
The saints' and angels' song 

214 奉献所有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 是甘心乐意奉献 

我要时常爱主靠主 与主相亲主永远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奉献 

献与爱我尊贵主 全所有奉献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 谦卑俯伏主前求 

世界快乐甘愿撇弃 求主今将我收留 
I Surrender All 
All to Jesus I surrender, All to Him I freely give 
I will ever love and trust Him 
In His presence daily live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All to Thee my blessed Savior,I surrender all 

All to Jesus I surrender,Humbly at His feet I bow 
Wordly pleasures all forsaken 
Take me Jesus, take me now 

©Public Domain，Words and Music by Winfield S. We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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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献上活祭 
我心切切渴慕祢 主 我要紧紧跟随祢 

祢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 

祢信实直到永远 

我王我的神 因祢奇妙圣名， 

献上我的赞美 

耶稣 主耶稣 求用我一生； 

耶稣 主耶稣 求用我一生。 

I Give You All My Life 

My heart longs for You, my Saviour, 

I will follow You, my Lord. 

Your grace and You love, 

Your great name I ll praise, 

Jesus, O Jesus, I give You my life; 

Jesus, O Jesus, I give You my life. 

216 祢信实何广大 

祢信实何广大 圣天父我神； 

祢永远不离弃爱祢之人， 

祢永世不改变祢怜悯丰盛， 

昔在今在永在我父我神。 

祢信实何广大！祢信实何广大！ 

祢将丰盛恩惠每天赐下； 

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预备， 

祢信实何广大 恩惠无涯！ 

春夏秋冬轮回 岁序常变更； 

日月星辰光辉循轨运行， 

天地宇宙 万物皆同作见证， 

述说我主信实慈爱永恒。 

宝血赦我罪愆 灵恩溢我心； 

祢的容光亲自安慰导行， 

日日加力 更赐我光明盼望， 

所有祢的丰盛尽都属我。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O God my Father, 
There is no shadow of turning with Thee; 
Thou changest not, Thy compassions they fail not 
As Thou has been Thou forever wilt be.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Morning by morning new mercies I see. 
All I have needed Thy hand hath provided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Lord unto me. 

Summer and winter, and springtime and harvest, 
Sun, moon, and stars in their courses above 
Join with all nature in manifold witness 
To Thy great faithfulness, mercy and love. 

Pardon for sin and a peace that endureth, 
Thy own dear presence to cheer and to guide. 
Strength for today and bright hope for tomorrow 
Blessings all mine, with ten thousand beside. 

1923, Words and Music by Thomas O. Chilsholm and William Runyan 

217 主啊赐下灵火 

主啊赐下灵火 来拯救失丧灵魂， 
建立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主啊赐下灵火 来满足我们需要， 
使我们行事正直 争战必得胜， 

愿火从天上降下 
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 
炼净我们一生 燃点我们一生， 
这是我的呼求 彰显祢权能， 
主啊 焚烧除掉我们的罪孽 赐我烈火 
复兴之火 烈火从天从天上降下。 

218 唯一的爱 

唯一的爱，唯一的爱， 

唯一的爱就是祢的爱。（2x） 

我敬拜祢，来到主祢面前， 

支取那爱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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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在主里的时刻 

在主里的时刻 

他使万物都美好，在主里。 

求主每天提醒我 求主每天教导我 

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 

在主里的时刻 

他使万物都美好，在主里 

主愿我所献生命，主愿我所唱诗歌 

都能蒙我亲爱主所喜悦。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Lord, please show me everyday, 
As You're teaching me Your way, 
That You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Your time. 
Lord, my life to Your I bring, 
May each song I have to sing, 
Be to You a lovely thing, in Your time. 

©1978, Maranath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Diana Ball 

220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只要信靠主恩言 

只要站在主应许上 信靠主蒙福无边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 

多少事上已证明 

耶稣，耶稣，宝贵耶稣 

愿我信心更坚定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只要信靠主恩言 

只要凭着纯一信心 能洗罪污白如雪 

感谢主助我信靠祢 祢是我救主良友 

我深信祢与我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久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And to take him at his word 
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And to know, "Thus saith the Lor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ve proved him o'er and o'er!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O how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rust his cleansing blood 
And in simple faith to plunge me 
'neath the healing, cleansing flood! 

Yes, 'tis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from sin and self to cease 
Just from Jesus simply taking 
Life and rest, and joy and peace 

I'm so glad I learned to trust thee 
Precious Jesus, Savior, friend 
And I know that thou art with me 
Wilt be with me to the end 

Words and Music by Louisa Stead 

221 起来！神的儿女 

作词：黄国伦 作曲：黄国伦 编曲：黄国伦 

起来！神的儿女 

不要再沉睡 复兴快来临 

起来！神的儿女 

大声来赞美 用歌声赶走乌云 

来赞美来高举祂的圣名 

主的灵正运行在全地 

喔~ 来赞美来欢呼他已胜利 

喔！主耶稣 他已掌权 他已胜利 

文案： 那一天下午， 我在为一些重要事祷告时，因为身体太累，竟然 

睡著了。在梦中，彷彿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 “还睡？快起来！这是 

用祷告迎接复兴的时刻......。”我很快地惊醒过来，并写下了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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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带领我作词：黄国伦 作曲：黄国伦 编曲：黄国伦 

祢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祢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每当我彷徨失措 软弱无助的时候 

我要在祢怀中安息 

祢的时候不同我的时候 

我要等候不住感谢祈求 

知道黑暗会过去 我要在祢光中欢喜 

谁能敌挡我 若祢要帮助我 

困难算什么 痛苦算什么 

在它们的背后 是祢祝福的手 

孤单算什么 羞辱算什么 

祢的爱是那么深 祢的恩典够我用 

带领我 怜悯我 

我要紧紧跟随祢 我要全心依靠祢 

祢是我主 我的拯救 

带领我 扶持我 

我要天天歌颂祢 坚信不移祢应许 

祢是葡萄树 我是枝子不分离 

文案：96年"天使"专辑在商业上失败后，我从巅峰掉到谷底......原本与唱 
片公司有二年优渥的合约， 也提前解约。 而自己想用音乐来传福音的 
梦想，似乎也破灭了......。家中经济顿时陷入困难。半年来，常在夜里 
后悔叹息，怪自己选择错误，怪自己听错 
上帝的声音。9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母亲打电话来说：“上帝 
有些话给她来对我说，诗篇89篇50节。......”然后，我就在电话那头 
与母亲一同祷告， 之后我放声大哭。 挂上电话， 我跪在地上感谢上帝。 
此时，"带领我"的词曲，一句一句从心中唱出来。我知道上帝透过这 
首歌在安慰我，我也愿这首歌能安慰每一颗软弱彷徨的心。 

223Shalom，平安作词：黄国伦 作曲：黄国伦 

Shalom、Shalom 祂名是耶和华 Shalom 

Shalom、平安 祂称为和平的君王 

耶稣 宝贵的主 甘愿背我重担 

因祂鞭伤我得医治 因祂刑罚我得平安(3x) 

224 活水江河作词:黄国伦,作曲:黄国伦 编曲:黄国伦/苏郁修 

活水江河 活水江河 凡信的人 

要从腹中流出 活水江河 (x2) 

凡信的人 要从腹中流出 活水江河 

活水江河 活水江河 凡信的人 

要从腹中流出 活水江河 (x4)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 饮于圣灵的江河 

喔~ 真平安真喜乐 

因为耶稣 就是活水江河 

225 以便以谢 作词：黄国伦 作曲：黄国伦 

以便以谢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2x）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在他岂有难成的事 

来投靠他不用惧怕 看他为你成就大事 

226 应许之地 作词：黄国伦 作曲：黄国伦 

争战已开始 大家快准备 

敬醒祷告不要再松懈 

主是大元帅 我们是军队 

跟著耶稣大步迈向前 

主在旷野为我开道路 他是神 

主在沙漠为我开江河 Don't be afraid 

抬著主约柜 踏在水里面 

约旦河将分开成两边 

用信心当盾牌 赞美做利箭 

耶利哥城将变成石堆 

主在旷野为我开道路 他是神 

主在沙漠为我开江河 Don't be afraid 

Oh! Promised land Oh! Promised land 

就在前面 刚强壮胆 勇敢向前 

到 Promis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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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作词:黄国伦 作曲：黄国伦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显得完全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因为主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显得完全 

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何时我软弱 何时我就得刚强 

喔！主的恩手 永不离开我 

228 流血之泉 

今有一处流血之泉 从耶稣身发源； 

罪人只要在此一洗 能去全身罪愆。 

能去全身罪愆 能去全身罪愆， 

罪人只要在此一洗 能去全身罪愆。 

亲爱救主祢的宝血 永世不会失效； 

直到天父救赎众民 罪恶全都洗清。 

罪恶全都洗清 罪恶全都洗清， 

直到天父救赎众民 罪恶全都洗清。 

自从一看主伤流血 成这赎罪泉源； 

赎罪妙恩我常传扬 至死仍然要传。 

至死仍然要传 至死仍然要传， 

赎罪妙恩我常传扬 至死仍然要传。 

There Is A Fountain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drawn from 
Emmanuel's veins; 
And sinners plunged beneath that flood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And sinners plunged beneath that flood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Dear dying Lamb, Thy precious blood sha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ill all the ransomed church of God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Till all the ransomed church of God be saved, to 
sin no more. 

E‘er since, by faith, I saw the stream Thy 
flowing wounds supply, 
Redeeming love has been my them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Redeeming love has been my theme, and shall 
be till I die. 

Words: William Cowper,1772.Music: “Cleansing Fountain,” 

229 为了爱 

为了爱 祂来到世界上， 

离开尊贵天 变成人一样。 

为了爱 犹太为故乡， 

渔夫是朋友 父亲是木匠。 

为了爱 耶稣来到这地方， 

给我新生命 自由和理想。 

为了爱 祂被钉十字架， 

祂的爱 使我心有盼望。 

Love Was When 
Love was when God became a man 
Locked in time and space without rank or place 
Love was God born of Jewish kin 
Just a carpenter with some fishermen 
Love was when Jesus walked in history 
Lovingly He brought a new life that s free 
Love was God nailed to bleed and die 
To reach and love one such as I 

Love was when God became a man 
Down where I could see love that reached to me 
Love was God dying for my sins 
And so trapped was I my whole world caved in 
Love was when Jesus rose to walk with me 
Lovingly He brought a new life that s free 
Love was God - only He would try 
To reach and love one such a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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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祷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处播下祢的爱 

在伤痕之处播下祢的宽恕 

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 

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 但求全心付出爱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绝望之处播下祢盼望； 

在幽暗之处播下祢光明； 

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 

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 

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Make me a channel
Prayer of St. Francis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bring your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your pardon Lord 
And where there is doubt true faith in You 

Oh,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ever seek 
So much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with all my soul 

Make ma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dispair in life let me bring hope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only light 
And where there's sadness ever joy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It is in giving to all man that we receive 
And in dying that we are born to eternal life 

231 奴仆君王 

祢道成肉身为人 隐藏荣耀甘心入世 

谦卑舍己服事人 因祢所赐我得永生 

这是我神 奴仆君王 

祂召我现在跟随祂。 

领我生命 每日献上自己， 

敬拜这位奴仆君王。 

那流泪园子里 我的重担祂全背起 

祂悲痛流下泪说 惟祢旨不照我意行 

来看祂手脚钉痕 就能明白祂的救恩 

造穹苍星晨的手 甘心被钉为我受苦 

让我们学习祂样式 生活举止以主为是 

彼此所需可选择 为着基督我们服事 
The Servant King 
From heaven You came, helpless babe 
Entered our world, Your glory veiled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nd give Your life that we might live 

This is our God, the SERVANT KING; 
He calls us now to follow Him 
To bring our lives as a daily offering 
Of worship to the SERVANT KING. 

There in the garden of tears (girls) 
My heavy load He chose to bear; 
His heart with sorrow was torn, 
Yet not my will, but Yours he said. 

Come see His hands and his feet, (guys) 
The scars that speak of sacrifice 
Hands that flung stars into space 
To cruel nails surrendered 

So let us learn now to serve, 
And in our lives enthrone Him 
Each other's needs to prefer 
For it is Christ we're serving 
©1983 Kingsway's Thankyou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Graham Kend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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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耶稣荣耀恩典大光中 

万般事全都变为虚空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1922, 1950, Singspiration, Inc.，Words and Music by Helen Lemme 

233 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 

让神的儿子以祂圣灵和祂爱来围绕你 

让祂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 

让祂担负你一切挂虑， 

赏赐平安的圣灵， 

降临在你生命中 使你完全。 

耶稣 主耶稣 求充满我们。 

耶稣 主耶稣 求充满我们。 

哦 扬声欢呼歌唱赞美， 

让你心充满喜乐， 

举起双手甘愿顺服祂的名。 

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 

痛苦岁月交给祂， 

你将靠着祂的名 进入永生。 
Spirit Song 

O let the Son of God enfold you with his Spirit and 
his Love 
Let Him fill your heart and satisfy your soul. 
O let him have the things that hold you and his Spirit 
like a dove 
Will descend upon your life and make you whole. 

Jesus, O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Jesus, O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O come and sing this song with gladness as you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joy, 
Lift your hands in sweet surrender to his name. 
O give Him all your tears and sadness, give him all your 
years of pain 
And you'll enter into life in Jesus' name. 

©Public Domain,Words and Music by John Wimber 

234 真爱要等待 

我已经决定 向自己表白 

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 

身体不向情欲随便低头 

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 

没有期待的不是爱 不能忍耐也不是爱 

激情汹涌,短暂澎湃 来的快去的也快 

没有期待的不是爱 不能忍耐也不是爱 

经得起考验是真情是真爱 

我期待 用心去爱 

235 祢配得至圣尊荣 

耶稣 祢配得至圣尊荣 

耶稣 当受最高赞美 

愿全地响应 诸天唱和, 

来尊崇主圣名超乎万名。 

让我们屈膝俯伏敬拜祂, 

因祂圣名 万膝要跪拜; 

让万口承认 祂是主耶稣, 

全能神 今我荣耀祢。 

但愿尊贵、颂赞和权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2x) 

主耶稣, 永活真神儿子 
Jesus Shall Take the Highest Honour 
Jesus shall take the highest honour 
Jesus shall take the highest praise 
Let all earth join heaven in Exalting His name 
Which is above all other names 
Let's bow the knee in humble adoration 
For at His name every knee must bow 
Let every tongue confess He is Christ God's only Son 
Sovereign Lord, we give You Glory now 

For all honour and blessing and power 
Belongs to You! Belongs to You! 
For all honour and blessing and power 
Belongs to You! Belongs to You! 
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the Living God 

Words and music by Chris Bowater ©1985 lifestyle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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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让爱走动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 

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 

用你的心，伸出你手 

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 

随风扬起，编制美丽的梦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 

绽放阳光，编制神所造的梦 

236’祢使我双脚跳舞 

全地都向耶和华发出大声欢呼 

用琴歌颂祢，用诗歌齐声赞美祢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彭湃欢呼 

愿大水拍手，愿诸山一同欢呼 

祢使我的双脚跳舞 祢使我灵欢唱 

我要全心全意全人全力赞美祢（×2） 

啦———— 

我要全心全意全人全力赞美祢（×2） 

237 复兴圣洁 

主 求祢复兴我 心中的圣洁 

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主 求祢复兴我 心中的圣洁 

将我分别为圣 作祢尊贵荣耀器皿 

我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作祢圣洁的器皿 

我将生命 献上为祢而活 为祢呼吸 

我将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作祢圣洁的器皿 

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 

238 耶稣，超乎万名之名 

主耶稣 至圣者 

和平之子 公义真神 

祢圣洁美丽无比 祢完全无人能及 

主耶稣 真神儿子 

谦卑自己十架上舍己 

祢宝血涌流能力 

在祢爱中我得以完全 

耶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天上地下 万物屈膝敬拜 

喔 耶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愿荣耀都归祢 愿荣耀都归祢 

愿荣耀都归耶稣羔羊 

239 展开清晨的翅膀 

主耶和华 祢已经鉴察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祢都已晓得 

我行路 我躺卧 祢都细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头上的话 祢没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奇妙 是我不能测透 

祢的至高 祢的尊贵 

是我永远不能所及 

我可以往哪里去 躲避祢的灵 

我可以往哪里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 

就在那里 祢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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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我愿触动祢心弦 

每当我来到主祢宝座前 

我心我灵向祢俯伏敬拜 

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 

恳求祢心意向我显明 

我愿触动祢心弦 全心讨祢喜悦 

我要举起双手 降服于祢 贴近祢的胸怀 

我愿触动祢心弦 全心讨祢喜悦 

我主我的神 求夺我心意 完全属于祢 

241 祢是 

当祢安慰我时 再恶的毁谤不能使我愤怒 

当祢抚摸我时 再利之刀刃无法造成伤痕 

当祢拥抱我时 再深的痛楚都要烟消云散 

当祢定睛看我 再久的委屈也要倾吐出来 

祢知我的意念 失去祢我无法感受 

祢是我的永远 没有祢就没有结果 

祢是我的一切 一心属祢我别无所求 

祢以掌握明天 在祢以外我毫无成就 

当祢充满我时 再美的言语无法表达出来 

当祢领我前进 再大的阻碍无法使我懈怠 

当祢靠近我时 再久的冷漠无法冰冻我心 

当祢与我同在 再大的难关都要度过安然 

242 谁能与祢相比 

主 有谁能与祢相比 

主 有谁能比祢美丽 

主我选择敬拜祢 因祢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唱歌为要敬拜祢 只想颂扬祢的名 

活着为要事奉祢 荣耀归于祢圣名 

243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圣灵啊，求祢来，我软弱祢明白 

我无言，祢叹息，亲自为我代求 

祢鉴察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旨意 

祢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 

啊，我心不住赞美 

啊，我灵不住称谢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啊，我心不住赞美 

啊，我灵不住称谢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244 宝座前的敬拜 

进入祢至圣所，瞻仰祢荣美 

献上馨香之祭，唯愿天父喜悦 

祢的荣光，祢圣洁，我心爱慕 

主祢荣耀至圣名，配得赞美 

天父，天父，荣耀的天父 

天父，天父，荣耀的天父 

耶稣，耶稣，我心所爱慕 

耶稣，耶稣，我心所爱慕 

众天使屈膝，称颂祢圣名 

至高者宝座前，生命活水涌流 

众水扬声欢呼，群山跪拜 

圣洁荣耀奇妙主，昔在永在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主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主 

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 

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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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在我内心里 

在我的内心里 深深感谢祢 耶稣 

因祢已先爱我 使我归向祢 

今将我自己 完全献于祢 求主陶造我 

求主塑造我 今将我生命 完全交托祢 

求主使用我 求主差派我 这是我心愿 

我的祷告 求主应允我 求主扶持我 

这是我感恩 这是我赞美 哦 求主悦纳 

我

246 加略山的爱 

当祢对我说我爱你 我的心充满惊喜 

当祢对我说我爱你 我的心充满感激 

是何等的爱 让漂泊的心得到安歇 

是何等的爱 让孤单的灵得到慰藉 

那是祢 是祢 是加略山的爱 

让我重回天父的怀里 

那是祢 是祢 是髑髅地的爱 

让我找回生命的意义 

我要对祢说我爱你 有祢同在好甜蜜 

我要对祢说我爱你 我愿献自己给祢 

247 奇妙的爱 

奇妙的爱，何等长阔高深 

我主耶稣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 

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祢圣名 

我愿称颂祢圣名到永远 

因祢受的刑罚，使我得享平安 

因祢受得鞭伤，使我得着医治 

因祢的慈爱，使我有全新生命 

因祢复活，使我有永恒盼望 

(Repeat Chorus) 

248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星星画出祢 

祢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祢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祢 

祢的美好 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249 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 为我牺牲自己 

神羔羊 祢是弥赛亚 耶稣和平之君 

我要跪拜 要敬拜祢主啊 

因为祢是万王之王 

我要跪拜 要敬拜祢我神 

宝贵耶稣 和平之君 

Holy One Of Israel 

Holy One, of Israel, He was sacrificed for me. 

Lamb of God, You are Messiah. 

Jesus Prince of Peace. 

I will bow down, and worship You, Oh Lord! 

For You are King of kings! 

I will bow down, and worship You, my God! 

Precious Jesus, Prince of Peace. 

1992 words and music by John Lauon



♪珞珈诗歌♫ © 版权所有 - 58 - 

250 以 马 内 利 来 临 (O Come,O 

Come,Emmanuel) 

以马内利 恳求降临 救赎释放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 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耶西之条 恳求降临 撒但手中释放子民 

地狱深处 拯救.子民 使众得胜死亡之坟 

清晨日光 恳求降临 藉主降临欢慰众心 

冲开长夜 幽暗.愁云 驱散死亡深沉黑影 

大卫之钥 恳求降临 大开我众天家的门 

安排我众 登天路程 断绝人间多苦途径 

欢欣！欢欣！以色列民 

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251 天使歌唱在高天 

天使歌唱在高天 美妙歌声遍平原 

四周山岭发回声 响应天使欢乐音 

荣---耀，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荣---耀，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牧人有何大喜悦 快乐歌声不休歇 

有何喜讯感心弦 齐发歌声美难言 

诸君同往伯利恒 天使所唱圣婴生 

前来跪拜同声唱 基督救主新生王 

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Sweetly singing o'er the plains, 
And the mountains in reply 
Echoing their joyous strains. 

Gloria, in excelsis De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Shepherds, why this jubilee? 
Why your joyous strains prolong? 
What the gladsome tidings be 
Which inspire your heavenly song? 

Come to Bethlehem and see 
Christ whose birth the angels sing; 

Come, adore on bended knee, 
Christ the Lord, the newborn King. 
See Him in a manger laid, 
Whom the choirs of angels praise; 
Mary, Joseph, lend your aid, 
While our hearts in love we raise. 

252 啊，圣善夜(0, Holy Night) 

啊，圣善夜，众星照耀极光明， 

今夜良辰亲爱救主降生； 

世人沉沦全地已罪恶贯盈， 

直到主来，灵魂才得拯救。 

困倦世人骤获希望真高兴， 

因有一荣耀新王今降生； 

恭敬崇拜，啊，听天使唱歌声！ 

啊！神.圣夜，圣.夜 基督降生！ 

啊！神圣夜，圣夜.，啊！神圣夜！ 

星光明亮，忠信领照我前程， 

到摇篮旁爱主心更增长； 

星光引导在高天闪烁清明， 

东方博士前来尊主颂扬。 

万王的王在马槽卑卧安静， 

祂是我良友当受试心伤； 

主施恩赐，看顾我软弱需要。 

仰望我王，谦.恭俯拜祂前！ 

仰望我王，谦恭.俯拜祂前！ 

救主教我要彼此互相亲爱； 

仁爱诫命传福音讲和平； 

主碎锁炼因罪奴是我兄弟， 

靠祂圣名压迫全被阻停。 

我们高唱快乐诗歌同感谢， 

众人当齐声赞扬主圣名； 

基督我主，啊，永远颂祂圣名！ 

至尊.权荣，万.世传扬不息！ 

至尊权荣，万世.传扬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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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听啊 天使高声唱 

听啊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与新生王 

天人从此常融洽 恩宠平安被万方 

起啊万国众生灵 响应诸天歌颂声 

加入天军传喜信 基督生于伯利恒 

听啊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与新生王 

基督诸天同颂扬 基督千古永生王 

大展群心求临格 普世恩光万众望 

真神披上血肉体 圣道化身降尘世 

甘与常人同起居 大哉我以马内利 

欢迎天降和平王 欢迎辉煌公义光 

祂赐世人新生命 祂消痛苦治创伤 

舍弃荣华离天上 降生奋斗灭死亡 

消灭死亡赐再生 再生宏福万古长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Peace on earth, and mercy mild, 
God and sinners reconciled!” 
Joyful, all ye nations rise, 
Join the triumph of the skies; 
With th'angelic host proclaim, 
”Christ is born in Bethlehem!”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Christ, by highest heav'n adored; 
Christ the everlasting Lord; 
Late in time, behold Him come, 
Offspring of a virgin's womb. 
Veiled in flesh the Godhead see; 
Hail th'incarnate Deity, 
Pleased with us in flesh to dwell, 
Jesus our Emmanuel. 

Hail the heav'nly Prince of Peace! 
Hail the Sun of Righteousness! 
Light and life to all He brings, 
Ris'n with healing in His wings. 
Mild He lays His glory by, 
Born that man no more may die. 
Born to raise the sons of earth, 
Born to give them second birth.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Words: Charles Wesley, 1739, Music: Felix Mendelssohn, 1840 

254 是何婴孩? 

是何婴孩躺卧安睡，在马利亚胸怀内？ 

牧人正在看守群羊，天使歌唱是为谁？ 

他是基督我王 天使歌唱 牧人欢庆 

快来向他颂扬 救主 基督 至圣婴 

为何他在卑贱地方，牛羊驴马之身旁？ 

好基督徒衷心思量，主为罪人得释放。 

奉献黄金乳香没药，万民承认他为王； 

万王之王恩赐救赎，心灵当尊他为王。 

What Child Is This? 
Words: William C. Dix,1865.Music: Greensleeves,16th Century English melody. 

What Child is this， who laid to rest 
On Mary's lap is sleeping? 
Whom angels greet with anthems sweet, 
While shepherds watch are keeping? 

This, this is Christ the King, 
Whom shepherds guard and angels sing; 
Haste, haste, to bring Him laud, 
The Babe, the Son of Mary. 

Why lies He in such mean estate, 
Where ox and ass are feeding? 
Good Christians, fear, for sinners here 
The silent Word is pleading. 

So bring Him incense, gold and myrrh, 
Come peasant, king to own Him; 
The King of kings salvation brings, 
Let loving hearts enthrone Him.



♪珞珈诗歌♫ © 版权所有 - 60 - 

255 仰望恩典 

每一天，每一夜 每一分钟， 

我仰望祢的恩典 

患难时，在我喜乐时 

祢双手领我进入祢恩典 

主耶稣祢宝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孽 

为我死，为我而流泪 

赐给我无尽的恩典 

我能有什么给祢啊 

能报答祢付的代价 

每当我定睛祢十架 

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 

我的心不要忘记啊 

他鞭伤换来新的生命啊 

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 

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256 为主来梦想 

<摘自王子音乐， 为主来梦想> （约珥书二 28,出埃及记十五 2） 

相片里 儿时的模样 

记录着 年少的时光 

曾经在 你我的心中 

要登上月亮 要飞越太平洋 

多年后 我们都成长 

告别了青涩和迷惘 

曾经在 你我的心中 

编织的梦想 是否已遗忘 阿－－ 

人生的理想 是为主发光 

拭去了泪水 使我们更坚强 

路依然漫长 别失去盼望 

痛苦时记得 有主在你身旁 

为主来梦想 为主来发光 

虽然有挫折 但我不用沮丧 

主是我力量 主指引方向 

我们的日子有梦想 有灿烂的阳光 

257 为主赢得城市 

为基督赢得这城市 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 

被掳的灵魂得释放 被杀的羔羊得胜 

为基督赢得这城市 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 

喜乐油代替了悲哀 赞美衣代替了忧伤 

为基督赢得这城市 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 

被掳的灵魂得释放 被杀的羔羊得胜 

主啊 求祢恩膏我 差我传扬福音的禧年 

主啊 求祢恩膏我 差我传扬福音的禧年 

王子音乐/为主赢得城市 

258 在祢荣耀中 

无论我往哪里去 求祢与我同行 

因祢的同在 是我蒙恩的确据 

即使我身在旷野 只要得见祢面 

有祢的同在 在黑暗中 我得见光 

在祢荣耀中 在祢荣耀中 

所有的一切不再重要 转眼已成空 

我别无所求 我别无所求 

只愿祢同在 永远停留 

王子音乐/为主赢得城市 

259 试炼中的歌吟 

当我四面受敌 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不致失望 

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却不致死亡， 

耶稣的生显明在我身上 

将我的眼光放在未来 

让我的盼望定睛天上 

暂时的苦楚在荣耀的光中 

蜕变成不朽的生命与刚强。 

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 

雨后有彩虹高挂穹苍 

死亡与复活仅死一线之隔 

试炼后绽放出属天的光亮。 

王子音乐/为主赢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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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 是平安的意念， 

一生一世他定意用恩典为你冠冕； 

耶和华的心 是赐福的意念， 

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 

当你遇苦难 他渴望与你共承担 

试探中他要更新你 赐够用恩典。 

忧伤与愁烦 他渴望为你来舒缓。 

唯愿你全心交托 寻求他荣面。 

耶和华的心 是慈爱的意念 

一生一世我要赞美 信靠到永远 

261 祢爱的大能 Power of Your Love 

主我亲近祢 使我心变化更新 

我知在主里 祢恩典涌流 

在祢慈爱里 我心中一切软弱 

都将被挪去 因祢爱的大能 

主开启我眼 使我与祢面对面 

明白祢的爱 祢在我里面 

更新我心意 向我显明祢旨意 

在每日生命中 因祢爱的大能 

拥抱我 让祢爱围绕我 

吸引我 靠近我身旁 

我等候 将如鹰展翅上腾 

我要与祢飞翔 祢圣灵引领我 

在祢爱的大能 
Lord I come to You 
Let my heart be changed, renewed 
Flowing from the grace 
That I've found in You 
Lord I've come to know 
The weakenesses I see in me 
Will be stripped away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Hold me close, Let Your love surround me 
Bring me near, Draw me to Your side 
And as I wait, I'll rise up like the eagle 
And I will soar with You, Your Spirit leads me on 
In the power of Your love 

Lord unveil my eyes 
Let me see You face to face 
The knowledge of Your love 
As You live in me 
Lord renew my mind 
As Your will unfolds in my life 
In living every day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Hillsong Music, Words and music by Darlene Zschech 

262 主如明亮晨星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 

有一曙光明照在我心 

祂是那称为奇妙的救主 

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 

祂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 

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 

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 

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 

救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 

祂去原为我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我到祂父家 

永远与主同在到千万年 

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 

只有甜美快乐的笑容 

众圣徒同集在明亮圣城 

满心欢颂赞美主大恩 

祂仁慈善良的爱 

领我冲破狂风巨浪 

主如一颗明亮的晨星 

带给我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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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他名是高过 

他名是高过所有的名字 

他名是耶稣 他名是主 

他名是高过所有的名字 

他名是耶稣 他名是主 

264 劝 

不要像流云 流浪天边 

不要像浮萍 漂浮水面 

它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 

剎那间 踪影就消失不见 

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 

信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 

你我生命不是云烟 

不是为偶然出现（x2） 

265 荣耀神羔羊 

荣耀 荣耀 荣耀神羔羊 

荣耀 荣耀 荣耀神羔羊 

惟有他是荣耀 尊贵配得赞美 

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 来敬拜祂 

高声齐来颂扬 在宝座上的羔羊 

266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 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 

我要唱 我要唱 

我要唱 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 

我要唱 耶和华的大慈爱 

用我口 叫人知道 

祢大信实 祢大信实 

用我口 叫人知道 

祢大信实直到永远万代 

267 尊贵　何等尊贵 

*尊贵　何等尊贵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何等尊贵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敬拜祢 

*圣洁　*耶稣　我主耶稣　

Worthy,You are worthy 

*Worthy, You are worthy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s, You are worthy.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s, I worship You. 

*Holy *Jesus 

268 愿全地听主声音 

愿全地听主声音 万民欢呼喜乐， 

赞美我主圣名。 

高山低谷都欢喜，田野树木拍掌 

都来欢呼赞美。 

公义慈爱他已赏赐我们 他国度永远常存 

让我们来高举真理宝剑 将福音传到世界 

到世界。 

269 抬头仰望主 

向万王之王 抬起头仰望 

虔诚敬拜 欢唱赞美他 

赞美他尊荣 赞美他权能 

良善圣洁 荣耀全归主耶稣我王 

Lift Up Your Heads 

Lift up your head to the coming King, 

Bow before Him and adore Him, sing. 

To His majesty, let your praises be, 

Pure and holy, giving glory, to the King of 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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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向我的主敬拜 

271 来欢呼耶稣的名 

来欢呼耶稣 欢呼以马内利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明亮晨星 

我要歌唱赞美祢 永远赞美祢 

我要与祢同作王 直到永远 

All Hail King Jesus 
All Hail King Jesus, all hail Emmanuel, 
King of kings,Lord of Lords, bright morning star, 
And I'll reign with You throughout eternity. 

272 释放我灵 Set My Spirit Free 

让我灵自由 使我能敬拜祢 

让我灵自由 使我能赞美祢 

让重担卸下 使我得释放 

让我灵自由来敬拜祢 

Set my spirit free that I might worship Thee, 
Set my spirit free that I might praise Thy name, 
Let all bondage go and let deliv'ance flow, 
Set my spirit free to worship Thee, 

273 全地当来向主歌唱 

全地当来向主歌唱 天天来传扬他的救恩 

他奇妙作为何等荣耀 愿全地向他歌唱 

因他他本为大 满有尊贵 能力 

欢欣 欢欣 主我神已作王 

274 主我高举祢的名 

主我高举祢的名 主我深爱称颂祢 

我甚欣慰祢爱我 我甚欣慰祢救赎我 

祢从天上降世间 指引我路 

在世间被钉十架 我罪得赎 

从十架到坟墓 从坟墓升回天 

主我高举祢的名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Words and Music: Rick Founds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I'm so glad You a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275 主耶稣再降临那日 
主耶稣再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 
那早晨永远光明华丽无比 
凡世上得救的人 一同相会在主明宫 
在那边点名 我一定在其中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在那边点名 我一定在其中 

我们应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等待 
我们应传扬耶稣奇妙大爱 
当世上路程跑尽 派我职事已做完工 
在那边点名 我一定在其中 

<When the Roll Is Called Up Yonder>Words & Music:James M. Black,1893. 

276 谷中百合花The Lily of the Valley 

主耶稣是我良友 有主胜得万有 

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灵友 

主是谷中百合花 我惟一切需要祂 

祂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 

悲伤时祂来解忧 患难时祂保佑 

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 

主是晨星灿烂光华 是谷中百合花 

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祂 
Word:  Chales William Fry ,1881,musicr: William S. Hays, 1871 Arr. Charles W. 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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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我是主的羊 

主领我到青草地 安歇在溪水旁 

黄昏时 主与我一路同行 

牧场上 主的羊都得饱足 心快畅 

我是主的羊 

青草地 (死荫幽谷) 溪水旁 (高山峻岭) 

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 

(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 

黑暗夜 (死荫幽谷) 路崎岖 (高山峻岭) 

每一步跟随主行 (每一步跟随主行) 

278 邀请祢 

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 

让我对祢忠贞专一 

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 

让我完全属於祢 

主我邀请祢 恭敬地邀请祢 

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主我邀请祢 衷心地邀请祢 

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 

让我不负祢的爱情 

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 

让我全心爱慕祢 

279 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 儆醒祷告 

最要紧的是, 彼此确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280 神真美好God Is So Good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神真美好 他对我真好 

他看顾我 他看顾我他看顾我 每一日看顾 

我顺服他 我顺服他我顺服他 每一日顺服 

他真爱我 他真爱我他真爱我 他真是爱我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He cares for me, He cares for me, He cares for me, 
He's so good to me! 
I love Him so, I love Him so, I love Him so, 
He's so good to me! 
I praise His Name, I praise His Name, I praise His Name, 
He's so good to me! 

281 耶稣爱我我知道Jesus Loves Me 

耶稣爱我我知道 因有圣书告诉我 

凡小孩子主牧养 我虽软弱他强壮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有圣书告诉我 

耶稣爱我舍性命 将我罪恶洗干净 

天上荣门为我开 把他小羊引进来 

耶稣爱我永不忘 永不离开他小羊 

白日遭难主搭救 黑夜睡觉主看守 

耶稣爱我爱到底 爱我罪人真稀奇 

我若生前爱救主 日后必领到天家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The Bible tells me so. 

Jesus loves me, he who died,Heaven's gate to open wide 
He will wash away my sin,Let his little child come in. 

Jesus loves me, loves me still,Though I'm very weak and ill; 
From his shining throne on high,Comes to watch me 
where I lie. 

Jesus loves me, he will stay,Close beside me all the way: 
If I love him, when I dieHe will take me home on high. 
Word: Anna Barlett Warner, 1820~1915Music:William Batchelder Bradbury,1816~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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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我的上帝是大有能力权柄的 

我的上帝是大有能力权柄的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2x） 

这地的田野和山谷都属他 

星星也是他手所造 

我的上帝是大有能力权柄的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为你为他 为你为我 

283 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主 牵我手 建立我 领我走 

我疲倦 我软弱 我苦愁 

经风暴 过黑夜 求领我进光明 

亲爱主 牵我手 到天庭 

我道路 虽凄凉 主临近 慰忧伤 

我在世 快打完 美好仗 

听我求 听我祷 搀我手 防跌倒 

亲爱主 牵我手 常引导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 help me stand; 
I am tired, I am weak, I am worn; 
Thro' the storm, thro'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When my way grows drear, 
Precious Lord, linger near; 
When my life is almost gone, 
Hear my cry, hear my call, Hold my hand lest I fall;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Word::Thomas Dorsey,，music:  George N. Allen, 1812~1877 arr. Thomas Dorsey, 

284 信的故事 

初次来这里 听他们在说 

耶稣的事迹 未曾闻过 

但在我心坎 有新的感受 

莫名的平安 像股暖流 

我几乎忘记 往日的苦恼 

不觉已脱离 罪恶的囚牢 

从他们脸上 表露的纯真 

我心暗想： 真的有神 

他们且告诉 神要进我里 

作生命救主 若我愿意 

我眼未看到 对祂又不知 

只觉得需要 不妨一试 

我就从深处 真心转向祂 

喊哦主耶稣 求祂来救拔 

从无一名字 如此甘又美 

我享真实 今仍回味 

脱一身缠累 进入真安息 

不再有定罪 蒙神称义 

我与主联合 祂是我生命 

今向神活着 因信得生 

我在基督里 荣耀又逍遥 

我与祂是一 成为神新造 

哦这个就是 我信的故事 

美妙之至 是爱是诗！ 

285 圣洁主 

圣洁主 至圣洁主 

唯有祢配得 我们赞美 

哦 圣洁主 至圣洁主， 

我们全心敬拜祢 

祢本为大 配得赞美 

至圣至尊 祢本为大 至圣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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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神未曾应许 

神未曾应许 天色常蓝 

人生的路途 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 常晴无雨 

常乐无痛苦 常安无虞 

神却曾应许 生活有力 

行路有光亮 作工得息 

试炼得恩勖 危难有赖 

无限的体谅 永恒的爱 

神未曾应许 我们不遇 

苦难和试探 懊恼忧虑 

神未曾应许 我们不负 

许多的重担 许多事务 

神未曾应许 前途尽是 

平坦的大路 任意驱驰 

没有深水拒 汪洋一片 

没有大山阻 高薄云天 

287 祂是否 Isn't He 

祂是否 真美好 真美好 祂是否 

和平君 神爱子 祂是否 

祂是否 真奇妙 真奇妙 祂是否 

大策士 全能上帝 祂是否 

祂是否 就是祂 就是祂 

Isn't He beautiful?  Beautiful, isn't He? 

Prince of Peace, Son of God, isn't He? 

Isn't He wonderful?  Wonderful, isn't He? 

Consellor, Almighty God, 

isn't He, isn't He, isn't He. 

©1980, Mercy/Vineyard PublishingWords and Music by John Wimber 

288 愿那灵火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 

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在明媚的春光里 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们陶醉我们欢乐 早把主恩典忘记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 

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在稳妥的事业里 在迷人的笑声中 

我们游戏我们沉迷 早把主恩典忘记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 

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在艰苦的岁月里 在百般的试炼中 

我们祷告我们警醒 毋把主恩典忘记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起初的信望爱何处失落 

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289 真美好 Beautiful 

真美好 真美好 主耶稣 真美好 

耶稣使我生命成为美好 成为美好 

细心的 轻抚我 他使我眼明亮 

Beautiful, beautiful, Jesus is beautiful, 
Jesus makes beautiful things of my life. 
Things of my life 

Carefully touching me, causing my eyes to see. 
Words and music by Dennis Clev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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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多爱多能力 

多爱 多能力 祢更多在我生命 

多爱 多能力 祢更多在我生命 

我要敬拜祢 尽我的心意 

我要敬拜祢 尽我的心灵 

我要敬拜祢 尽我的力量 

因祢是我主 祢是我主 

More Love,More Power 

More Love,More PowerMore of You in my life. 

More Love,More Power;More of You in my life. 

I will worship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I will worship You with all of my soul. 

I will worship You with all of my strength. 

You are my Lord.You are my Lord. 

Words and music by Jude Del Hierro ©. 1987 Mercy/Vineyard Publishing 

291 成为合用的仆人 

我原作温柔谦卑仆人 

扶持软弱者 使其坚立 

我愿今生不断求主帮助 

使我能成为殷勤的仆人 

成为合用的仆人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humble and meek 
Lord, let me lift up, those who are weak. 
And may the pray'r of my heart always be;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today. 

©1982 Maranath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Kelly Willard 

292 早晨的声音 

耶和华 求祢留心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 我的心思 

我的王啊 我的神啊 

求祢垂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向祢祈祷 

耶和华 早晨祢必听我声音 

早晨我必向祢陈明我心意 并要警醒 
词：诗篇五 曲：简雅珊 ©1999 Levities Music Family 

293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神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神国的子民 

因着耶稣得洁净 因着耶稣入光明 

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悦 同在主爱中连结 

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 

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蒙慈爱 

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 

或在喜乐中欢唱 或遇苦难同哀伤 

因着耶稣同渡人生的风浪 

词曲：陈逸豪 ©1999 Levities Music Family 

294 新天地 

我们要来到祢面前 

来到主祢的宝座前 

歌颂祢将那恩典丰富赐给我们 

我们要来到祢面前 

来到主祢的宝座前 

举起双手来赞美祢奇妙的作为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因为祢已经为我们创造美丽的新天地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因为祢已经为我们预备新天地 

词曲：简雅珊 ©1999 Levities Music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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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超乎我所求所想 

超乎我所求或所想 

将祢的爱向我倾倒 

我愿在祢殿中一日 

胜过在这世界上千日 

太多 快要装不下 

太棒 我必须与人分享 

祢爱使我的生命 超乎我所求所想 

祢超乎我所求所想 
翻译：周巽光 

One Day 
More than I could hope or dream of 
You have poured Your favour on me 
One day in the house of God is 
Better than a thousand days in the world 

So blessed, I can't contain it... 
So much, I've got to give it away, 
Your love taught me to live now... 
You a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Lord,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Lord, You're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Words and music by Reuben Morgan©1999 Hillsong Publishing 

296 祂的国度 This Kingdom 

耶稣 神公义的彰显 

祂是人子 神独生子 祂国降临 

耶稣 神牺牲的救赎 

今得荣耀 今已称义 祂国降临 

祂的国度永远长存 

祂的荣耀无法测度 

君王的大能和尊贵 

祂的国度已来到 

祂国度掌权 祂统管万有 

祂的国度满有权柄和能力 

耶稣 神公义的彰显 

耶稣 神慈爱的表明 

神的恩典 神的话语 向我彰显 

耶稣 神完全的圣洁 

今得荣耀 今已称义 祂国降临 
翻译:周巽光Words and music Geoff Bullock ©1995Hillsong Music 

Jesus, God's righteousness revealed 
The Son of man,the Son of God,His Kingdom comes 
Jesus Redemption's sacrifice 
Now glorified,Now justified,His Kingdom comes 

And this Kingdom will know no end 
And it's glory shall know no bounds 
For the majesty and power 
Of this Kingdom's King has come 
And this Kingdom's reign,and this Kingdom's rule 
And this Kingdom's power and authority 
Jesus,God's righteousness revealed 

Jesus,The expression of God's love 
The grace of God,The Word of God,Revealed to us 
Jesus, God's Holiness displayed 
Now glorified,Now justified,His Kingdom comes 

297 在陶匠手中 The Potter's Hand 
荣美的神 奇妙的救主 

我深知道 我一生年日 

在祢手中 完全照祢荣耀计划 

轻声呼唤我 进入祢同在 

祢的圣灵 指引我道路 

主教导我 透过祢的眼光为祢活 

我降伏在祢的圣洁呼召 分别自己 

我知祢吸引我 就近祢恳求主带领 

磨我 塑造我 用我 充满我 

献上生命在陶匠手中 

召我 指教我 领我在祢身边 

献上生命在陶匠手中 
Beautiful Lord, Wonderful Saviour, 
I know for sure,all of my days are held in your hands, 
crafted into your perfect plan. 
You gently call me into your presence guiding 
me by Your Holy Spirit 
Teach me dear Lord to live all of my life through 
Your eyes 
I'm captured by Your holy calling,Set me apart, 
I know you're drawing me to yourself 
Lead me Lord I pray 

Take me, Mould me, use me, fill me 
I give my life to the Potter's hand 
Call me, guide me, lead me, walk beside me 
I give my life to the Potter's hand 

翻译:周巽光 Words and music:Darlene Zschech©1997 Hillsong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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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神的圣灵降临 

神的圣灵降临 降临 哦 安慰师朋友 

渴望再次触摸我 

神的圣灵降临 降临 

降下祢能力 听到祢声音 

改变我心意 靠祢话语坚立 

神的圣灵降临 神的圣灵降临 

眼未曾听 耳未曾听 

无人知晓 神奇妙旨意 

大开天上窗户 倾倒在地 

临到教会 临到我生命 

Holy Spirit rain down 
Holy Spirit rain down, rain down 
Oh Comforter and Friend 
How we need Your touch again 
Holy Spirit rain down, rain down 
Let Your power fall 
Let Your voice be heard 
Come and change our hearts 
As we stand on Your word 
Holy Spirit rain down 

No eye has seen, no ear has heard 
No mind can know what God has in store 
So open up heaven, open it wide 
Over Your church and over our lives 

翻译:周巽光© 1997 Russell Fragar ，Hillsong Music Australia 

299 祢是圣洁 You are holy 
祢是圣洁 圣洁 无人与祢相比 

祢是圣洁 圣洁 荣耀归于祢主(2x) 

我永远歌颂赞美祢 更深的爱慕祢 

在祢座前 当我俯伏敬拜 

我深知我属祢（2x） 
You are holy, holy,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You are holy, holy, Glory to you, my lord (2x) 
I sing your praises forever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Here in your voice 
Where I'm close to your throne 
I found better light in you lord (2x) 
Words and music by Reuben Morgan©1999 Hillsong Music Australia 

300 我只想去荣耀祢 

祢不要我成为最好才呼召我， 

祢不要我完美无瑕才接纳我， 

主耶稣，我知道 祢已为我舍性命， 

我只要作合乎祢心意的人。 

因祢奇妙的爱 因祢浩瀚恩典， 

主，我永远属于祢！ 

依靠在祢怀里 照亮了我生命 

哦神！愿祢得大荣耀！ 

I just need to glorify You 
I don't need to be the best to be accepted. 
I don't need to be perfect to be accepted. 
For I know, Jesus Christ, 
You laid down Your life for me. 
I just need to be what You want me to be. 
Your wondrous love is mine. 
I praise your grace Devine. 
Forever Lord, I am Thine. 
Aiding on the Vine. Whole like let Jesus shine. 
Oh Lord! May you be gloried! 

301 我主耶稣惟祢是配 

我主耶稣惟祢是配 来得永远的赞美 

因祢爱心恩典慈良 远超我们所能想 

我们满心感激不尽 前来称颂祢尊名 

一生一世满被恩惠 到处述说祢宝贵 

我们所拜的主耶稣 祢是何等的宽恕 

祢的爱心像祢能力 永无限量永无已 

耶稣祢是首先末后 祢要领我到尽头 

因着已往我赞美祢 为着将来我靠祢 

赞祂赞祂 赞我恩人 圣徒们哪当高声 

赞祂赞祂 直到天上 赞得完全赞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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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我跪在主面前 

我跪在主面前 低下头来仔细思想 

当我还在犯罪恶 面向地狱 

主祢却把我来拯救 

我有何处被祢看上眼？ 

我有何处值得祢拣选? 

万王之王 何等伟大 

何等尊荣 竟爱上我这渺小罪人 

我跪在主面前 低下头来仔细思想 

主祢为我降生马槽 受尽寒冷 

主祢为我饱受苦霜 主祢为我身受鞭伤 

主祢为我头被刺扎烂 

主祢为我手足被钉十字架上 

主祢为我肋旁刺伤 

我跪在主面前 低下头来仔细思想 

同工软弱 信徒冷淡 教会荒凉 

有谁体贴主的心肠? 

千万灵胞无依无靠 

千万浪子还没有回家乡 

死亡速速 地狱张口 吞吃灵魂 

我却安然静坐不动 

我跪在主面前 低下头来仔细思想 

自从蒙召 直到如今 所作所为 

尽都刺透主的心肠 

主祢为我操碎了心 主祢为我眼泪汪汪 

主祢盼儿早日能够站立起来 

盼儿早日回天家 

我跪在主面前 低下头来仔细思想 

主祢既然这样爱我 为我伤心 

我愿安慰主的心肠 

求主赐我智慧和胆量 

求主赐我能力与刚强 

使我从今站立起来 报答主恩 

作主精兵荣耀主名 

303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主话永不变 

我主所言无论何言 句句必应验 

罪人得救病人得痊 今日如往昔 

转悲为喜惊慌得安 荣耀归主名 

虽然宇宙世界 万物渐次全改变 

惟有耶稣永不改变 荣耀归主名！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 

惟有耶稣永不改变 荣耀归主名！ 

我主乃是罪人朋友 特来施拯救 

大家就近恩主脚前 忏悔谦卑求 

主言慈怜罪莫再犯 你罪皆赦免 

自昔至今永永远远 其恩不改变 

主曾医治病患伤痛 藉其大全能 

现在我们疾病忧闷 求医也必应 

祂曾分与妇人能力 一摸血源愈 

今仍如昔信者得医 求之莫迟疑。 

昔日主往以马忤斯 与们徒同路 

我们度日似乎如此 有主在一处 

基督耶稣如何升天 祂还如何来 

愿主快来愿主快来 永与主同在。 

304 都归耶稣 

愿我身心才智工夫 都归耶稣我救主 

既由罪恶已蒙赎出 理当完全归耶稣 

都归耶稣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 

都归耶稣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 

愿我双手为主服务 愿我双足跟主行 

愿我双目仰望耶稣 愿我口舌颂主名 

任凭世人贪爱世福 追求虚荣心计巧 

并且夸耀物质丰富 我惟以主为至宝 

自我定睛注视耶稣 再看万事如粪土 

每逢想到十架救赎 只愿与主永相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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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我深知道我真需要耶稣 

我深知道我真需要耶稣 

在深愁时无他朋友像主 

我今欢乐得我所需耶稣 

虽有人自承当己担 惟我要耶稣 

我要耶稣 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 

光明时日我要祂 黑云满布我要祂 

每日在我生命中 我要耶稣 

我需一友有能力像耶稣 

在幽暗中祂必引导保护 

我灵与敌相攻时需要主 

我知靠己能必失败 故我要耶稣 

自生至死我必需要耶稣 

无人像主祂是罪人朋友 

在急难中我更需要耶稣 

因主是慈爱且真诚 我需要耶稣 

306 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 无善足称 惟祢流血 替我受惩 

并且召我 就祢得生 

救主耶稣 我来我来！ 

照我本相 不必等到 自己改变 比前更好 

因祢宝血 除罪可靠 

照我本相 反复不定 疑信参半 如浪不平 

内有挂虑 外有恶行 

照我本相 贫瞎可怜 我真需要 祢的恩典 

除我恶心 开我盲眼 

照我本相 祢肯收留 赐我生命 赦我愆尤 

祢既应许 必定成就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But that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 
And that Thou biddest me come to Thee-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Just as I am, and waiting not 
To rid my soul of one dark blot; 
To Thee, whose blood can cleanse each spot, 

Just as I am, Thou wilt receive, 
Wilt welcome, pardon, cleanse, relieve; 
Becuase Thy promise I believe, 

Just as I am, Thy love unknown 
Hath broken every barrier down; 
Now, to be Thine, yes, Thine alone, 

Words and Music by A. H. Brown and Charlotte Elliott 

307 进深进深 

进深进深 入主仁爱深渊 每日更进深 

登高登高 学主完全智慧 更知主恩深 

求主助我进深 我愿登峰造极 

赐我聪明智慧 领.我进入真理 

进深进深 直趋保惠恩师 时刻受启示 

必要生命 与主合而为一 实行祂旨意 

进深进深 虽经艰难试炼 还向标竿行 

根深蒂固 在主圣洁中心 结果好收成 

进深登高 每日跟主脚步 行走得胜路 

全身满有 耶稣荣耀形状 真为基督徒 

308 向前走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一去不回头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前进不退后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国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主就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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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祢是我异象 Be Thou My Vison 

我的心爱主 祢是我异象 

惟祢是我一切 他皆虚幻 

白昼或黑夜 我最甜思想 

行走或安息 祢是我光亮 

祢是我智慧 祢是我活道 

与祢同行同住 在此世间 

祢是我慈父 我是祢爱子 

祢居我衷里 我与祢合一 

财富与称赞 已看如粪土 

惟祢是我基业 直到永远 

主祢惟独祢 居我心首位 

天上的君王 我心的宝贝 

属天的君王 率领我奏凯 

使我充满天乐 如日在心 

祢是我挚爱 无论何遭遇 

有祢在掌权 永是我异象 

Be thou my vision, oh Lord of my heart 
Naugh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ght, by day or by night 
Waking or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ght 

Be thou my wisdon and thou my true word 
I ever with thee and thou with me, Lord 
Thou my great Father, and I thy true son 
Thou in my dwelling, and I with thee one 

Riches I need not, nor man's empty praise 
Thou mine inheritance, now and always 
Thou and thou only, first in my heart 
High King of heaven, my treasure thou art 

High King of heaven, my victory won 
May I reach heaven's joys, O bright heaven's 
sun 
Heart of my own heart, whatever befall 
Still be my vision, O ruler of all 

8 th century Irish hymn, 

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Eleanor Hull and Mary E. Byrne 1905 

310 惟独耶稣是我信息 

惟独耶稣 是我信息 我所讲论 就是耶稣 

永远举起 耶稣基督 我所仰望 就是耶稣 

惟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我口传扬 

救我 医我 使我成圣 

荣耀之主 再来之王 

惟独耶稣 是我救主 钉十字架 替我舍身 

流出宝血 赎我罪愆 救我灵魂 出死入生 

惟独耶稣 使我成圣 一切污秽 宝血洗净； 

降下圣灵 充满我心 使我德行 日日更新 

惟独耶稣 医我疾病 复活救主 为我生命 

我属耶稣 是主肢体 全能耶稣 救我到底 

惟独耶稣 再临之王接我升天 有福希望 

圣徒天使 报主快来 设立乐园 永远操权 

311 跟随 

跟随跟随 我愿跟随耶稣 

无论往何地方 我愿跟随主 

跟随跟随 我愿跟随耶稣 

只望耶稣引导 我愿跟随主 

312 我的灯需要油 

我的灯需要油 求主常赐下 

使我灯永远发亮光； 

我的灯需要油 求主常赐下 

使我灯发光到主作王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贺万王之王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 

唱和撒那贺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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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主我来就祢 I Am Coming, Lord 

1 祢的欢迎声音 我今才得明听 

说祢为我已流宝血 特要洗我良心 

主我来就祢 我今来就祢 

求主用血将我洗 使我干净无比 

2 我真污秽可鄙 行善一无能力 

但祢欢喜赐恩帮助 并除一切恶迹 

3 祢今郑重吩咐 我要远离罪恶 

虚心悔改实心相信 预备奔跑天路 

4 神用恩言呼召 有用圣灵光照 

使我知道自己不堪 知道救主可靠 

5 圣灵今在我心 证明我有生命 

神的应许已然应验 若我已经相信 

6 奇哉神爱世人 妙哉神有救恩 

美哉耶稣流血赎罪 我愿献上全身 

I hear Thy Welcome voice, 
That calls me, Lod, to Thee 
For cleansing in Thy precious blood 
That flowed on Calvary. 

I am coming, Lord, Coming now to Thee! 
Wash me, cleanse me in the blood 
That flowed from Calvary. 

这 诗,    当       圣诗,  国卫   
会    师, 为   (Lewis Hartsough,1828-1872) 
   这     师  1828    纽约, 来献  职, 
  还  着 组织 个  会,担   监   还历  
监 会 师,      ,         养     
 创  圣诗  颇 ,无论诗词  调    广,   
这 "   来 祢",   众   当 ,     当  
       圣诗   , 这 圣诗   丽  词, 动 
   调,     国    "圣洁  "  内发 ,  
 来  众  爱  为轰动,结 陆续   录 许   
  圣诗  ,    广为 传  

 诗写    ,    华 顿   礼  内热  
  ,     离开 会       ,   声    
  ,  进  礼   ,  见许       圣坛 , 
没  圣灵      动 , 终            
  ,    认    ,       .    变,这   
  为   欢   诗 ,无论    ,    ,   
  办  ,   爱   诗             
 ,  还   临   着"  来 祢.  来 祢",没 
    钟 ,   来     刚           
     伤   ,    见    胜  声:"  来 
 祢.  来 祢",  终   ,   经   怀,  顿 
时  许           ,圣灵还    这  , 
  来   .  励 ,   动许       

314 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 

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 

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 

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 

为了我舍性命偿罪债 

哦恩主 祢为我撇下所有 

奇妙爱我怎能再轻弃？ 

我惟有从今后相信接受 

献全身并全心归给祢 

我本是一罪奴沉溺罪中 

无前途无盼望真可危 

谁想到主救恩如此深宏 

竟然肯无条件死代罪 

主曾经离天庭亲临人间 

不用我上天寻入地求 

十架上受罪刑救赎完全 

不须我添功行去补救 

315 无人能像祢 

无人能像祢 惟有祢能摸着我灵深处 

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 

哦主 无人能像祢（2x） 

祢的怜悯如江河涌流 

祢的手充满医治 

受苦者在祢怀里得安息 无人能像祢 

无人能像祢 无人能像祢… 
There is none like you 

Words and music by: Lenny LeBlanc 

There is none like you 
No one else can touch my heart like You do 
I could search for all eternity long 
And find there is none like You（2x） 

Your mercy flows like a river wide 
And healing comes from Your hands 
Suffering children are safe in Your arms 
There is none lik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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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超乎一切 Above All 

超乎众权能 超乎众王 

超乎众受造和宇宙众万物 

超乎众智慧和众人的道路 

是祢创造天地和万物 

超乎众国度 超乎权位 

超乎这世界所知和所想象 

超乎这世上的财富和珍宝 

无一事物能与祢相比 

钉十架埋葬在石洞 

舍生命被拒绝和孤单 

像玫瑰遭践踏在地 

胜过死亡 祢顾念我 超乎一切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th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words & music:Lenny LeBlanc & Paul Baloche©1995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317 我献上我心 I Give You My Heart 

这是我渴望 来尊荣祢 

主 用我全心 来敬拜祢 

我所有的一切 我赞美祢 

我单单要向 祢敬拜 

主 我献上我心 我献上我灵 

我只为祢而活 我每一次呼吸 

生命中每一时刻 主 依祢旨意行 

This is my desire To honour You 
Lord, with all my heart I worship You 
All I have within me I give You praise 
All that I adore Is in You 

Lord, I give You my heart, 
I give You my soul. I live for You alon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Every moment I'm awake 
Lord, have Your way in me 

翻译:AⅡZ © 1995 Reuben Morgan (Hillsong) 

318 我们要看见耶稣被高举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 

我们渴望高举主耶稣（2x） 

我们渴望高举主耶稣 

让旌旗飞扬在全地上 

使万人明白天国真理 

主耶稣是道路生命（2x） 

一步一步我们向前进 

一处处收回这土地 

以祷告作为大能兵器 

众营垒都要倒塌 一切都要倒塌 
Words and music by Doug Horley 

We Want To See Jesus Lifted High 

We want to see Jesus lifted high 
A banner that flies across this land 
That all men might see the truth and know 
He is the way to heaven 

We want to see, we want to see 
We want to see Jesus lifted high 
We want to see, we want to see 
We want to see Jesus lifted high 

Step by step we're moving forward 
Little by little taking ground 
Every prayer a powerful weapon 
Strongholds come tumbling 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d down 
We're gonna see, we're gonna see 
We're gonna see Jesus lifted high 
We're gonna see, we're gonna see 
We're gonna see Jesus lifted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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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我要歌唱祢爱到永远 

高过一切高山深海 

祢爱的江河流向我 

今我敞开我的心门 

让医治者来释放我 

在真理中我真喜乐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不停歌唱因祢爱临到我 Yeah 

我要歌唱祢爱到永远（4x） 

我好想要跳舞 别人可为何稀奇 

等到世界看见真光 

他们必欢喜跳舞像我们一样 

我要歌唱祢爱到永远 
I Could Sing of Your Love Forever 
Over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Your river runs with love for me. 
And I will open up my heart 
And let the healer set me free. 

I'm happy to be in the truth 
And I will daily lift my hands 
For I will always sing 
Of when Your love came down 

I could sing of your love forever. (4x) 

Oh I feel like dancing, 
It's foolishness I know. 
But when the world has seen the light, 
They will dance with joy like we're dancing now. 

©1994, Curious?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Martin Smith 

320 祢是我的一切 All In All 

祢是我依靠的力量 

祢是我寻求的宝藏 祢是我的一切 

祢好比贵重的珠宝 

我怎能放弃祢不要 祢是我的一切 

耶稣 神羔羊 配得大赞美(2x) 

担当我罪债和羞辱 

死里复活我蒙救赎 祢是我的一切 
当我跌倒祢扶持我 
我灵干渴祢充满我 祢是我的一切 

You are my strength when I am weak, 
You are the treasure that I seek, 
You are my all in all 
Seeking you as a precious jewel, 
Lord to give up I'd be a fool, 
You are my all in all 

Jesus, Lamb of God,Worthy is Your name(x2) 

Taking my cross my sin my shame, 
Rising again I bless Your name 
You are my all in all 
When I fall down you pick me up, 
When I am dry you fill my cup 
You are my all in all 

©1991Words and Music by Dennis Jernigan 

321 引我亲近祢 Draw me close to You 

引我亲近祢 永不离开祢 
今我全然交托给祢 
听祢说我是祢朋友 

祢是我所爱 无人能相比 
世上无一能取代祢 
我感受祢温暖拥抱 

求祢引导我 回转归向祢 
祢是一切 我心所爱心所求 
祢是一切 我知祢已临近 

Draw me close to you, Never let me go 
I lay it all down again 
To hear you say that I'm your friend 

You are my desire, No one else will do 
Cause nothing else could take your place 
To feel the warmth of your embrace 
Help me find the way, bring me back to you 

You're all I want, You're all I've ever needed 
You're all I want, Help me know you are near 

1994, Mercy/Vineyard Publishing,Words and Music by Kelly Carp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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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开启我心中的眼睛 
开启我心中的眼睛 主 

开启我心中的眼睛 

我要看见祢 我要看见祢（2x） 

见祢在全地被高举 

荣耀光辉充满全地 

倾下爱与能力 

我们唱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圣洁 

我要看见祢 我要听见祢 

我要认识祢 我要看见祢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2x) 

To see You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hear You. 
I want to know You. I want to see You. 
翻译:AⅡZ ©1997,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Words and Music by Paul Baloche 

323I See The Lord 
Words and Music by Chris Falson © 1993 Maranatha Praise Inc. 

I see the Lord seated on the throne exalted 
And the train of His robe fills the temple with glory 
And the whole earth is filled 
And the whole earth is filled 
And the whole earth is filled 
With His glory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of lords 

324Come, Now Is the Time to Worship 
Words and Music by Brian Doerksen© 1998 Vineyard Songs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worship 
Come, now is the time to give your heart 
Come, just as you are to worship 
Come, just as you are before your God 
Come 

One day every tongue will confess You are God 
One day every knee will bow 
Still, the greates treasure remains for those 
Who glady choose You now 

325You Said 
You said, 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Whatever you need 
You said, Pray and I'll hear from heaven 
And I'll heal your land 

You said Your glory will fill the earth 
Like water the sea 
You said, Lift up your eyes 
The harvest is here, the kingdom is near 

You said, Ask and I'll give the nations to you 
O Lord, that's the cry of my heart 
Distant shores and the islands will see 
Your light, as it rises on us 

O Lord, I ask for the nations (repeat) 
©1998 Words and Music by Reuben Morgan/Hillsong Music Australia 

326God Of Wonders 
Lord of all creation 
Of water, earth and sky, 
The heavens are Your tabernacle, 
Glory to the Lord on high. 

God of wonders beyond our galaxy, 
You are holy, holy! 
The universe declares Your majesty, 
You are holy, holy,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2x echo) 

Early in the morning, 
I will celebrate the light. 
When I stumble in the darkness, 
I will call Your Name by light. 

Hallelujah (guys) 
To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girls)[repeat 2x-3x] 
2000, New Spring PublishingWords and Music by Marc Byrd and Steve Hind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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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我真爱进入祢同在 

我真爱进入祢同在 与祢百姓齐声赞美 

我要站立要喜乐 举双手扬声赞美(2x) 

祢使我双脚跳舞 以诗歌充满我 

祢是我喜乐的力量 喜乐 

举双手（3x）扬声赞美 

I Love To Be In Your Presence 
Words and Music by Paul Baloche, Ed Kerr 

I love to be in Your presence 
With Your people singing praises 
I love to stand and rejoice 
Lift my hands and raise my voice 

You set my feet to dancing 
You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You give me reason to rejoice 

Lift my hands 
Lift my hands 
Lift my hands 
And raise my voice 

328 不再定罪 No Condemnation 

在基督里面 你在基督里面 

就不再被定罪 不再定罪(2x) 

因为在基督里面 

生命圣灵的律要释放你 

脱离罪和死的律 

There i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2x) 

For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in Christ Jesus will set you free 
from the law of sin death. 
Words and Music by Charles F. Monroe,© 1973 Integrity's Hosanna! Music 

329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 

向永生上帝 我慈爱的主呼吁 

万军之耶和华 求祢医治我便痊愈 

因为祢是我的救主 我所赞美的 

求祢保护搭救我 使我不至羞愧 

因为我投靠祢 求祢怜恤转向我 

愿正直保守我 因为我等候祢 

330祂名是全能 

祂名是全能 全能的上帝 

主啊我敬拜祢 

一切祂都能 万事都可能 

宇宙万物主宰 

当我们感到没有能力 

没有人我可寻觅 祢的爱使我坚固 

祢的名给我归属 耶和华全能主 

必然成就 必然成就这事 

331 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 必然看见他的神 

手洁心清的 就可站在祂圣所 

我要朝见我的神 

我要登上耶和华的山 

我要举圣洁的手 我要朝见我的神 

332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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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Thank You 
1988Words and music: Ray Boltz 

I 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And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Then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You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eight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And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CHORUS (repeat)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the eyes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you made 
Un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 

An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CHORUS (repeat) 
I am so glad you gave 

When Georgia Richardson asked me to write a song for Pastor 
Appreciation Day, I never knew it would change my life.  This simple 
chorus was my way of thnking the people we so often forget but who 
are so very very important to the Kingdom of God 

334 听我们赞美 Hear Our Praises 

愿众家庭翩翩起舞 

愿街道充满欢欣 

愿不义向耶稣跪拜 

当人们向神祈祷 

从高山岭到深谷底 

所有赞美归于祢 

从神天庭到众国度 

我们的歌声在飘扬 

愿我们在黑暗中照耀 

将十架放在眼前 

愿祢荣耀遍满全地 

如大水覆盖洋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may our homes be filled with dancing 
may our streets be filled with joy. 
may injustice bow to Jesus 
as the people turn to pray.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valleys 
hear our praises rise to You, 
from the heavens to the nations 
hear our singing fill the air. 

may Your light shine in the darkness 
as we walk before the cross 
may Your glory fill the whole earth 
as the water o'er seas. (chorus)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hallelujah.......(x3) (chorus) 
©1998 Words and Music by Reuben Morgan / Hillsongs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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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愿祢荣耀国度降临 
赞美之泉/展开清晨的翅膀 

主我们谦卑屈膝 来跟随祢的话语 
在万民中作祢的子民 
主我们谦卑屈膝 定意为圣洁国民 
在万国中宣扬祢圣名 

愿祢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 
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 
复兴我们 为失丧灵魂代求 
悔改祢宝座前 同心合意 
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 

Verse again 

愿祢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 
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 
复兴我们 为失丧灵魂代求 
建立祢的教会 传扬福音 
愿祢荣耀在全地彰显 

336 看见复兴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我们是祢的百姓 

主祢是我们的神 

用赞美打开城门 

来预备祢救恩的道路 

呼喊吧 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华 已将这城交给我们 

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 

如大水淹没仇敌 

呼喊吧 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华 已将这城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 

直到我们看见复兴 

呼喊吧 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华 已将这城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 

直到我们看见复兴 

337 我的救赎主活着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著 他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深谷迷失时 他领我走正义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著 他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旷野孤独时 他伴我作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著 

我必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领受他的丰盛之爱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338 .深触我心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痛苦 

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祢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祢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完全得医治 

感谢耶稣 我的救主 

我得平安 我得医治 

我的耶稣 爱我的主 

祢的恩典 深触我心 

感谢耶稣！ 

339 深深爱祢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祢 单单寻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爱祢 

敬拜祢让祢荣耀充满全地 

深深爱祢 耶稣 深深爱祢 耶稣 

我爱祢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祢 耶稣 深深爱祢 耶稣 

哦 我爱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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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虽然橄榄树不效力 

也许葡萄树不结果 

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2x） 

我要赞美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坚定于祢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祢是永远得胜君王 

341 凡事都能做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信是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十架 

信是完全交托 深知主已掌权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或风浪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 我凡事都能做 

342 圣洁的敬拜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燃烧我们的心 来行走这地 

带着祷告 宣告盼望 

靠主耶稣圣名 行出真理 

步步燃出 圣洁火焰 

圣洁的敬拜 爱主的精兵 

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 向世界宣告 

黑暗变荣耀日 

瘸腿要跳舞 瞎眼得看见 

洁净这地土 复兴要来临 

不畏惧黑暗权势 坚定于救恩磐石 

齐声向全地宣告 主的大能和救恩 

343 荣耀羔羊 赞美之泉/深触我心 

荣耀啊 荣耀羔羊 

配得一切赞美 尊崇敬拜 

荣耀啊 荣耀羔羊 

至圣至洁荣光 充满全地 

万物俯伏跪拜 万口宣扬 

昔在今在永在 全能主宰 

颂赞能力爱戴 归宝座羔羊 

全地唱 全地唱哈利路亚 

344 我不是猴子变的 

Eleven Disciples/Way to heaven 

在我 12 岁的时候 

生物老师这么告诉我 

如果想看人类的祖先 

可以坐车到动物园 

我的天啊 我不敢想象 

我是猴子的模样 

在我 23 岁的时候 

看见圣经这么告诉我 

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 

Oh 创造了这一切 

他要将这美丽世界 与我们分享 

1、2 天创造白天黑夜和空气 

第 3 天创造植物海洋和陆地 

4、5 天创造日月星辰海天万族 

第 6 天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和你 

我不是猴子变的 笼子里的不是我 

我不是猴子变的 你别再搞错 

我不是猴子变的 亚当夏娃也点头 

我不是猴子变的 ×4 

我有我被创造的意义 

我不是猴子变的 

是上帝创造的 原汁原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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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恩典 Eleven Disciples/Way to heaven 

我曾是如此的眷恋 似昙花一现的世界 

以为黑夜最美 就算危险也无所谓 

在罪恶的边缘 却浑然不觉 

看不见身上已经伤痕累累 

我怎么总是没察觉 祢一直在我身边 

等待着我每一天 直到我能够体会 

祢寻寻觅觅 从不曾放弃 

每时每刻都有祢爱我的痕迹 

是祢的怜悯 深厚无可比 

主啊祢慈爱声音 呼唤我如影随形 

祢为我流血 洗尽我的罪 

主啊我原是不配 祢却显明祢恩典 

祢恩典 

我曾是祢所爱 在祢襁褓中的小孩 

我却以为可以靠自己 过得更加精彩 

我挣开了祢的手 想要用力飞向天空 

直到遍体鳞伤 才想起有个地方 

等着我回家 

346 十字架上的爱 Eleven Disciples/Way to heaven 

祢悄悄的走进 走进我的窗口 

和我作朋友 也倾听我真正想要什么 

祢给我一颗心 一颗为祢而活的新 

就象火一样焚烧 

焚烧出不一样的生命 

哦~我的心啊 不断不断的燃烧 

认识祢 更加的认识祢 

祢曾经让风平息雨停 

祢是全能的君王 

亲近祢 更加的亲近祢 

祢是圣洁有牺牲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 

川流在我心中不曾停息 

347Way to Heaven Eleven Disciples/Way to heaven 

走在街上 静静的看 

不知为何人们如此匆忙 

在公车上 望着窗外 

回想今天到底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为什么 

感觉世界很难领悟 

不清楚 跑不出 生命路 YEAH 

长大以后 烦恼变多 

为何成功总是擦肩而过 

有的时候 脚步太重 

根本没有机会重新来过 

这个时候 在梦中 有个声音向我呼唤 

你是否 也愿意 选这条路 
The way to heaven Way to heaven 
虽然这条路有许多困苦 

但有天上的光 为我指引方向 

让我的未来 没有惧怕 
The way to heaven Way to heaven 
难免有许多事无法平复 

有了天上的光 使我不再迷惘 

带领我到应许的地方 
It' the way to heaven 

348 愿祢裂天而降 

主啊 我们等候祢 

带着伟大的期待愿祢来 

主啊 我们渴慕祢 

渴慕祢圣灵浇港灌充满我 

我要回转归向祢求祢记念 

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 

我要紧紧抓住祢 愿祢国降临 

震动这地 使万民敬畏 

愿祢裂天而降 裂天而降 

降临这地 降临万国万邦 

愿祢裂天而降 裂天而降 

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 

求复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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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在这个世界 
©Seventh day 

从天上看这世界 有种奇妙感觉 

小鸟们自由的飞 想要感受牠们的喜悦 

大雨后彩虹出现 心里感觉好美好美 

也许之后会发现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有许多疑惑无法形容 生命的道尚要开拓 

命运之中想要寻求 谁掌管一切所有 

在这个世界上帝掌权 Hey hey~oh yeah 

每个生命珍贵都是神爱我们的预备 

在天地之间微妙无限 Hey hey~oh yeah 

宇宙规律永不变 

你会知道神的作为是何其美 

350 I See the Future 
©Seventh day 

我知道地球因祢转动 太阳也因为祢发光 

星星从亘古至今到永远 仍每天为祢闪亮 

什么时候失去了从前 

那令人兴奋的梦想 

总是看见眼前的困难 

却忘记了祢的计划 

小心翼翼的用祢的眼光 

再看一次这世界出现了改变 

不是错觉 找到希望在祢身上 
I see the future, I see the future in my heart 
我们能看见 在心中美丽的画面 

我相信我所有梦想 

在祢里面就要实现 
O… I see the future, 

飞鸟自由自在的翱翔 花草树木自然生长 

南风轻轻吹过我的身旁 雨水从天空降下 

I see the future in my heart 
就在我眼前，让我们全都去实现 

我相信我所有梦想 

在祢里面就要实现 
O… Jesus，I see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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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在基督里有平安 /王子音乐 

在世界上 我们有苦难 

在基督里 我们有平安 

愿我口不出埋怨 愿我手不行恶端 

愿我一生单单颂赞 

我不求外在困难短减 

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 

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 

等候在我的面前 

我不求外在困难短减 

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 

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 

在耶稣基督里面 

352 在很久以前 

在很久以前 创造主上帝 

设计了一个 奇妙的计划 

上帝创造了 这一切万物 

看着说甚好 看着说甚好 

在世上比任何一切宝贵的你 

是我亲手所创造的你 

我要因祢欢喜又快乐 

我要爱祢直到永远！ 

我们爱祢 我祝福祢 

我们献上我们的爱 都归祢的面前。 

353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 主的宝座前 

跪下祷告 向着赐怜悯的主 

高举起双手 求他祝福 

赐下恩典如春雨 我主已经降临 

赐下圣灵在我们身上 

赐下恩典如春雨 我主已经降临 

赐下甘露在我们头上 

354 珞珈之歌 
2004 词曲：大牛 

这是纪念的日子 我们满心欢喜。 

回忆过去 主的恩典如福杯漫溢。 
这是分别的日子 我们没有哭泣。 
展望未来 胜利的欢笑向我们摇手致意 

樱花道旁 小树林里， 

处处流下我们辛勤的汗滴； 
未名湖畔 珞珈山际， 

爱的种子撒满这美好的土地。 

我们身虽分离 我们心却相聚。 
圣灵保守 我们同在主内合一。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各分东西。 

为要更好完成主所赐我们的使命。 

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哪里 

我们永远都是爱的团契 

355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哦主 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遵行祢旨意 

我愿将祢话语深藏在我心 

作我路上的光 做为我脚前的灯 

哦主 求祢坚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能够勇敢向前行 

我知道有时候我仍会软弱 

求祢带领我 使我永远不退缩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祢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祢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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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 
Joshua/荣美辉煌 

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 听到大海在怒吼 
万民都在扬声歌唱 耶稣基督已复活 
你是否感到人心惶恐 听见万民在歌颂 
失丧人们开始呼喊 耶稣基督我救主 

我们看见神大能运行 
活水江河正流向万邦 
男女老幼都转向耶稣 
天堂大门正敞开 
来预备复活救主降临 
天堂门打开 音乐响起来 
让赞美充满这世界 
唱出心盼望 喜乐涌上来 
欢呼祂的公义永存在 

黑暗势力正在战抖 当主百姓同声歌颂 
山川小溪汇成河流 洗净一切破碎忧愁 

Did You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Did you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Did you hear the oceans roar? 
When the people rose to sing of 
Jesus Christ the Risen One 

Did you feel the people tremble? 
Did you hear the singers roar? 
When the lost began to sing of 
Jesus Christ the Saving One 

And  we  can  see  that  God  youʹre 
moving 
A mighty river through the nations 
And  young  and  old  will  turn  to 
Jesus 
Fling wide your heavenly gates 
Prepare the way of the risen Lord 

Open  up  the  door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Let the streets resound with singing 
Songs that bring your hope 
Songs that bring your peace 
Dancers who dance upon injustice 

Did you feel the darkness tremble? 
When all the saints join in one song 
And all the streams flow as one river 
To wash away our brokeness 

And  here  we  see  that  God  youʹre 
moving 
A time of Jubilee is coming 

When young and old return to Jesus 
Fling wide your heavenly gates 
Prepare the way of the risen Lord 

Written by Martin Smith 1995 Curious? Music UK 

357 我身后 Joshua/Eternity 
那一天 一觉醒来枕头湿了大半边 
因为昨夜 哭了眼泪流了满面 
想着我还要经历这种挫折 这种困难 
多少年 多少遍 然后闭上眼 

祢出现 所有难过都可以消失不见 
当祢为我包扎伤口 
当祢扶持我的脆弱 
我知道祢是我的神 祢爱我 
当心被祢轻轻触摸 愿我灵静静听祢说 
说别忘记祢的付出是为了我 

当我遇挫折不退缩 
有祢每一天陪我走 
是祢让我决定一生为祢活 
就算我一次次犯错 生命几乎走到尽头 
转过身却发现祢在我身后 等我！ 

358 神羔羊配得 Joshua/Eternity 
感谢祢的十字架 感谢祢付上代价 
担当我罪和羞愧 使我完全 
赐下奇妙恩典 
感谢祢无比大爱 感谢祢钉痕双手 
宝血洗净我污秽 使我了解 
祢完全包容赦免 

神羔羊配得 坐在宝座上 
头戴着尊贵冠冕 祢做王到永远 
来尊崇赞美 耶稣神儿子 
从天降下被钉十架 神羔羊配得 
神羔羊配得… 

Worthy is the Lamb 
Hillsong Music Australia 

Thank you for the cross, Lord 
Thank you for the price You paid 
Bearing all my sin and shame 
In  love  You  came  and  gave  amazing 
grace 
Thank you for this love, Lord 
Thank you for the nail pierced hands 
Washed me in Your cleansing flow 
Now  all  I  know  Your  forgiveness  and 
emb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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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thy  is  the  Lamb  seated  on  the 
throne 
Crown  You  now  with  many 
crowns 
You reign victorious 
High  and  lifted  up,Jesus  Son  of 
God 
The Darling of Heaven crucified 
Worthy  is  the  Lamb,worthy  is  the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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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God is Great Joshua/Eternity 
万物都来呼求祢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祢 
荣耀归于信实主 耶稣神儿子 
万物都献上赞美 唯有祢荣耀尊贵 
唯有祢大能掌权 一直到永远 

God is great，赞美他 
从天上直到地上 
祢的名在全的配得赞美； 
God is great,赞美他 
在地上如同天上 
我活着只为要荣耀祢圣名， 
荣耀祢圣名 

我愿献上我所有 主教导我为祢活， 
祢的火燃烧我心 让世界 都看见。 

圣洁归于我主，全地歌唱，全地歌唱 

All creation cries to You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Glory to the Faithful One 
Jesus Christ, Gods son 
All creation gives You praise 
You alone are truly great 
You alone are God who reigns 
For eternity 

God is great and His praise 
Fills the earth, fills the heavens 
And Your name will be praised 
Through all the world 
God is great, sing His praise 
All the earth, all the heavens 
Cause  were  living  for  the  glory  of 
Your name 
Glory of Your name 

All to You, oh God, we bring 
Jesus teach us how to live 
Let your fire burn in us 
That all may hear 
And all may see 

Holy is the Lord 
The whole earth sings 
The whole earth sings 

©Hillsong Music Australia 

360 美丽的夜里 Joshua/Eternity 
美丽的夜里 让我得见祢 耶稣 
让我的心里充满力量 
让我的生命深深连接祢 耶稣 
从祢而来的话语/圣灵浇灌我 
主我要拍手赞美开口赞美跳舞赞美祢 
让我们感受祢的爱 感受祢的同在 

361You Are My World Joshua/Eternity 

我的天父 我爱慕祢 
远超过我全心所渴求 我只要祢； 
主耶稣 我最爱的救主， 
生命中所有的一切 全都属于祢； 
天使聚集来尊崇祢 
众儿女全心敬拜祢 

祢是我神 我的世界 
我愿献上生命给祢 
祢是我主 心所爱慕 
没有人能够代替祢 

我所拥有的一切 
我愿全献上给祢我的主 
为祢而活 一生年日是祢所赐 
我恳求完全按着祢的旨意 为祢所用 
My Father, I adore You more 
than  anything my  heart  could  wish 
for 
I just want you 
And Jesus, my beloved Saviour 
Everything I am I owe to You 
I owe it all to You 

And angels come and adore You 
And we Your children worship You 

You  are  my  world,You  are  my 
God 
And I lay down my life for You 
You are my Lord,the One I love 
No one could ever take Your place 

And everything I have 
I  give  to  You,  my  Lord,  the  One  I 
live for 
I live for You 
And all my days are gifts from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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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ay  Iʹd use  them as You want me 
to 
Use them for you 

©Hillsong Music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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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就是祢 Joshua/Eternity 

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 
就是祢，耶稣就是祢； 
我生命的宝藏，胜过全世界， 
就是祢，耶稣就是祢； 
用我的心，用我的灵， 
我要永远敬拜和称颂祢圣名， 
称颂祢圣名； 
主每一天，我渴慕祢，与祢飞翔， 
好让我心苏醒； 
祢带走我忧伤，赐给我盼望， 
祢在哪里，医治在哪里。 

It’s You 
Lamp unto my feet 
Light unto my path 
It is You 
Jesus, It is You 

This treasure that I hold 
More than finest gold 
It is You 
Jesus, It is You 

With all my heart 
With all my soul 
I live to worship You 
And praise forevermore 
Praise forevermore 

Lord everyday 
I need You more 
On wings of Heaven I will soar 
With You 

You take my broken ness 
And call me to yourself 
There You stand 
Heal me in Your hand 

©Hillsong Music Australia 
363 唯一的你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没有人能像你 

神的眼中你最宝贵 

在世上你就是唯一 

哦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你 

364 亲爱主，听我祷告 小羊诗歌/鼓舞 

像火车驶过无尽头的隧道 

何时能再阳光普照？ 

像迷羊横渡无边际的旷野 

何时能再远离风暴？ 

亲爱主！听我祷告 

我孤单别无倚靠 

经风暴，长夜漫漫 

求主恩手步步引导 

365 有谁 小羊诗歌/鼓舞 

（以赛亚书 40: 12-14） 

谁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仓天 

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 

用天平秤山岗和峻岭？ 

谁曾测度神的心，或作谋士指教 

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 ？（2x） 

谁曾测度神的心，或作谋士指教 

将公平的路指示他，有谁？有谁？ 

谁曾测度神的心，或作谋士指教 

将公平的路指示他，有谁？有谁？ 

366 祢是我的平安 小羊诗歌/鼓舞 

( 诗篇 29 : 10-11 ) 

祢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 

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 

祢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 

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 

耶和华唯祢是神，洪水泛滥时祢是神 

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耶和华唯祢是神，洪水泛滥时祢是神 

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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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吸引我，我就快跑随祢小羊诗歌/鼓舞 

轻轻一摸，祢苏醒我枯竭的灵 

微微一望，祢融化我心 

阿爸天父，我感谢祢 

微弱呼声祢并不轻弃 

吸引我，我就快跑随祢 

我不能继续远离祢 

指示祢道路，让我能认识祢 

我的生命，我唯倚靠祢 

368 我的天父 小羊诗歌/鼓舞 

他眼看顾空中飞鸟,他手数过我的头发 

我的天父慈悲怜悯,他爱护我,深爱护我 

他爱护我,深爱护我,我的天父,他爱护我 

我站立，他爱我,我跌倒，他爱我 

我的天父,他深爱护我, 

我的天父,深爱护我 

他耳听见暗中私语,他心洞悉每个思绪 

我的天父参透人心,他知道我,深知道我 

他知道我,深知道我,我的天父,他知道我 

我坐下他知道,我起来他知道 

我的天父,他深知道我, 

我的天父,深知道我 

369 祝 小羊诗歌/鼓舞 

愿喜乐与盼望常常充满你心 

不放弃，永不绝望！ 

愿主爱与平安时时掌管你心 

随他脚踪不偏离 

我们跟随得胜的主而去 

得地土，释放囚虏 

虽然身隔两地心相系 

在基督里我们永为一 

370 耶稣，我的救主 小羊诗歌/鼓舞 

水和血从祢的肋旁流下来 

漫过我全人最深玷污 

用火烧，将一切罪恶都烧尽 

直到消逝遗忘的海里 

罪深重，屡次压伤疲惫的心 

谁能救我脱离我自己 

虽深知我种种不堪的过去 

神圣爱不曾将我放弃 

耶稣，我的救主 

是祢洗我白如雪 

远离旧事，成为新造的人 

唯祢永是我的救主 

如今我也背起十架走窄路 

常软弱，唯祢是我帮助 

每跌倒，唯赖祢钉痕手扶起 

祢怜恤忧伤痛悔的心 

371 鼓舞 小羊诗歌/鼓舞 

你在世上虽有苦难， 

人生道路多有坎坷 

但我们的主已胜过世界， 

他应许永与我们同在 

喔，让圣灵引导你的心， 

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 

愿我们所做的一切， 

只为荣耀主圣名 

你要跑那当跑的路， 

也要打那美好的仗 

因有见证人环绕如云彩， 

靠主你可以刚强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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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盟约 小羊诗歌/盟约 

（羔羊）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我以慈爱吸引你 

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永以慈爱诚实待你 
（新妇） 
哦 我愿夺得主的心 用我注视的眼睛 

我的心如禁闭的井 新陈佳果存留为祢 
（合） 

将我放在祢的心上如印记 
将我带在祢手臂上如戳记 

祢的爱情坚贞 胜过死亡 
众水不能熄灭 不能淹没 

（羔羊） 
我赐你肉心代替石心 把律法写在你心里 

我用水将你洗洁净 你的罪恶我全忘记 

（新妇） 
因祢鞭伤我得医治 祢受刑罚我得平安 
祢受咒诅我得祝福 因祢流血我得生命 

373 因此我爱祢 小羊诗歌/盟约 

祢的心里柔和谦卑，祢的胸怀恩爱怜悯 
哦祢同在无限甜蜜，祢的话语坚定我心 

因此我爱祢， 
主啊！祢配得至极的爱情 
因此我爱祢，主啊！祢知道我爱祢 

祢的照应无微不至，祢的引领带进安息 

哦祢责备也是温柔，祢的担子轻省容易 

374 祢的爱 小羊诗歌/盟约 

祢不变的爱， 使我心中甜蜜满足。 

祢奇妙的爱， 使我夜间歌唱。 
从永远到永远祢的慈爱永不改变， 

我一生一世要仰望祢的慈颜。 
祢完全的爱， 使我甘心奉献自己。 

祢无边的爱， 我要一生颂扬。 
从永远到永远祢的慈爱永不改变， 
我一生一世要仰望祢的慈颜， 

饱尝祢的慈爱！ 

375 主啊！有谁能象祢 小羊诗歌/盟约 

祢常为我摆设宴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 
我有何能报答祢的厚恩， 
千言万语也述说不尽 
我是谁祢如此眷顾，宁处贫穷使我富足 
我算什么祢竟这样爱我， 
除祢以外我还求什么 

主，我赞美祢，一生歌颂祢 
主啊，有谁能象祢 
主，我敬拜祢，满心感谢祢 
唯愿一生事奉祢 

376 祢是我神 小羊诗歌/盟约 

祢是我神，用爱心寻找我 
祢是我神，用宝血拯救我 
从罪恶的深渊中，祢圣灵光照我 
祢是我救主，祢是我神 
祢是我神，赐给我脚前灯 
祢是我神，赐给我路上光 
从清晨日出东边，直到日落西方 
祢是我牧者，祢是我神 

祢是我神，永远属天盼望 
祢是我神，安稳灵魂的锚 
在生命的风暴中，平静我的浪涛 
祢是我盼望，祢是我神 

从生命开始，直到永远 
我被包围在主慈爱 
没有人能使我离开主的爱，主的爱 

祢是我神，永远属天盼望 
祢是我神，安稳灵魂的锚 
在生命的风暴中，平静我的浪涛 
祢是我盼望，祢是我神 

祢是我神，是我救主 
祢是我神，是我盼望 
祢是我神，是我牧者 
祢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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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我是祢所造 小羊诗歌/盟约 

我的肺腑是祢所造 

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 

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祢的作为我心深知道 
我在暗中受造、被联络 

未成形的体质祢已看见 
我的日子是祢所定 

尚未度一日，已写在祢的册上 

祢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比海沙更多 
求祢鉴查我、试炼我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2x) 

378 她的新郎 小羊诗歌/盟约 

漫漫长夜 她等候她的新郎 
白昼或夜晚 她思念她的新郎 
虽然有时因困倦而打盹 
黑夜已深 孤单又疲乏 

她一心渴望他显现的荣光 

她的新郎是荣耀的君王 

他的名字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芬芳 

称为诚信和真实 头戴许多冠冕 
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但他甘心做她赎罪的羔羊 
无比尊荣遮不住因爱所受的创伤 
他的爱情配得称赞 胜过一切美酒 

他去乃是为她预备地方 

漫漫长夜 她等候她的新郎 

一天又一天 她耐心预备衣裳 
他将亲手擦乾她的眼泪 

除去死亡、痛苦和悲伤 
她儆醒守望 直到号声吹响 

他将亲手擦乾她的眼泪 
除去死亡、痛苦和悲伤 

她儆醒守望 直到号声吹响 

379 哈利路亚！主我神作王了小羊诗歌/盟约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将赞美荣耀归给 

救恩、荣耀、权能属于神 

判断真实公义 

欢喜穿着光明洁白衣 

来赴羔羊的筵席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永远的福乐已来到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将赞美荣耀归给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要与我们同住 

劳苦、叹息都成为过去 

主将一切都更新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永远的福乐已来到 (2X) 

380 尊贵的君王 

Joshua/Eternity 

祢知道，我爱祢； 

祢知道，我需要更多认识祢， 

远超过我的想象； 

我想对祢说，这些话不虚假， 

我愿为祢活，我愿一生跟随。 

尊贵的君王，我别无所求， 

我只要与祢同行，我只要与祢同行。 

耶稣祢是我生命的救主， 

从永远到永远我献上我全心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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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我听见天使歌唱 Joshua/Eternity 

我听见锡安的呼唤， 

齐欢呼大君王的降临， 

天使在歌唱，敬拜赞美他， 

万物在他面前，都屈膝敬拜， 

Holy 我听见天使歌唱， 

Holy 我听见天使歌唱， 

哈利路亚，我主！ 

哈利路亚，我王！ 

哈利路亚，复活主耶稣！ 

382 这里有神的同在 迦南诗歌 

这里有神的同在，哦！哦！ 

这里有神的言语 

这里有圣灵的恩膏 

这里是另一个天地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门的甘露 

降在锡安山地 

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稣基督里 

383 扬声欢呼赞美 

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 

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 

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 

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 

祢是创造主 祢施行拯救 

祢已救赎我， 

祢是主 最大的医生， 

祢是丰盛之主。 

祢是我的牧者 引领我， 

耶稣我君王，我赞美祢。 

384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原作：St. Francis of Assissi中译：倪柝声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 

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 

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 

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 

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 

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 

愿以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祢活在这里时 

祢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 

好使近祢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 

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 

所以让我学习祢那样的完全 

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祢在这惨淡的时间之内 

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祢是我的安慰 

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385 耶稣喜爱一切小孩 

耶稣喜爱一切小孩 世上所有的小孩 

无论红黄黑白种 都是耶稣心宝贝 

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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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愿祢荣耀国度降临 

336 看见复兴 

337 我的救赎主活着 

338 .深触我心 

339 深深爱祢 

340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341 凡事都能做 

342 圣洁的敬拜 

343 荣耀羔羊 

344 我不是猴子变的 

345 恩典 

346 十字架上的爱 

347Way to Heaven 

348 愿祢裂天而降 

349 在这个世界 

350  I See the Future 

351 在基督里有平安 

352 在很久以前 

353 我们一起祷告 

354 珞珈之歌 

355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356 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 
Did You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357 我身后 

358 神羔羊配得 

Worthy is the Lamb 

359 God is Great 

360 美丽的夜里 

361You Are My World 

362 就是祢 It’s You 

363 唯一的你 

364 亲爱主，听我祷告 

365 有谁 

366 祢是我的平安 

367 吸引我，我就快跑随祢 

368 我的天父 

369 祝 

370 耶稣，我的救主 

371 鼓舞 

372 盟约 

373 因此我爱祢 

374 祢的爱 

375 主啊！有谁能象祢 

376 祢是我神 

377 我是祢所造 

378 她的新郎 

379 哈利路亚！主我神作王了 

380 尊贵的君王 

381 我听见天使歌唱 

382 这里有神的同在 

383 扬声欢呼赞美 

384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385 耶稣喜爱一切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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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s VS. CCM 

教会 现代音乐 拜 

继  教会  ，华人教会现  临现代音乐敬拜的冲 。  

如  教会一样， 为 入现代音乐在 拜 会中，导致不 争论， 

   起  。 成 谓新   统、 年  年、 开   执 争， 

有些教会   此  。 

我们该如    音乐 纷争，及如    和 对现代音乐 拜 

   

一. 一 的认识 
总的来说，音乐 身是中 的。 没有  恶，也没有对 错的  

 。音乐  以变得有颜 ，是 为作者和环 的   响 有的  

为   写的就成为  音乐， 为教会 写的则成 教会 乐。在教 

会 为敬拜、 颂神 用的是为 乐，在 会上 一 人 闲  的 

则为 行  。 

其 ，教会有的是遗传音乐， 没有绝对的 乐， 为 经没有告诉 

我们那 音乐 是绝对，也没有告诉用那 乐 和 样  是  。 

那些遗传 来的音乐  成为传统， 渐渐成为 谓 统。 说实在 

的，在 统 传统的 诗 ，有不 是由 国    谣 来用的。 

 这些 是教会音乐 

的  资产，历代以来 不 人  。 

 . 认识新旧 诗的  点 

新旧 诗  以有争论，  为大家   己 的 点， 

  评对 的 点。 事实上，双 也 实 有 点和 点。 

1. 现代 诗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CCM 的 点 
现代 诗一 来说， 是  ，  ， 记。这是  要的， 为 

   人 欢和  。难 的，难 的和难记的.有谁会 欢   

现代 诗 为  用 行 的节 和 调， 此 有时代 和节  

 ， 人觉得没有和时代脱节。 为 时 惯 现代 行 ， 此  

起这类 诗来，   人共鸣，有共识。 

人  认同，   入。 

现代 诗着 个人  ， 词比较浅 ，简单。不大 欢说理，却以 

 达个人  、  为主。 此    个人主义  的  。 较为 

 杂，长 的诗  会觉得厌烦、  拒。 

新 诗不 以敬拜为 号，以  、简单的 词和 调 
来导人敬拜。 为领 者有  ， 此    人 入和 到 服。 

当场会 人真  爱主。如  加上现代 击乐 ， 有  作用， 

 人  。 

这类诗 大 年 人欢 。 

2. 传统 诗  ymns 的 点 

不过， 传统 诗 为有  年的 积，成为教会不  得的财 ，其 

 点也 实数 不尽。 

 如，诗  的   讲 ，词 的美丽，    远， 

 实 人击 赞叹，    。 

又 如，传统 诗   比较长， 节数比较 ，   为如此，   

的道理和真理比较说得  、 详尽。 不像新兴诗 一 ， 有   

 话， 人  又   ， 人有肤浅的 觉。 为 比较着 道理， 

 此，一首诗   像一 讲 ，一 信息。 这些信息   人  、 

  。 

传统诗 的 调虽然比较    新兴诗 比对   ， 

 是却给人  、 严、严肃、 稳的 觉。对 爱自由， 

不 欢约 的人  ， 这是 闷， 对 欢 静的人  ，那是  。 

不过，新旧教会音乐的 点 能也 是他们的 点。 

新教会音乐 为  ， 记， 此，其内 是浅   度的，特别是 

一些 谓 拜诗，   有     语。内   度，其 力是暂 
时的，有 的。旧教会音乐 为着 内 、 辞、工 ， 此比较  

  ， 变 。对年轻人来说有 闷 。 

又 如，新教会音乐 着 节 和时代 ， 此会   人觉得是在 

 会 过在教会，是     。  旧教会音乐 为已经 在 一  

 长的  ，给年 人有 旧和 生 的 觉。 

总 ，在不同人的 中， 点 能成为 点。 

 自 www.ccfellow.org  信行 上团  

敬拜不僅是音樂Worship Is More Than Music 

对许 人来说，敬拜等同 音乐。他们会说  我们 

的教会以敬拜开 ，然 讲道。 这是 大的误 ，其实教 

会 拜节目中 一个   是敬拜的行动。祷告、读经、  

颂、认 、静 、 道、笔记、奉献、 礼、  、签 身 

 ，  向其他人问 ，   在内。 

事实上， 有音乐 前已有敬拜。亚当在 甸园时已开 敬 

拜， 音乐则到创世记   21 节，犹 出生  开    

及。如 敬拜   音乐，那些不 音乐的人就不能敬拜 。 

敬拜不仅止 音乐。 

   的是， 敬拜   误用来   一  调的 

音乐。 我们  一首 诗， 着 一首敬拜拜的 。   

说  我 欢节  的赞美诗 ，   赏  的敬拜诗 。  

这样将节  的、音 大的， 用铜 乐  出的称为 赞 

美 ，  的， 静的， 由 他  的则是 敬拜 ，  

是误用  敬拜 这个名词。 

敬拜与一首歌的格调、音量或速度无关。神喜爱所有 

不同形式的音乐，因为不论快慢、新旧各音量大小，都是他 

创造的。 

可能你不全都喜欢，但神却是。只要是心灵和诚实的 

敬拜，便是敬拜的行动。 

基督徒对 在敬拜时应用   态的音乐， 有不同 

的 见。他们  会热切地维护自己选择的音乐，认为 们 

    经，  能荣 神。事实上， 没有    经的 

 调 这回事  经 没有乐谱，我们  已找不到他们以 

前 用的乐 。 实说，   爱的音乐 是  出 的  

 和  ， 对神的认识无关。一个  的音乐在 一个  

 的 中， 起来 能是 音， 对神来说，他 爱  赏 

  不同的音乐。 

 来没有 谓的 基督教音乐 ， 有基督教 词。 

其实，是 词  其音  一首 成为 诗。也没有 谓  属 
灵   ， 为如 我弹 一首没有 词的  ，   无 
从 道 是 为 诗。 

 自  标 人生  ick War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