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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祢的慈愛 
主信實無變 
主愛有多少 
主為我捨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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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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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至高是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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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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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 編號 歌名
十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真愛
神是愛 
神坐著為王 
原來是耶穌 
釘痕的手（國） 
祢的愛 
祢是我神 
祢是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我的一切（國）

十一 37
38 
39

深觸我心（國）
這樣的愛 
這一生 美的祝福（國） 

十二 40 無言的讚頌
十三 41

42 
43

慈繩愛索
愛的印記 
愛是不保留

十四 44 榮耀神羔羊
十五 45 誰曾應許
十六 46 親眼看見祢（國）
二十 47

48 
49

寶貴十架（國）
獻給我天上的主 
獻上頌讚

二十二 50 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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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首讚美的詩歌 

讓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 

讓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裡，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心敬拜。 

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２．十架犧牲的愛 

耶穌捨身十架，主祢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祢被世人離棄淩辱，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祢為我的過犯， 

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 

祢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祢。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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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十架的冠冕 

路是難走，但比起祢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什麼，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祢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祢的救贖愛海，我得勝和釋放。 

凝望著十架的冠冕，仰望祢渡過每天。 

祢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祢亦會在我身邊。 

祢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４．天父必保守 

天邊飛雁不耕不收，我父仍將牠保守， 

可知你何等貴重，天父必保守。 

今天花兒引風輕歌，卻奈何它一朝枯毀， 

恩主也為它戴上華麗，天父必保守。 

我父慈愛，祂必解祢悲憂， 

心中悲憂成為樂暢，天父深恩！ 

雖遭風浪不須驚慌，我父洪恩一一擔當， 

必使狂風變平靜，天父必保守！ 
（版權屬偉訊影音製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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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以色列的聖者 

以色列的聖者，為我犧牲自己， 

神羔羊，祢是彌賽亞，耶穌和平之君。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主啊，因為祢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拜，來敬拜祢我神，寶貴耶穌，和平之君。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６．以感恩為祭 

1.  主，為祢的恩典，我要滿心感謝， 

 由泥內生機到變幻天氣，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為祢的恩手，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到試煉阻攔，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到了今天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召我出黑暗，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2. 主，為祢的恩言，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到責備管教，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為祢的恩情，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晝夜數算，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祢有豐賞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讓我得益處，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祢恩典太美妙神奇，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並永記念祢作為。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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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主如明亮晨星 

1.  當我在黑暗痛苦絕望中，有一曙光明照在我心， 

 祂是那稱為奇妙的救主，捨棄天上榮華為我降生， 

 祂又為我被釘在十字架，情願受苦洗淨我的罪， 

 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亞，從今後永不會再絕望。 

2. 救主耶穌基督被接升天，祂去原為我預備地方， 

 就必再來接我到祂父家，永遠與主同在到千萬年， 

 到那時再沒有痛苦悲傷，只有甜美快樂的笑容， 

 眾聖徒同集在明亮聖城，滿心歡頌讚美主大恩。 

副歌： 祂仁慈善良的愛，領我衝破狂風巨浪， 

   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帶給我無限的希望。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８．主，祢的慈愛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主，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嘴唇來讚美祢， 

因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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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主信實無變 

1. 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2. 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 

副歌： 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 

 困苦，壓逼，憂心，掛念， 

 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１０．主愛有多少 

主愛有多少，主恩有多深， 

祂甘願捨命，為救人靈魂； 

主愛有多少，主恩有多深， 

每當我思想，我心感恩。 

天地有多麼高，兩極有多麼遠， 

救主的慈愛也有多大； 

永恆有多麼長，無限有多麼廣， 

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 

（版權屬救世傳播協會天韻有聲出版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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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主為我捨棄一切 

祢將祢威嚴撇一旁，為我捨棄祢一切； 

造天地的主，在人手下遭苦難，擔當我罪咎羞恥； 

祢受死，復活得勝，在天地作王，永掌握至高威權。 

主，我要衷心敬拜尊崇祢，祢使我折服，我今屬祢， 

恩主啊，我愛祢，直到永遠。 

主，只有祢為我受釘代死，捨生命，祢釋放我， 

因此我向祢頌讚，來敬拜歌頌。 
 （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 

１２．只因愛 

祢的愛，我怎猜透，捨尊降貴，貧苦中馬槽降生， 

沒有佳美肖顏容，但賜我勇氣面對生命。 

被擄得釋放，餵飽飢渴，一生以愛，神蹟可見神同在， 

頭被戴上荊棘冕，被厭棄替我遍歷痛苦。 

誰瞭解祢在十架甘心犧牲，只因愛救贖世上人， 

流盡血見證祢的愛，誰配得可擁有，神恩典像海般深。 

誰會知祢在墓裡三天復活，得勝已賜下我盼望， 

神大愛抱緊我，我願一生一世靠緊祢，感恩滿心裡。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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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奴僕君王 

1. 祢道成肉身為人子，隱藏榮耀甘心入世， 

 謙卑捨己服事人，因祢所賜我得永生。 

2. 在那流淚園子裡，我的重擔祂全背起， 

 祂悲痛流下淚說，惟照祢旨不照我意。 

3. 來，看祂手腳釘痕，就能明白祂的救恩， 

 造穹蒼星晨的手，甘心被釘為我受苦。 

4. 讓我們學習祂樣式，生活舉止以主為是， 

 彼此所需可選擇，為著基督我們服事。 

副歌： 這是我神，奴僕君王，祂召我現在跟隨祂， 

   領我生命每一日獻上自己，敬拜這位奴僕君王。 

（版權屬陶匠音樂有聲事工所有） 
 

１４．永約的神 

信，是我這生尋著祢的應允， 

是永生的源頭方向，令我生命更新。 

心，願意一生順服祢的指引， 

伴我一生同行衝破危難困憂。 

神已立約，傾出祂恩惠並祝福我一世， 

神已立約，顯彰祂的愛並寬恕我一切， 

和祢立約，願跟主方向，願遵守祢管教； 

齊頌讚主永活全能，信實無窮，千載百世不變更！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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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因主的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和平之君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副歌：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裏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１６．因為祢先愛我們（國） 
除祢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站祢面前我可痊癒，是因祢為我釘十架， 
祢的寶血洗我罪，祢誠然擔當我們的罪。 
副歌： 因祂受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祂受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如羊走迷了路，祢把我尋回祢身旁。 

因祂受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祂受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如羊走迷了路，祢把我尋回祢身旁。 

   （主耶穌，我愛祢，因為祢先愛我們。）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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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有一位神（國） 

1.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2.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副歌：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１８．全地至高是我主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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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我的救贖者活著（國）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必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２０．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 

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 

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神歌頌， 

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 

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神歌頌。 

願祂以我的默念為甘甜， 

我要因耶和華歡喜， 

願祂以我的默念為甘甜， 

我要因耶和華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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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國）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祢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唯有祢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祢聖名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唯有祢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祢聖名直到永遠。 
（版權屬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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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耶穌為愛受難 

1. 來看祂，來看祂，看耶穌為愛受難； 

 看祂身穿紫袍，荊冠戴頭上； 

 看兵丁凌辱祂，看祂屈身背十架， 

 看祂孤單獨步加略山路上； 

2. 來痛哭，來舉哀：你罪愆將祂刺透， 

 遠比荊棘刺和釘傷更難受； 

 傲與貪，恨與羞，人世間一切罪孽， 

 人所當得刑罰都歸祂承受！ 

3. 祢從天降人間，領人歸天父慈懷， 

 祢洞悉一切，我今肅敬跪拜！ 

 祢喪生，賜永生，祢的哀傷賜喜樂， 

 祢復活大能提昇我進榮耀！ 
 
副歌： 來屈膝祂足前，神震怒與恩典匯成愛的恩泉， 

 洗人間罪孽，你當悉心思想：罪愆歸祂身上！ 

 慈愛創傷呼喊：「父親，赦免！」 

 我敬拜，我深敬拜耶穌被殺羔羊。 
（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 



 

15

２３．耶穌豈是凡人 

1. 何因被祂所惑困？感微妙我心靈更新， 

 耶穌祂只是凡人，因何令我心靈堅穩？ 

 何因被祂所惑困？心靈內似春雷震撼。 

 耶穌祂只是凡人，竟然令世界變更。 

 聽！祂每一句話，能帶有大能力， 

 我，默然地想，默想那每一句話！ 

2. 何因祂敢於面對？祂行事卻出塵脫俗， 

 耶穌祂只是凡人，竟然為我舒懷解困， 

 耶穌祂顯出大愛，點燃著我心頭的光， 

 耶穌祂豈是凡人，欣然地復活再生。 

 看！祂每一舉動，除去了苦與憂， 

 我，默然地想，十架那每一顆淚！ 

 （看！祂的眼神，神態更具寧靜， 

 我，默然地呼，耶穌我更加想念祢！）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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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是祢應許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那將殘的燈火，祂不會吹滅。 

尋求祢憐恤我的軟弱，誰願無力走過這生？ 

盼救主垂聽心中困倦，現實壓迫中裝出歡笑。 

旁人自顧沉溺，虛空宴樂，誰安慰念記？ 

耶穌顧念我，求在祢懷內， 

醫好我的創傷，潔淨我罪； 

祢捨身拯救我生命，全能主應許。 

耶穌顧念我，求被祢陶造， 

一生裡緊靠倚，再沒有畏懼； 

賜犧牲的愛與醫治，這是祢應許。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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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是為了我罪 

1. 在十架上被人冷眼嘲笑， 

 汗血淌滴下救主被釘死， 

 主宰基督為人背上苦擔， 

 繫掛那木頭的應是我。 

 是為了我罪，祂捨尊貴， 

 是為了我罪，祂犧牲一切， 

 在十架上，恩主彰顯祂的愛， 

 罪債於一身，祂拯救萬世。 

2. 復活盼望罪人今得新生， 

 信祂的必可承受永生， 

 復活盼望罪人變改身心， 

 並賜我聖靈祂一世護蔭。 

 被罪惡枷鎖，今得釋放， 

 被罪惡枷鎖，今可得衝破， 

 復活盼望，是讓主居於心裡， 

 願一生跟主，祂一世導引。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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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除祢以外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從永遠到永遠， 
祢超過諸天。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 
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權柄，讚美以及崇敬， 
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２７．真愛 
當我想到耶穌獨自，背著十架行向這辛酸之路， 
譏諷嘲笑旁人在恥笑責罵，祂卻決心為我受盡痛苦。 
天也昏暗疲倦且軟弱，鮮血在滲祂卻甘心堅持， 
原是主真愛，情願捨棄性命，忍受痛苦在十架上為我死。 
副歌： 在我心不懂去思，不懂去想事實是這般， 
 為何祢對我深愛？我始終未明瞭， 
 難道我只得半知，只得半解事實是這般， 
 原來世界 美的愛，是祢犧牲不變的愛。 
 願我心懂得去思，懂得去想事實是這般， 
 能明白祢對我深愛，祢甘犧牲一切， 
 唯願我甘將我心，甘將這生盡力為祢傾， 
 來償祢那對我的愛，願我一生深愛著祢。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19

２８．神是愛 

1. 神是愛，祂愛我比天高。 

神是愛，祂救我為我釘十架， 

在各各祂山上把血灑， 

 讓我知道神是愛。  

2.  神是愛，祂愛我比海深。 

 神是愛，祂愛我為我犧牲。 

 一生跟祂腳步不走差， 

 讓我知道神是愛。  

3. 神是愛，祂愛你比天海高深， 

神是愛，祂賜你極美新生。 

唯盼你將身心交託祂。 

 讓你知道神是愛。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20

２９．神坐著為王 

神啊！我要一心稱謝祢， 

神啊！我要高舉祢聖名。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的主啊！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 

驅黑暗，留住美，藉著神重拾愛； 

齊心禱告以真誠，藉主誇勝！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就算翻起千般駭浪，主必會為我掌舵， 

每日隨時乘風破浪，樂道主的凱歌！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 

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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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原來是耶穌 

是誰令我，迷霧裡覓曙光，困惑跌倒，前路也願去闖； 

是誰令我，危難裡亦勇敢，世事變遷不改我路向。 

是誰令我，尋著意義而活，獻奉這生，來盡發熱發光，

是誰伴我，無後悔踏遠方，也令我知真方向。 

原來是耶穌，祂的愛未變；原來是耶穌，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給我不死的愛，令我總不放棄。 

 

是誰用愛，平伏往日創傷，貼近我心，除掉往日模樣； 

是誰用愛，成就往日夢想，眼淚抹乾不需往後看。 

是誰用愛，同渡各樣壓迫，照亮我心，無懼世俗拍擊， 

是誰用愛，長路結伴去闖，也伴我走真方向。 

原來是耶穌，祂的愛未變；原來是耶穌，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給我不死的愛，令我堅定前行。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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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釘痕的手（國） 

祢釘痕的手，撫慰我傷口， 

要親自醫治我的痛。 

看著祢的手，想到祢的痛， 

我頓時忘掉自己一點點的痛！ 

主請教導我，不要那麼在乎痛， 

讓我也能夠被罵不還口。 

讓我時常，看到祢釘痕的手， 

知道我的痛，永遠不及祢的痛。 
 
３２．祢的愛 

誰能似祢，為我可犧牲一切為我安排， 

這美好生命光輝，在十架顯明恩惠與真情， 

能讓我安寧，指引我路程。 

天父！願祢知道，我的生命全憑祢得勝。 

是祢的愛 令我心靈得歡樂， 

共那信心去面對將來， 

人生雖然充滿阻礙，前路祢會為我開。 

是祢的愛 令我心靈得歡樂， 

共那信心去面對將來， 

如今我但願我的生命裡， 

時刻充滿著祢的愛。 

（版權屬影音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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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祢是我神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 

心緊靠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副歌：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 

 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 

 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祢。 

 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 

 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 

 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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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祢是君王 

沒有配戴冠冕，沒有俊美的臉，忘懷尊貴謙卑降生！ 

領略人生苦痛，甘承受嘲諷，全是祢為我付上贖罪救恩。 

為祢我要歌唱，為祢我要擺上，全然宣告基督作主！ 

諦造人生的美，豈能盡寫上，誰像祢愛為我如此徹底。 

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歡呼敬拜頌讚祂， 

榮歸予祢配得稱讚耶穌得勝君！ 

萬世都因祢愛被變改，都因祢愛來俯拜， 

高舉祢是君王，頌讚主基督救贖愛。 

（版權屬絃獻音樂敬拜事工所有） 

３５．祢是榮耀君王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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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祢是我的一切（國） 

1. 祢是我倚靠的力量，祢是我尋求的寶藏， 

 祢是我的一切。 

 祢好比貴重的珍寶，我怎能放棄祢不要， 

 祢是我的一切。 

2. 擔當我罪債和羞辱，死裡復活我蒙救贖， 

 祢是我的一切。 

 當我跌倒祢扶持我，當我乾渴祢充滿我， 

 祢是我的一切。 

副歌： 耶穌，神羔羊，配得大讚美， 

 耶穌，神羔羊，配得大讚美。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３７．深觸我心（國） 

耶穌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痛苦。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祢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祢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完全得醫治。 

感謝耶穌，我的救主，我得平安，我得醫治。 

我的耶穌，愛我的主，祢的恩典，深觸我心。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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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這樣的愛 

1. 這樣的愛，這樣高深的愛，遠至亙古不變直到未來， 

 降生人世內，彰顯神的愛，接近人群抹去病困悲哀， 

 這樣的愛，甘願犧牲的愛，這愛傾出寶血贖我回來，

捨身除障礙，血盡流的愛，世上無人如同這份愛。 

2. 這樣的愛，這份一生的愛，這愛永測不透但很精彩， 

 祢竟住我內，空虛已不再，晝夜同行從來沒有分開， 

 這樣的愛，傾盡一生的愛，縱有困苦厄困也不更改， 

 世間無替代，這情和這愛，傾出一生報答這份愛。 

副歌： 我的主恩深比海更深，這份愛解我心中罪困， 

 淒清中伴我同行，孤單中伴我前行， 

 這份情仍是 真。我的主恩高比天更高， 

 這份愛今我竟可遇到，漆黑中沒有迷途， 

 幽谷中是我路途，這份情難以盡訴。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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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國） 

在無數的黑夜裡，我用星星畫出祢， 

祢的恩典如晨星，讓我真實的見到祢， 

在我的歌聲裡，我用音符讚美祢， 

祢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這一生 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 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祂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這是 美的祝福。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４０．無言的讚頌 

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 

諸天說述主的榮耀，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讚美全能上帝。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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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慈繩愛索 

來到祢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 

祢配得一切榮耀尊貴，祢是王掌管明天。 

來到祢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祢愛我天天不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副歌： 慈繩愛索緊緊牽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裡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竭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 

 徬徨人生不擔心，因有祢伴我行， 

 靠著祢能走出黑暗。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４２．愛的印記 

沒法想像，十架之上，是神犧牲的愛。 

被掛於木頭，汗血灑遍地，來為我潔淨洗罪。 

付上一切，為我捨命，換來更新的我， 

十架的記號，烙印心坎內，常念記救贖主的愛。 

神大愛，緊伴我，是救主默然擔我罪。 

我這生，原屬祢，有著祢愛的印記。 

盡我心意，頌讚不斷，主愛深刻真摰。 

每一刻每天我願全奉獻，隨著祢的腳步不改變。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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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愛是不保留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了祢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４４．榮耀神羔羊 

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 

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 

惟有祂是榮耀、尊貴配得讚美， 

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來敬拜祂，高聲齊來頌揚 

在寶座上羔羊。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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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祢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祢竟這般顧念我。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所有） 

 

４６．親眼看見祢（國）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我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裏求告祢，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副歌： 太陽還存，月亮還在，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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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寶貴十架（國）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副歌：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 

 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 

 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４８．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副歌：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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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獻上頌讚 

在世間，萬有中，哪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愛是奇妙浩大。 

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只有，一息尚存，也要定意敬拜祢。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拍掌，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與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跳躍和唱，要述說祢創造，願永愛著祢， 

我這生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像祢。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５０．歡欣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祢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讚美！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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