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34343434:1,3:1,3:1,3:1,3】】】】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常在我口中讚美祂的話常在我口中讚美祂的話常在我口中讚美祂的話常在我口中。。。。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    
讓我們一同高舉祂的名讓我們一同高舉祂的名讓我們一同高舉祂的名讓我們一同高舉祂的名。。。。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113113113113【【【【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    
1.1.1.1. 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    

我們高舉祢名我們高舉祢名我們高舉祢名我們高舉祢名，，，，心中充滿讚美心中充滿讚美心中充滿讚美心中充滿讚美，，，，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齊來高舉我神我主，，，，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和散那歸至高處！！！！    
2.2.2.2.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我們高舉祢名我們高舉祢名我們高舉祢名我們高舉祢名，，，，心中充滿讚美心中充滿讚美心中充滿讚美心中充滿讚美，，，，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齊來高舉我神我主，，，，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114114114114【【【【擁戴主為王擁戴主為王擁戴主為王擁戴主為王】】】】    
1.1.1.1. 擁戴萬有之王擁戴萬有之王擁戴萬有之王擁戴萬有之王！！！！羔羊在寶座上羔羊在寶座上羔羊在寶座上羔羊在寶座上，，，，聽啊聽啊聽啊聽啊！！！！天上歌聲嘹亮天上歌聲嘹亮天上歌聲嘹亮天上歌聲嘹亮，，，，聖樂掩壓群響聖樂掩壓群響聖樂掩壓群響聖樂掩壓群響；；；；    

我心醒來同唱我心醒來同唱我心醒來同唱我心醒來同唱，，，，頌主救頌主救頌主救頌主救贖洪恩贖洪恩贖洪恩贖洪恩，，，，歡呼主為萬王之王歡呼主為萬王之王歡呼主為萬王之王歡呼主為萬王之王，，，，千秋萬歲無彊千秋萬歲無彊千秋萬歲無彊千秋萬歲無彊。。。。    
2.2.2.2. 擁戴生命之王擁戴生命之王擁戴生命之王擁戴生命之王！！！！祂有不朽永生祂有不朽永生祂有不朽永生祂有不朽永生，，，，征服陰間征服陰間征服陰間征服陰間，，，，復活得勝復活得勝復活得勝復活得勝，，，，信徒永蒙救恩信徒永蒙救恩信徒永蒙救恩信徒永蒙救恩；；；；    

主升高天之上主升高天之上主升高天之上主升高天之上，，，，聖徒頌其尊榮聖徒頌其尊榮聖徒頌其尊榮聖徒頌其尊榮，，，，藉主捨命永勝死權藉主捨命永勝死權藉主捨命永勝死權藉主捨命永勝死權，，，，聖民永享福樂聖民永享福樂聖民永享福樂聖民永享福樂。。。。    
3.3.3.3. 擁戴和平之王擁戴和平之王擁戴和平之王擁戴和平之王！！！！王權何等尊榮王權何等尊榮王權何等尊榮王權何等尊榮，，，，統管全地統管全地統管全地統管全地，，，，戰爭止息戰爭止息戰爭止息戰爭止息，，，，萬有讚美歌頌萬有讚美歌頌萬有讚美歌頌萬有讚美歌頌；；；；    

權能永遠長存在祂釘痕腳下權能永遠長存在祂釘痕腳下權能永遠長存在祂釘痕腳下權能永遠長存在祂釘痕腳下；；；；樂園百花怒放遍處樂園百花怒放遍處樂園百花怒放遍處樂園百花怒放遍處，，，，芳馨伸張萬方芳馨伸張萬方芳馨伸張萬方芳馨伸張萬方。。。。    
4.4.4.4. 擁戴慈愛之王擁戴慈愛之王擁戴慈愛之王擁戴慈愛之王！！！！瞻仰受苦面龐瞻仰受苦面龐瞻仰受苦面龐瞻仰受苦面龐，，，，手手手手、、、、心心心心、、、、肋旁累累傷痕肋旁累累傷痕肋旁累累傷痕肋旁累累傷痕，，，，在天更顯輝煌在天更顯輝煌在天更顯輝煌在天更顯輝煌；；；；    

榮美發出光芒榮美發出光芒榮美發出光芒榮美發出光芒，，，，信眾向主頌揚信眾向主頌揚信眾向主頌揚信眾向主頌揚，，，，讚美榮耀歸我救主讚美榮耀歸我救主讚美榮耀歸我救主讚美榮耀歸我救主，，，，歌頌直到永恆歌頌直到永恆歌頌直到永恆歌頌直到永恆。。。。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        

哦主哦主哦主哦主，，，，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求祢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使我能夠遵行祢旨意，，，，我願將祢話我願將祢話我願將祢話我願將祢話語深藏在我心語深藏在我心語深藏在我心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作路上的光作路上的光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成為我腳前的燈成為我腳前的燈成為我腳前的燈。。。。    
哦主哦主哦主哦主，，，，求祢堅固我信心求祢堅固我信心求祢堅固我信心求祢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    
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求祢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式，，，，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    
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祢榮耀。。。。    

    
頌主頌主頌主頌主 40404040 段段段段【【【【傳揚福音傳揚福音傳揚福音傳揚福音】】】】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國要來就祢的光萬國要來就祢的光萬國要來就祢的光萬國要來就祢的光；；；；君王要來就祢發現的光輝君王要來就祢發現的光輝君王要來就祢發現的光輝君王要來就祢發現的光輝。。。。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猶太猶太猶太猶太人和人和人和人和希利尼希利尼希利尼希利尼人人人人，，，，並沒有分別並沒有分別並沒有分別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祂也厚待一切祂也厚待一切祂也厚待一切祂也厚待一切    

求告祂的人求告祂的人求告祂的人求告祂的人。。。。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然而人未曾信祂然而人未曾信祂然而人未曾信祂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怎能求祂呢怎能求祂呢怎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未曾聽見祂未曾聽見祂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怎能信祂呢怎能信祂呢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沒有傳道的沒有傳道的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怎能聽見呢怎能聽見呢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若沒有奉差遣若沒有奉差遣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怎能傳道呢怎能傳道呢怎能傳道呢？？？？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如經上所記如經上所記如經上所記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報福音傳喜信的人報福音傳喜信的人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    

的豐富的豐富的豐富的豐富，，，，傳給外邦人傳給外邦人傳給外邦人傳給外邦人，，，，又使眾人都明白又使眾人都明白又使眾人都明白又使眾人都明白。。。。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是如何安排的是如何安排的是如何安排的，，，，為要藉着教會為要藉着教會為要藉着教會為要藉着教會，，，，    

使天上執政的使天上執政的使天上執政的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掌權的掌權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一切都是出於神一切都是出於神一切都是出於神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    

給我們給我們給我們給我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這是神在基督裏這是神在基督裏這是神在基督裏這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並且並且並且    

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祂願意萬人得救祂願意萬人得救祂願意萬人得救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明白真道明白真道明白真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因為只有一位神因為只有一位神因為只有一位神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務要傳道務要傳道務要傳道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得時不得時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總要專心總要專心總要專心。。。。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並用百般的忍耐並用百般的忍耐並用百般的忍耐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各樣的教訓各樣的教訓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責備人責備人責備人，，，，警戒人警戒人警戒人警戒人，，，，勸勉人勸勉人勸勉人勸勉人。。。。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早晨要撒你的種早晨要撒你的種早晨要撒你的種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因為你不知道那一樣發旺。。。。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或是早撒的或是早撒的或是早撒的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或是兩樣都好或是兩樣都好或是兩樣都好。。。。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90490490490【【【【People Need the LordPeople Need the LordPeople Need the LordPeople Need the Lord】】】】    
Everyday they pass me byEveryday they pass me byEveryday they pass me byEveryday they pass me by, I can see it in their eyes., I can see it in their eyes., I can see it in their eyes., I can see it in their eyes.    
Empty people filled with care, headed who knows where?Empty people filled with care, headed who knows where?Empty people filled with care, headed who knows where?Empty people filled with care, headed who knows where?    
On they go through private pain, living fear to fear.On they go through private pain, living fear to fear.On they go through private pain, living fear to fear.On they go through private pain, living fear to fear.    
Laughter hides their silent cries, only Jesus hears.Laughter hides their silent cries, only Jesus hears.Laughter hides their silent cries, only Jesus hears.Laughter hides their silent cries, only Jesus hears.    
    
We are called to take His light We are called to take His light We are called to take His light We are called to take His light tttto a world where wrong seems rio a world where wrong seems rio a world where wrong seems rio a world where wrong seems right.ght.ght.ght.    
What could be too great a cost for sharing What could be too great a cost for sharing What could be too great a cost for sharing What could be too great a cost for sharing LLLLife with one who's lost?ife with one who's lost?ife with one who's lost?ife with one who's lost?    
Through His love our hearts can feel Through His love our hearts can feel Through His love our hearts can feel Through His love our hearts can feel aaaall the grief they bear.ll the grief they bear.ll the grief they bear.ll the grief they bear.    
They must hear the Words of Life, only we can share.They must hear the Words of Life, only we can share.They must hear the Words of Life, only we can share.They must hear the Words of Life, only we can share.    
    
* * * *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At the end of broken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At the end of broken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At the end of broken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At the end of broken dreams,dreams,dreams,dreams,    
He's the open door.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He's the open door.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He's the open door.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He's the open door.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When will we realize, people need the Lord?When will we realize, people need the Lord?When will we realize, people need the Lord?When will we realize, people need the Lord?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90490490490【【【【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    
1.1.1.1. 每一天人們經過每一天人們經過每一天人們經過每一天人們經過，，，，空虛心靈無援助空虛心靈無援助空虛心靈無援助空虛心靈無援助；；；；憂慼眼神在迷惘憂慼眼神在迷惘憂慼眼神在迷惘憂慼眼神在迷惘，，，，不知往何方不知往何方不知往何方不知往何方。。。。    

在世間痛苦掙扎在世間痛苦掙扎在世間痛苦掙扎在世間痛苦掙扎，，，，恐懼中渡日恐懼中渡日恐懼中渡日恐懼中渡日，，，，笑臉迎人背垂淚笑臉迎人背垂淚笑臉迎人背垂淚笑臉迎人背垂淚，，，，主耶穌深知主耶穌深知主耶穌深知主耶穌深知。。。。    
2.2.2.2. 我們遵行主使命我們遵行主使命我們遵行主使命我們遵行主使命，，，，黑暗地照耀光明黑暗地照耀光明黑暗地照耀光明黑暗地照耀光明，，，，寧願付任何代價尋找拯救失喪之靈寧願付任何代價尋找拯救失喪之靈寧願付任何代價尋找拯救失喪之靈寧願付任何代價尋找拯救失喪之靈。。。。    

主的愛感動我心看透眾生苦主的愛感動我心看透眾生苦主的愛感動我心看透眾生苦主的愛感動我心看透眾生苦，，，，他們需要生命道他們需要生命道他們需要生命道他們需要生命道，，，，待我們告訴待我們告訴待我們告訴待我們告訴。。。。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人們需人們需人們需人們需要主要主要主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夢想幻滅到盡頭夢想幻滅到盡頭夢想幻滅到盡頭夢想幻滅到盡頭，，，，祂就是出路祂就是出路祂就是出路祂就是出路。。。。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    
                        我們何時醒覺我們何時醒覺我們何時醒覺我們何時醒覺，，，，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人們需要主。。。。    
    
【【【【讚美一神讚美一神讚美一神讚美一神】】】】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讚美一神萬福之源讚美一神萬福之源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天下生靈都當頌言天下生靈都當頌言天下生靈都當頌言；；；；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同心讚美父同心讚美父同心讚美父、、、、子子子子、、、、聖靈聖靈聖靈聖靈。。。。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 1111：：：：3333----11111111】】】】    

1:31:31:31:3            我每逢想念你們我每逢想念你們我每逢想念你們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就感謝我的神就感謝我的神就感謝我的神，，，，    
1:41:41:41: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    
1:51:51:51:5            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1:61:61:61:6            我深信我深信我深信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    
1:71:71:71: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中無論我是在捆鎖中無論我是在捆鎖中無論我是在捆鎖中，，，，    

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    
1:81:81:81:8            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    
1:91:91:91:9            我所禱告的就是我所禱告的就是我所禱告的就是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要你們的愛心要你們的愛心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不斷增長不斷增長不斷增長，，，，    
1:101:101:101:10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使你們能分辨是非使你們能分辨是非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    
1:111:111:111:11        更靠更靠更靠更靠着着着着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歸榮耀稱讚給神歸榮耀稱讚給神歸榮耀稱讚給神歸榮耀稱讚給神。。。。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02502502502【【【【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    
1.1.1.1. 人海翻騰波濤人海翻騰波濤人海翻騰波濤人海翻騰波濤，，，，傳來呼喊聲傳來呼喊聲傳來呼喊聲傳來呼喊聲：：：：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多少靈魂需要主偉大恩典多少靈魂需要主偉大恩典多少靈魂需要主偉大恩典多少靈魂需要主偉大恩典，，，，    
            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    
2.2.2.2. 彷彿彷彿彷彿彷彿已聞馬其頓人在呼喚已聞馬其頓人在呼喚已聞馬其頓人在呼喚已聞馬其頓人在呼喚：：：：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快來奉獻自己在主十架前快來奉獻自己在主十架前快來奉獻自己在主十架前快來奉獻自己在主十架前，，，，    
            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    
3.3.3.3. 我們當祈求主使救恩傳遍我們當祈求主使救恩傳遍我們當祈求主使救恩傳遍我們當祈求主使救恩傳遍，，，，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基督完美生活使人人看見基督完美生活使人人看見基督完美生活使人人看見基督完美生活使人人看見，，，，    
            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    
4.4.4.4. 要憑愛心工作要憑愛心工作要憑愛心工作要憑愛心工作，，，，辛勤莫厭倦辛勤莫厭倦辛勤莫厭倦辛勤莫厭倦，，，，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今日收聚珍寶今日收聚珍寶今日收聚珍寶今日收聚珍寶，，，，來日得冠冕來日得冠冕來日得冠冕來日得冠冕。。。。    
            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放福音恩光速放福音恩光速放福音恩光速放福音恩光！！！！讓此光普照四方讓此光普照四方讓此光普照四方讓此光普照四方！！！！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發光！！！！速放福音恩光速放福音恩光速放福音恩光速放福音恩光！！！！    
                        讓此光普照四方讓此光普照四方讓此光普照四方讓此光普照四方！！！！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4564564564【【【【祝福頌祝福頌祝福頌祝福頌】】】】    

願主天天常與你同在願主天天常與你同在願主天天常與你同在願主天天常與你同在；；；；當你禱告當你禱告當你禱告當你禱告，，，，主恩環繞你主恩環繞你主恩環繞你主恩環繞你，，，，無論何時何地願主大能保護你無論何時何地願主大能保護你無論何時何地願主大能保護你無論何時何地願主大能保護你，，，，    
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