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頁-1 
 

【【【【諸天讚美諸天讚美諸天讚美諸天讚美】】】】    
萬國同來讚美祢萬國同來讚美祢萬國同來讚美祢萬國同來讚美祢，，，，萬民都俯伏祢跟前萬民都俯伏祢跟前萬民都俯伏祢跟前萬民都俯伏祢跟前，，，，向祢唱詩歌向祢唱詩歌向祢唱詩歌向祢唱詩歌，，，，在民中歡呼起舞在民中歡呼起舞在民中歡呼起舞在民中歡呼起舞，，，，讚頌祢不止息讚頌祢不止息讚頌祢不止息讚頌祢不止息。。。。    
白晝黑夜也屬祢白晝黑夜也屬祢白晝黑夜也屬祢白晝黑夜也屬祢，，，，春夏秋冬是祢所安排春夏秋冬是祢所安排春夏秋冬是祢所安排春夏秋冬是祢所安排，，，，創山造風創山造風創山造風創山造風，，，，在人間施恩拯救在人間施恩拯救在人間施恩拯救在人間施恩拯救，，，，星宿雲彩歡欣歌唱星宿雲彩歡欣歌唱星宿雲彩歡欣歌唱星宿雲彩歡欣歌唱。。。。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89898989:11,1:11,1:11,1:11,1】】】】    
天屬祢天屬祢天屬祢天屬祢，，，，地也屬祢地也屬祢地也屬祢地也屬祢；；；；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祢所建立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祢所建立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祢所建立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為祢所建立。。。。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    
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祢的信實傳到萬代我要用口將祢的信實傳到萬代我要用口將祢的信實傳到萬代我要用口將祢的信實傳到萬代。。。。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3535353【【【【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    

1.1.1.1. 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聖天父真神聖天父真神聖天父真神聖天父真神，，，，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祢永遠不改變祢永遠不改變祢永遠不改變祢永遠不改變，，，，滿有憐憫恩滿有憐憫恩滿有憐憫恩滿有憐憫恩，，，，    
昔在今在永在昔在今在永在昔在今在永在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我主我神我主我神我主我神。。。。    

2.2.2.2. 春夏秋冬循環春夏秋冬循環春夏秋冬循環春夏秋冬循環，，，，栽種又收成栽種又收成栽種又收成栽種又收成，，，，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時刻循軌運行時刻循軌運行時刻循軌運行時刻循軌運行，，，，天地宇宙萬物天地宇宙萬物天地宇宙萬物天地宇宙萬物，，，，皆同皆同皆同皆同作見證作見證作見證作見證，，，，    
述說我主信實述說我主信實述說我主信實述說我主信實、、、、慈愛永恆慈愛永恆慈愛永恆慈愛永恆。。。。    

3.3.3.3. 祢赦免我罪愆祢赦免我罪愆祢赦免我罪愆祢赦免我罪愆，，，，賜我永平安賜我永平安賜我永平安賜我永平安，，，，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助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助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助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助，，，，日日加力日日加力日日加力日日加力，，，，更賜我光明盼望更賜我光明盼望更賜我光明盼望更賜我光明盼望，，，，    
祢賜豐盛恩惠祢賜豐盛恩惠祢賜豐盛恩惠祢賜豐盛恩惠，，，，勝過千萬勝過千萬勝過千萬勝過千萬。。。。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    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清晨復清晨清晨復清晨清晨復清晨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主愛日更新主愛日更新主愛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我一切所需用我一切所需用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預備祢都已預備祢都已預備祢都已預備，，，，    
                            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顯在我身顯在我身顯在我身顯在我身。。。。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93939393【【【【Shout to the LordShout to the LordShout to the LordShout to the Lord】】】】    

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f Your mighty love.f Your mighty love.f Your mighty love.f Your mighty love.    
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    
Let ev'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Let ev'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Let ev'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Let ev'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    
Shout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Shout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Shout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Shout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roar roar roar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s,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s,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s,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s,    
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93939393【【【【向主歡呼向主歡呼向主歡呼向主歡呼】】】】    
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我救主我救主我救主我救主，，，，世上無人能像祢世上無人能像祢世上無人能像祢世上無人能像祢。。。。我要一生稱頌讚美我要一生稱頌讚美我要一生稱頌讚美我要一生稱頌讚美，，，，主愛奇妙偉大無比主愛奇妙偉大無比主愛奇妙偉大無比主愛奇妙偉大無比。。。。    
安慰我安慰我安慰我安慰我，，，，蔭庇我蔭庇我蔭庇我蔭庇我，，，，是我力量是我力量是我力量是我力量、、、、避難所避難所避難所避難所，，，，我將所有一切氣息我將所有一切氣息我將所有一切氣息我將所有一切氣息，，，，永遠頌讚敬拜祢永遠頌讚敬拜祢永遠頌讚敬拜祢永遠頌讚敬拜祢。。。。    

                全地歡呼同歌唱全地歡呼同歌唱全地歡呼同歌唱全地歡呼同歌唱，，，，頌主名頌主名頌主名頌主名，，，，尊貴尊貴尊貴尊貴、、、、權柄都歸於榮耀君權柄都歸於榮耀君權柄都歸於榮耀君權柄都歸於榮耀君。。。。高山跪拜高山跪拜高山跪拜高山跪拜，，，，大海洋呼嘯大海洋呼嘯大海洋呼嘯大海洋呼嘯，，，，    
                同發聲同發聲同發聲同發聲，，，，頌主名頌主名頌主名頌主名。。。。我要歡唱我要歡唱我要歡唱我要歡唱，，，，因祢手作奇事因祢手作奇事因祢手作奇事因祢手作奇事。。。。我要愛祢到永遠不變更我要愛祢到永遠不變更我要愛祢到永遠不變更我要愛祢到永遠不變更。。。。    
                我要信靠主應許最寶貴恩賜我要信靠主應許最寶貴恩賜我要信靠主應許最寶貴恩賜我要信靠主應許最寶貴恩賜。。。。    
    
頌主頌主頌主頌主 80808080 段段段段【【【【不朽基業不朽基業不朽基業不朽基業】】】】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獨一的神獨一的神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直到永永遠遠。。。。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重生了我們重生了我們重生了我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可以得着不能朽壞可以得着不能朽壞可以得着不能朽壞可以得着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玷污不能玷污不能玷污、、、、不能衰殘不能衰殘不能衰殘不能衰殘。。。。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必能得着所預備必能得着所預備必能得着所預備必能得着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附頁-2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你們是大有喜樂你們是大有喜樂你們是大有喜樂，，，，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就比那被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仍然能壞的金子仍然能壞的金子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更顯寶貴更顯寶貴更顯寶貴。。。。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得着稱讚得着稱讚得着稱讚得着稱讚、、、、榮耀榮耀榮耀榮耀、、、、尊貴尊貴尊貴尊貴。。。。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卻是愛祂卻是愛祂卻是愛祂，，，，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雖不得看見如今雖不得看見如今雖不得看見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卻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卻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卻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並且得着你們信心的果效並且得着你們信心的果效並且得着你們信心的果效並且得着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就是靈魂的救恩就是靈魂的救恩就是靈魂的救恩。。。。    
    

【【【【將心給我將心給我將心給我將心給我】】】】    
假若我有無限智慧假若我有無限智慧假若我有無限智慧假若我有無限智慧，，，，我甘棄主腳下我甘棄主腳下我甘棄主腳下我甘棄主腳下；；；；假若我有財物滿貫假若我有財物滿貫假若我有財物滿貫假若我有財物滿貫，，，，我交給主手中我交給主手中我交給主手中我交給主手中；；；；我願這生獻呈為你我願這生獻呈為你我願這生獻呈為你我願這生獻呈為你，，，，    
願明白你心意願明白你心意願明白你心意願明白你心意；『；『；『；『不用獻我財物智慧不用獻我財物智慧不用獻我財物智慧不用獻我財物智慧，，，，將心給我將心給我將心給我將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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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3333::::1111----4444】】】】    

3:13:13:13:1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既然你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既然你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既然你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既然你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的事就當求上面的事就當求上面的事就當求上面的事；；；；那裏有基那裏有基那裏有基那裏有基督督督督，，，，坐在神的右邊坐在神的右邊坐在神的右邊坐在神的右邊。。。。    
3:23:23:23:2        你們要思考上面的事你們要思考上面的事你們要思考上面的事你們要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    
3:33:33:3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3:43:43:43:4        基督是你們的生命基督是你們的生命基督是你們的生命基督是你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在榮耀裏顯現你們也要與他一同在榮耀裏顯現你們也要與他一同在榮耀裏顯現你們也要與他一同在榮耀裏顯現。。。。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331331331331【【【【成為我異象成為我異象成為我異象成為我異象】】】】    
1.1.1.1. 懇求心中王懇求心中王懇求心中王懇求心中王，，，，成為我異象成為我異象成為我異象成為我異象，，，，萬事無所慕萬事無所慕萬事無所慕萬事無所慕，，，，惟主是希望惟主是希望惟主是希望惟主是希望！！！！願祢居首位願祢居首位願祢居首位願祢居首位，，，，日夜導思想日夜導思想日夜導思想日夜導思想，，，，    
            工作或睡覺工作或睡覺工作或睡覺工作或睡覺，，，，慈容作我光慈容作我光慈容作我光慈容作我光。。。。    
2.2.2.2.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智慧成為我智慧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成為我箴言成為我箴言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我願常跟隨我願常跟隨我願常跟隨，，，，祢作我良伴祢作我良伴祢作我良伴祢作我良伴。。。。祢是聖天父祢是聖天父祢是聖天父祢是聖天父，，，，我為祢後嗣我為祢後嗣我為祢後嗣我為祢後嗣，，，，    
            祢住我心殿祢住我心殿祢住我心殿祢住我心殿，，，，我與祢結連我與祢結連我與祢結連我與祢結連。。。。    
3.3.3.3. 財富非我求財富非我求財富非我求財富非我求，，，，虛榮非我慕虛榮非我慕虛榮非我慕虛榮非我慕，，，，主是我基業主是我基業主是我基業主是我基業，，，，一直到永恆一直到永恆一直到永恆一直到永恆。。。。惟有主基督惟有主基督惟有主基督惟有主基督，，，，能居我能居我能居我能居我心中心中心中心中，，，，    
            祂是天上王祂是天上王祂是天上王祂是天上王，，，，勝珍寶權能勝珍寶權能勝珍寶權能勝珍寶權能。。。。    
4.4.4.4. 天上大君王天上大君王天上大君王天上大君王，，，，輝煌的太陽輝煌的太陽輝煌的太陽輝煌的太陽，，，，我贏得勝仗我贏得勝仗我贏得勝仗我贏得勝仗，，，，天樂可分享天樂可分享天樂可分享天樂可分享。。。。境遇雖無常境遇雖無常境遇雖無常境遇雖無常，，，，但求心中王但求心中王但求心中王但求心中王，，，，    
            掌管萬有王掌管萬有王掌管萬有王掌管萬有王，，，，永作我異象永作我異象永作我異象永作我異象。。。。    

    
【【【【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今日賜給我們今日賜給我們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免我們的債免我們的債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不叫我們遇見試探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救我們脫離兇惡救我們脫離兇惡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因為國度因為國度因為國度、、、、權柄權柄權柄權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全是祢的全是祢的全是祢的全是祢的，，，，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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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常行在主願你常行在主願你常行在主願你常行在主愛的光中愛的光中愛的光中愛的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