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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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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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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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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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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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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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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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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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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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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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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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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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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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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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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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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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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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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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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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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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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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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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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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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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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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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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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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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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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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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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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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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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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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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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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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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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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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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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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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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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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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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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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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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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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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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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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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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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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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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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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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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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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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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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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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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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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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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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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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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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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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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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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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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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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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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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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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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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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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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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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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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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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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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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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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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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1 

 

【【【【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    
神神神神祢祢祢祢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極偉大，，，，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萬有都歸祢祢祢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祢祢祢是王是王是王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屈膝屈膝屈膝祢祢祢祢前前前前，，，，    
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讓我頌讚祢祢祢祢。。。。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66:166:166:166:1----2222，，，，4444】】】】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全地都當向神歡呼！！！！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當歌頌祂祂祂祂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名的榮耀，，，，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使讚美祂祂祂祂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的話大有榮耀！！！！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全地要敬拜祢祢祢祢，，，，    
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祢祢祢祢，，，，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要歌頌祢祢祢祢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    
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萬有都歸祢，，，，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主宰一切，，，，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祢是王，，，，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尊貴主，，，，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我景仰，，，，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屈膝祢前，，，，    
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讓我頌讚祢。。。。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56565656【【【【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    
1.1.1.1.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在祢永遠歲月之中，，，，啊啊啊啊！！！！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祢是我主宰，，，，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晝夜俯伏敬拜生靈，，，，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獻上無盡崇拜。。。。    
2.2.2.2. 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何等美好何等奇妙，，，，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乃是我主威榮威榮威榮威榮，，，，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智慧至高能力至大，，，，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我主聖潔無瑕。。。。    

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永活真神我敬畏祢，，，，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謹藏內心深處，，，，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在驚懼中仍存盼望，，，，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含淚懺悔敬拜。。。。    
3.3.3.3. 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但我亦願愛祢，，，，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是如此威嚴，，，，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祢曾向我謙卑屈身，，，，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問我心中之愛。。。。    

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世間無父像祢慈愛，，，，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無母像祢體恤，，，，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祢曾為我背負重擔，，，，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容忍有罪孩童。。。。    
4.4.4.4. 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我神祢是何等奇妙，，，，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聖容何其光亮，，，，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祢施恩座何其美麗，，，，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在燃燒火焰中。。。。    

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耶穌天父神聖之愛，，，，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寶座之上君王，，，，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得見主面何等喜樂，，，，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單獨向祢敬拜。。。。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75475475475【【【【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更新教會】】】】    

1.1.1.1. 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求主更新教會的大事工：：：：事奉事奉事奉事奉、、、、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使她從新為祢作鹽作光：：：：照亮照亮照亮照亮、、、、調和調和調和調和。。。。    

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在那憂鬱昏暗的黑夜裡，，，，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充滿了貪婪和仇根。。。。求求求求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主差遣並賜力量，，，，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助我更新。。。。    

2.2.2.2. 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教導我們認識聖言真道，，，，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光照我路。。。。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聖經見証主奇妙大恩典，，，，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得見主面。。。。    

因因因因着着着着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祢的愛，，，，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賜下獨生子，，，，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使我們靠救恩得勝。。。。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我們心靈被愛激動，，，，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追求真道。。。。    

3.3.3.3. 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常聆聽主慈聲，，，，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因主同在。。。。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煩擾的心唯主能賜安息，，，，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我靈渴求。。。。    

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我今安靜侍候在祢面前，，，，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專心尋求救主旨意。。。。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求主每天引導看顧，，，，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教我禱告。。。。    

4.4.4.4. 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教導我們全心全意去愛世界人類。。。。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幫助我們打破一切偏見、、、、隔膜隔膜隔膜隔膜、、、、藩籬藩籬藩籬藩籬。。。。    

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祢甘願捨棄祢寶貴生命，，，，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以愛平息紛爭仇恨。。。。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求教我們領受天恩，，，，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頌頌頌頌主主主主 69696969 段段段段【【【【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獻身按立】】】】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公義公義公義。。。。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萬軍之耶和華，，，，祂祂祂祂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的榮光充滿全地。。。。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必尊為大。。。。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要收的莊稼多，，，，作作作作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工的人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收收收祂祂祂祂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的莊稼。。。。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從東從東從東從東、、、、從西從西從西從西、、、、從南從南從南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在神的國裏坐席。。。。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我憑我憑我憑我憑着着着着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要照要照要照要照着着着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恩賜原有分別別別別，，，，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聖靈卻是一位。。。。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你們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望有望有望，，，，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為要為要為要施行施行施行施行拔出拔出拔出拔出，，，，拆毀拆毀拆毀拆毀，，，，毀壞毀壞毀壞毀壞，，，，傾覆傾覆傾覆傾覆，，，，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又要建    

立立立立，，，，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        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乃是剛強、、、、仁愛仁愛仁愛仁愛、、、、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謹守的心。。。。    
    

    



附頁-2 

 

【【【【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祢祢祢，，，，    
主主主主祢祢祢祢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是偉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感激感激感激祢祢祢祢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常顧念扶持。。。。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祢祢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祢祢祢，，，，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我獻上頌讚。。。。    
                        為為為為祢祢祢祢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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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    27272727----30303030】】】】        
    12:2712:2712:2712:27    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的時候，，，，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眾人把各處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要以稱    
            謝謝謝謝、、、、歌唱歌唱歌唱歌唱、、、、敲鈸敲鈸敲鈸敲鈸、、、、鼓瑟鼓瑟鼓瑟鼓瑟、、、、彈琴彈琴彈琴彈琴，，，，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喜樂地行奉獻禮。。。。    
    12:2812:2812:2812:28    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歌唱的人從耶路撒冷的周圍聚集，，，，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從尼陀法人的村莊、、、、    
    12:2912:2912:2912:29    伯伯伯伯‧‧‧‧吉甲吉甲吉甲吉甲，，，，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以及迦巴和亞斯瑪弗的田地而來；；；；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因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圍為自    
            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己建立了村莊。。。。    
    12:3012:3012:3012:30    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祭司和利未人就潔淨自己，，，，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也潔淨百姓，，，，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以及城門和城牆。。。。    
    
【【【【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尼希米記 12121212::::44444444----47474747】】】】    
    12:4412:4412:4412:44    當日當日當日當日，，，，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有些人受派管理庫房，，，，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把舉祭、、、、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和所取的十一奉獻，，，，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按各城的    
            田地田地田地田地，，，，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照律法所定，，，，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歸給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都收在庫房裏。。。。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猶大人因祭司和利    
            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未人供職就歡樂。。。。    
    12:4512:4512:4512:45    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祭司和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守潔淨禮。。。。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歌唱的和門口的守衛照着着着着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大衛和他兒    
            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子所羅門的命令也如此行。。。。    
    12:4612:4612:4612:46    古時古時古時古時，，，，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在大衛和亞薩的日子，，，，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有歌唱者的指揮，，，，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也有讚美稱謝神的詩歌。。。。    
    12:4712:4712:4712:47    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在所羅巴伯和尼希米的時代，，，，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以色列眾人把歌唱者和門口的守衛每日當得的份供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又把給利未人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利未人又把給亞倫子孫的分別出來。。。。    
    

世頌世頌世頌世頌 469469469469【【【【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    
1.1.1.1. 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我們蒙召為神子民，，，，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生活顯露主宏恩，，，，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同心合意同被靈感，，，，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促進世界真大同，，，，    
            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們見證，，，，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我命更新，，，，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歸屬恩主再造恩，，，，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共同分享和睦相處，，，，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歡聚寶座齊俯拜。。。。    
2.2.2.2. 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我們蒙召為神忠僕，，，，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工作服侍當代人，，，，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肩負使命執行任務，，，，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遵行聖言往前行，，，，    
            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我們振奮回應召喚，，，，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奉獻身心供主用，，，，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共勉忠信謙卑互助，，，，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迅即應命奔天程。。。。    
3.3.3.3.    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我們蒙召為神先知，，，，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傳講真道與福音，，，，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信仰堅定正義發揚，，，，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消弭罪惡黑暗遁，，，，    

    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我們祈求勇氣倍增，，，，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目標崇高奉主名，，，，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天父宏旨奇妙智慧，，，，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唯主是聽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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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