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本
Body of Christ

1 光明之子
你的汗你的泪你的血 洗净了我沉重的罪孽
引我走出世界的黑暗 圣洁公义从此相伴
光明之子从此是我的名字 那用你宝血重价赎回的名字
光明之子主所喜悦的名字 背起十架将主光带进人群里

2 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滑向死亡线
你爱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心发出惊叹
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
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3 一件礼物
1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 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
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 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
2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 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 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
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 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 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4 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同在 噢噢 这里有神的言语 这里有圣灵的恩膏 这里是另一个天地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门的甘露 降在锡安山地
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生命也在这里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稣基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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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谢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 感谢神丰富预备
感谢神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主在我旁
感谢神赐温暖春天 感谢神凄凉秋景
感谢神抹干我眼泪 感谢神赐我安宁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 感谢神未蒙垂听
感谢神我曾经风暴 感谢神丰富供应
感谢神赐我苦与乐 在绝望里得安慰
感谢神赐无限恩典 感谢神无比慈爱

感谢神话语的甜蜜 感谢神触摸我心
感谢神赐予我圣灵 感谢神时刻引领
感谢神百般的试炼 感谢神得见你面
感谢神全能的拣选 感谢神永远掌权

感谢神赐我牧羊人 感谢神灵奶净纯
感谢神设真理柱石 感谢神属灵恩赐
感谢神赐主内兄弟 感谢神不乏鼓励
感谢神归于主身体 感谢神爱的真谛

6 阿爸父
阿爸父哦阿爸父 我的心向你呼求 恳求你来就近我使我灵得安息
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荣面 让你爱将我环绕 阿爸父哦阿爸父 在你脚前我等候

7 复兴的火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 让我们响起胜利的号角
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 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
在主前同心的祷告 让我们忠于十架的呼召
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 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
复兴的火 圣灵的火 在我心中点燃 复兴的火 圣灵的火 把我烧在主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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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赞美之泉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 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
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 把它化为赞美之泉
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 向永生之主称谢
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9 耶和华祝福满满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总是全能的上帝 每日赏赐真福气
使地上发芽结实 显出爱疼的根据
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我要举手敬拜他出欢喜的歌声 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

10 全然向你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我的心全然向你
当圣灵的恩膏满溢 我的心不再封闭
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
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称谢不已
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 一生一世献上自己 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11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我们俯伏敬拜你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唯有你是全能真神
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 我们俯伏敬拜你
颂赞尊贵荣耀权能 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荣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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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让赞美飞扬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这地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让赞美从四处响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赞美从四处响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13 仰望恩典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分钟 我仰望你的恩典
患难时在我喜乐时 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
主耶稣你宝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孽
为我死为我而流泪 赐给我无尽的恩典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能报答你付的代价
每当我定睛你十架 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
我的心不要忘记啊 他鞭伤换来新的生命啊
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 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14 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 祷告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
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
你关怀 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 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
痛苦从眼中流下 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 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 你恩典够我用你恩典够我用

15 天父的孩子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
恳求圣灵翩然降临如驯鸽平安落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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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你是何等荣美
耶稣 你是平安君王 耶稣 你是永恒盼望
凡在我里面 都不住赞美耶稣 我敬拜你 x2
你是何等荣美 你是奇妙救主 再来君王
你是何等圣洁美丽 耶稣 我敬拜你

17 宝贵十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舍
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宝血为我而流
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涌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
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 你的愛永远不会改变

18 主我恳求你
主求你查看我试炼我 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主求你转向我怜惜我 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主求你赦免我看顾我 因为我的罪极重大
主求你保护我搭救我 因为我永远投靠你
主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 你是拯救我的神
主恳求你医治我保守我 我终日等候仰望你

19 永活全能的神
他已胜过黑暗权势 他已超乎天下万有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他的名要称为至高
他的国度满有荣耀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哈利路亚他已复活 哈利路亚他已得胜
他是天上地下万王之王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他是天上地下万王之王 他是永活全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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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造的人
接受悔改的洗礼 奔向基督的应许
喜乐在我心 生命将更新
脱离旧时的恶行 穿戴公义的新衣
盼望在我心 哦 恩典伴我行
感谢主全能的引领 主的权能将是我双翼
看哪看哪一切都更新 听哪听哪天使为我欢呼
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 从今天起从此刻起
我是新造 我是新造的人

21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 医治你疾病复原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 为受屈的人伸冤

天离地有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有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么的远 他使我的过犯离我也多远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亘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是我的神

22 全然为祢
我的眼光和心思 单单注视你 喔耶稣
随着祢心律动 甜蜜的灵来充满我
放下为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给你 我的主
我愿使祢欢喜 对祢的爱不断涌流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祢 如同香膏倾倒
无悔地付出 只愿祢心得满足
我生命气息全然为祢 如同香膏倾倒
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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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
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

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

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24 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25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耶稣不改变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26 蒙恩的人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要因我的神喜乐
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 我必得见我的圣者
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 歌颂主的恩典无穷
他的话语深住我的心中 得享主爱如春风
我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有一位爱我的神
为我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

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我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有一位爱我的神
他的慈爱比天还高比海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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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在他眼前蒙恩

27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 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
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 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
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 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
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
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 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

死阴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28 注目看耶稣
凡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 必享安息必得满足
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 必享甘泉必得饱足
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 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
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 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29 我時刻需要你
我时刻需要你 我主耶稣 你的声音有力 慰我孤独
我时刻需要你 或甘或苦 若我与你远离 时刻虚度
我时刻需要你 与我亲近 试探失去能力 当你来临
我时刻需要你 我今恳求 你所应许福气 向我成就
我时刻需要你 我神我主 从此你我合一 永远无阻
我需要你 需要你 无时不需要你 切切求主赐能力 我来就你

30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全能的创造主 我要全心感谢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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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愿触动你心弦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 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
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 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 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 我主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32 进入你的同在
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 我和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喔
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 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 X2
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跪下在你宝座前 我要跪下跪下在你宝座前

33 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34 燃烧这生命
就算已找到这真理我仍要不断去寻觅 一心只想被磨成利器全靠你双手引领
我愿意舍弃我自己 我愿意被提升 如利剑一般用火去见证

求你火升起燃烧这生命 在火中炼磨成器
塑造我成为利剑般尖锐 就算你要我身处困境
求你火升起燃烧这生命 放我水中煎熬固定
愿我能为主勇敢拼命 就算死也要跟随到底

35 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你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称颂你到永远 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天高过地
全地都要来赞美你我跪拜你面前称颂 山虽动摇地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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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展开清晨的翅膀
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按手在我身上

你的至高你的尊贵 是我永远不能所及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
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37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主耶稣活着他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
我知道我的主耶稣活着他是永活的主 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作我的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38 我一生要赞美你
高唱主我爱你 高举我双手来赞美你
我的心充满欢喜 我要歌唱来颂扬你
高唱哈利路亚 我的心充满欢喜
高唱主我爱你 我一生要赞美你

39 我主我的神
我主我的神我要全心等候你
我主我的神我要专心寻求你

直到你显明在我们中间
直到你荣光充满在我里面

我的心我的灵都要静默等候神 要知道你是神我要安息在你的面前
我的心我的灵都要静默等候神 要知道你是神我要依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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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深深爱你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你单单寻求你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哦！我爱你耶稣

41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
你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 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
你是我的神 我所倚靠的 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

42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
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 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
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43 从今天起
在惊慌的时候是你抚平我不安的心 在彷徨的时候是你为我把前程开启
在无助的时候我可以寄托在你手里 在迷失的时候是你耐心的导我前行
主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 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
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一 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

44 求主给我一颗心
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 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
给我力量不至滑脚走余剩几里路 不论在何时何方愿主来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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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慈爱天父
慈爱天父与我相遇 设立你宝座在我心
慈爱天父我的盾牌 患难时为我高台
来亲近我主亲近我 主我愿等候你
慈爱天父与我亲近 设立你宝座在我心

46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 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宝座

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
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47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基督的爱神所应许的同在 何等光彩我心敬拜你是我一生的依靠 x2
以马内利 我主我王 一生年日 总在我身旁
以马内利我要仰望 软弱时更得着刚强

48 你配得
你配得荣耀你配得赞美 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
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 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 x2
清晨我陈明我心意 你必垂听我声音 我到你面前祷告 祈求你完全怜悯
求你使我手洁心清 让我凡事荣耀你 任我一生和一世 都靠你时常欢心

49 感恩的泪
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 心里的话儿说也说不够
一双钉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

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们的心夺走

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 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
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你的手

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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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50 看见复兴
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 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
让赞美的声音不停息 如同大水淹没仇敌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华已将这城交给我们
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 直到我们看见复兴

51 生命的执著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 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 我要一生紧紧的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
主啊 唯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意念 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
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
哦主 哦主 你是我生命唯一的执著

52 凡事都能做
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

信是完全交托深知主已掌权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53 数算主恩
1．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 当你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
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 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
2．当你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 当你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
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就消除 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
3． 每逢遭遇灵战不论小或大 主手统治一切你不要惧怕
深知主有恩典必甘愿扶助 安慰引导我们直到见天父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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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我们呼求
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 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意单单跟随祢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设立你宝座在这地 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 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55 我要欢唱
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信实上达穹苍
你的圣洁无人能相比 我要终日述说你的荣耀
我要欢唱歌颂祢无尽大爱 我不住声昼夜不停赞美
我要欢唱述说祢奇妙作为 我称谢祢直到永永远远

56 生命活水充满我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 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来环绕我
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永恒的真光 在你圣洁的光中我得自由必见光
充满我洁净我 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57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心深深地爱你
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你是我心灵的满足 你是我唯一的喜乐
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58 永远尊贵
耶稣真神羔羊配得所有敬拜赞美 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
我尊崇你我尊崇你 尊崇你名超乎万名
你的国度在全地之上 何等圣洁永远掌权
我尊崇你我尊崇你 尊崇你名超乎万名
你的荣耀充满全地 何等荣美永远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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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主我愿像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像你 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
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 披戴主基督完美形象
主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 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
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 领人归基督寻找亡羊
主我愿像你听我恳求声 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
使我作圣殿合乎你居住 更使我生命配居天府

主我愿像你 主我愿像你 荣耀的救主像你纯洁
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 愿你的圣形深印我灵

60 我献上感谢
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 谦卑你面前万世皆属于你
我献上感谢因征战在于你 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
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圣名 你的慈爱存到永远
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神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61 古旧十架
1．各各他山岭上孤立古旧十架 这乃是羞辱痛苦记号
神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 这十架为我最爱最宝
2．主宝贵十字架乃世人所轻视 我却认为是神爱可夸
神爱子主耶稣离弃天堂荣华 背此苦架走向各各他
3．故我乐意背负此奇妙的保架 甘愿受世人轻视辱骂
不日救主再临迎接我同升天 永远分享荣福在天家
故我爱高举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架可换公义冠冕

62 荣耀都归你
哈利路亚 荣耀归宝座羔羊 哈利路亚 荣耀都归你
荣耀都归你 真神 我一生都要来敬拜你
哈利路亚 我的手 我的口 我全心 我全人都要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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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当转眼仰望耶稣
1.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 眼前一片黑暗朦朦
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 生命变更自由丰盛
2．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 我们当跟随主不渝
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 因靠主必得胜有余
3．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 专心信靠万事安稳
快快传扬他全备救恩 使凡信者不至沉沦
当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64 牺牲的爱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 受鞭刑使我得医治
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 受刑罚使我得平安
何等牺牲的爱圣洁神子成为赎罪祭 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今我属你永活的真神
在这个時刻我心只有你 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65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心肠我的肉体 向永生上帝我慈爱的主呼吁
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医治我便痊愈 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我所赞美的
求你保护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 因为我投靠你
求你怜恤转向我愿正直保守我 因为我等候你

66 你真伟大
1．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
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充满了宇宙中
2．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
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
3．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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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天父必看顾你
1．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 必将你藏他恩翅下天父必看顾你
2．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 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
3．凡你所需他必供应天父必看顾你 凡你所求他必垂听天父必看顾你
4．无论你遇何种试炼天父必看顾你 软弱疲倦靠他胸前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68 他为我开路
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

他的作为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

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 赐爱与能力在每一天
他必开道路 他必开道路
他必领我经过旷野中的道路 我将看见沙漠中他开江河
天地将要废去他的话语却长存 他今日要成就大事

69 耶稣恩友
1．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当我忧 何等权利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2．有否烦恼压着心头有否遇试炼引诱 我们切莫灰心失望仍到主恩座前求
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 我们弱点主都知透放心到主座前求
3．劳苦多愁软弱不堪挂虑重担压肩头 主你是我避难处所快到主恩座前求
你若遭遇友叛亲离来到主恩座前求 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

70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1.因着耶稣得洁净 因着耶稣入光明 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悦 同在主爱中连结 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
2.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蒙慈爱 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
或在喜乐中欢唱 或遇苦难同哀伤 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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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路引导歌
1．我一路蒙救主引导舍此外我复何求 毕生时刻作我前导奇妙爱古今未有
天上平安属灵福乐凭信心享受无涯 因我知无论遭何事主所作尽美尽佳
因我知无论遭何事 主所作尽美尽佳
2．我一路蒙救主引导艰难时赐我安康 试炼中有丰盛恩惠赐灵食充我饥肠
虽我行路有时倾跌我心灵干渴难名 在我前磐石涌活泉喜乐如水常丰盈
在我前磐石涌活泉 喜乐如水常丰盈
3．我一路蒙救主引导主大爱何等完全 曾应许赐我永安息在天家何等美满
时日且至我将变化见主面与主相亲 到永远我唱此美歌主曾一路引我行
到永远我唱此美歌 主曾一路引我行

72 你是配得
耶稣你是配得 配得一切尊崇赞美
从昨日今日到永远 你是不改变独一真神
耶稣你是配得 配得一切尊崇赞美
原万国万民和万邦 围绕你宝座前敬拜你
何等美丽和平君王 我敬拜你降伏于你
主你荣耀充满在这里 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
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

73 你的恩典不离开
耶稣我赞美你 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
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使我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 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74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耀我的前方 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
他使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 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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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亲近你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 亲近你心要贴近你
亲爱主在你荣光中 不住亲近你不住敬拜你
亲近你在干旱之地 亲近你聆听你声音
主我愿贴近你的心 顺服你旨意 讨主你欢心
你的爱使我灵苏醒 使我灵欢喜 我起舞敬拜你

76 我敬拜你
奇妙创造主我定睛仰望你的荣美 无人能像你丰富的恩典
我张开双手毫无保留地敬拜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献上我心哦 主你最美丽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主你荣耀吸引我全心爱你
全心爱你

哈里路亚...

77 我知谁掌管明天
1．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每一天只为主活 我不借明天的太阳 因明天或许阴暗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 因我信主的应许 我今天要与主同行 因他知前面如何

2．

每一步愈走愈光明 像攀登黄金阶级 每重担愈挑愈轻省 每朵云披上银衣
在那里阳光常普照 在那里没有眼泪 在美丽彩虹的尽头 众山岭与天相连

3．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或遭遇生活苦楚 但那位养活麻雀者 他必然也看顾我
他是我旅途的良伴 或经过水火之灾 但救主必与我同在 他宝血把我遮盖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78 深触我心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痛苦
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得医治
感谢耶稣我的救主 我得平安我得医治
我的耶稣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深触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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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是光明之子 圣灵在我们的心间
撒下喜乐的种子 让我一天又一天 享受天父所赐的恩典
我们是光明之子 耶稣在我们的心间 撒下信心的种子
让我一遍又一遍 冲破黑暗的种种考验
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 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
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 让我们向整个世界
让我们向整个世界 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80 彼此相爱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相爱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 因为神就是爱

81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82 主你是我力量
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 我信靠你必不动摇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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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秋雨之福
主耶和华我愿常住在你的殿中 日日歌颂赞美你瞻仰你的荣美
主耶和华 我必靠着你力量得福
我虽经过流泪谷 你使它为泉源之地 盖满秋雨之福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我的日头我的盾牌
我要单单倚靠仰望你 我的神啊我的王啊
求你赐下恩典荣耀 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
我要单单倚靠仰望你 我的神啊我所倚靠的

84 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
主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 向你献上感恩的祭
这么多年来你保守我常在你的爱里
不管大事小事 没有让我去作难
总有一双施恩的手暗中保护我
你在爱就在 不怕风雨再不再来
你在爱就在 不怕风雨再不再来
你在爱就在 心中不怕受伤害
你在爱就在 不怕风雨再不再来

85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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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只愿见你
将荣耀归于你耶稣（3X）
我愿更衰微愿主兴旺 只愿见你荣耀降临
所以我屈膝敬拜你顺服你旨意
降服时敬拜更炼净 主你是完全荣耀充满全地
所以我站立你面前完成你旨意 跟随你敬拜更坚定
主你得尊荣 荣耀充满全地

87 Hi Ne Ni(我在这里)
耶和华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
耶和华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 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 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烧我差我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烧我差我 Hi-Ne-Ni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 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 Hi-Ne-Ni 我在这里 Hi-Ne-Ni

88 付出的爱
每当我想起你宝贵十架 为了我的过犯你受刑罚
为了我得医治你受鞭伤 为了我得救赎付上代价
每当我想起你牺牲的爱 我要高举双手献上敬拜
我的心要不停献上感谢 主耶稣你为我做的一切
尊贵羔羊配得我赞美 荣耀君王配得我尊崇
再次献上赞美祭 我灵向你歌颂 感谢主你为我付出的爱

89 活着为你
在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别无他名 唯有耶稣是我依靠唯有你是独一真神
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心别无爱慕 唯有耶稣是我满足唯有你是我的良人
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全心全意降伏于你 我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一生一世活着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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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赞美从心而出
赞美从心而出 从一颗简纯爱主的心出
赞美只为主唱 从心而出的赞美只为主嘹亮
喜乐在心深处 从主而来的喜乐欢心鼓舞
我心不再迷惘 从主而来的生命是充满馨香
高声宣扬尽情欢唱 慈爱的主是我永生的王
高声宣扬尽情唤唱 爱主的心一天比一天茁壮

91 如鹿切慕溪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 我渴慕来敬拜你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灵单单降服于你
唯有你是我心所爱 我渴慕来敬拜你

92 你使我双脚跳舞
全地都向耶和华发出大声欢呼 用琴歌颂你用诗歌齐声赞美你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欢呼 愿大水拍手愿诸山一同欢呼
你使我双脚跳舞你使我灵欢唱 我要全心全意全人全力赞美你
你使我双脚跳舞你使我灵欢唱 我要全心全意全人全力赞美你

93 满有能力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满有平安
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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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我以祷告來到你跟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要寻求你
我已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祷告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
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
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

95 唯有耶稣 你是配得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
耶稣你有权柄释放 叫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
叫狂风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迹 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你是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美 你是配得配得万物敬拜祢
你是圣洁圣洁 圣洁荣光在全地 你是圣洁圣洁 以圣洁妆饰敬拜祢
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 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
圣哉圣哉全地唱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圣哉圣哉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

96 今要主自己
1．前我要得福祉 今要得着主 前我要得感觉 今要主话语
前我贪求恩赐 今要赐恩主 前我寻求医治 今要主自己
2．前我忙于打算 今专心祈求 前我常常挂虑 今有主眷佑
前我随己所欲 今听主言语 前我不住要求 今常赞美主
3．前随己意作工 今作工是主 前我常利用主 今让主用我
前我寻求能力 今要全能主 前为自己劳碌 今为主而活
4. 前我迷失方向 今知我属主 前我灯将熄灭 今照耀辉煌
前我害怕死亡 今望主再来 我一切的盼望 安妥在幔内

永远高举耶稣 赞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稣里 因他是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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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安静
藏我在翅膀荫下 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
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我灵安息在基督里 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
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98 我要等候耶和华
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 也要定睛仰望他
来到主施恩宝座前 必蒙怜恤得够用恩典
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 如守夜等候天明
在夜间歌颂他信实 每早晨高唱他的慈爱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我的高台
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我的帮助从他而来

99 主 我渴慕你
在我心深处曾有一空缺 唯有主耶稣能充满充满我干渴心灵
如今我深知你是生命泉源 求主为我持守起初的爱别让我心再冷淡
我渴慕你我需要你 我愿进入你的同在
主求你来吸引我心 我就快跑跟随你 x 2
垂听我呼求 赐给我火热的心

100 谦卑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 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
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 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 x 2
喔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

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

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 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
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 拿去我面具真实与你相遇
求炼净我心使我更像你 求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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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靠着耶稣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得改变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罪中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x2 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x2 不必惧怕挫败深知主恩更广阔 是你带领着我得胜

102 你坐着为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
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必欢呼喜乐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 虽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
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103 立定心志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
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 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 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
我要宣告主的大能 来呼喊哈利路亚
我立定心志 一生赞美祢 我立定心志 单单敬拜祢
愿圣灵江河 涌流在我心 我立定心志 走在主圣洁光中

104 奇妙救主歌
1． 基督完成赎罪奇功，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清偿他恩无穷，何等奇妙的救主
2． 我赞美他因他流血，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灵籍他与神和洽，何等奇妙的救主
3． 他除我罪洗净我心，何等奇妙的救主
今在我心他掌权柄，何等奇妙的救主
4． 他天天住在我心里，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忠心顺服到底，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稣主耶稣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耶稣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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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更深认识你
当我睁开我的双眼 仰望主的荣面满心感谢
主因你大能的双手 改变我生命你爱不变
喔主 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

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

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我主 我深渴慕圣灵你美好同在
沒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 我愿一生歌唱敬拜耶穌我主

106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
救你脱离脱离罪恶权势 带你进入进入光明国度
啊 耶稣爱你 他能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107 纯洁的心
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 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 x4
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 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
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

让这馨香的敬拜直升到你面前

108 愿主圣灵充满我
1．何等荣耀何等福气，真理圣灵在我心
见证救主启示真理，光照安慰并指引
2．愿主所说在我证实，生命圣灵释放我
使我脱离罪律辖制，脱离死亡的压迫
3. 我如困鹿切慕溪水，深愿圣灵解我渴
使我尝到丰满滋味，流出活水的江河
4. 愿我自己被置死地，使我充满主圣灵
愿我全人归主管理，使我变成主荣形

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
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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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求主充满我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 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
主我渴慕你的同在 求你洁净我来充满我
耶穌 耶穌 耶穌 耶穌 你的宝血洗净我
耶穌 耶穌 耶穌 耶穌 你以恩典为我冠冕

110 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沒有一個痛苦耶稣不能背负
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怜悯如江河湧流
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 使我的福杯满溢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绕
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 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111 请改变我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由软弱变刚强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由悲情转为喜乐
改变我眼睛所见从世界转回你身上 不看一切 只定睛于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在我身上所动之工 使我全人都属于你活着不再是自己
主耶稣請改变我使我愿让你将我全剥夺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认识你宝贵不再错过

112 你是我神
你是我神用爱心寻找我 你是我神用宝血拯救我
从罪恶的深渊中你圣灵光照我 你是我救主你是我神
你是我神赐给我脚前灯 你是我神赐给我路上光
从清晨日出东边直到日落西方 你是我牧者你是我神
你是我神永远属天盼望 你是我神安稳灵魂的锚
在生命的风暴中平静我的浪涛 你是我盼望你是我神
从生命开始直到永远 我被包围在主慈爱里
没有人能使我离开 主的爱 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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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为我造清洁的心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 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
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 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114 爱里没有惧怕
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使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倚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 爱我们到永远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丟弃我 在爱里没有惧怕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我直到永远

115 耶和华是爱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
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
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
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再危难也不改变
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
神为我施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 无限满足快乐涌自心田再危难也不改变

116 再次将我更新
主我再次到你跟前浇奠我向你的爱 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
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 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唯你能洗我心灵
主我要敬拜称谢你 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 你再次将我更新 x 2

人算什么你竟眷顾离天家降生尘世 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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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何等恩典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使我看见
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你以挪去我所有枷锁 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
你以挪去我所有伤悲 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118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所欠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哈利路亚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我要一生一世寻求 在主殿中瞻仰荣美
因为国度 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119 每天的祷告
主 我心爱你 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
每天与你同在 享受你的大爱
医治我受伤的心灵 改变我原有的生命
引导我当走的路 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
哦 主啊 求你改变我 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
使我能更加像你 带着耶稣的香气
哦 主啊 求你吸引我 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
让我今天为你活
完全献上为活祭 奉献一生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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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
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

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
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121 主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 毫无保留 放在你的脚前
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 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
过去的事现在的事 还有前面我所要行的道路
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 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
喔主 我献上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经历来荣耀你圣名
主我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馨香活祭 我献上生命给你

122 我主曾在客西马尼
我主曾在客西马尼痛饮苦杯极伤痛 身受试探亲临战场汗如血点滴地上
时已半夜主在园中心迫切祈祷不停 双膝跪地哀泣失声谁能和我主分忧
幽暗掌权四顾无亲独自伤悲泪直流 至爱门徒亦皆困倦心中孤单有谁怜
时至夜深祈祷不倦警醒奋斗与魔战 至终坚心顺服到底但愿成全父旨意

主恩最深主爱最厚令我感佩无休止 我心切愿与主同忧共饮苦杯不推辞

123 那双看不见的手
虽不见你触不到你 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
哦 主耶穌 哦 主耶穌 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钉痕的手 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
是你声音温柔话语 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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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我心切切渴慕你
我心切切渴慕你 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

只愿更多与你相亲

我要切切寻求你 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我要永永远远來爱你 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
你是我一切 我心不住思念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你的爱最美我心不住思念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125 我知你是我神
多少次我面临选择内心不断挣扎 多少次我经历苦难伤心泪流不止
你用你纯净的话语带领我 用你温柔的圣灵安慰我
感谢主破碎我让我看清我是谁 感谢主重建我让我知道你是神

126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你呼叫我名召我见你面 用你宝血洁净我罪恶之身
你用慈绳爱锁牵引我 用你大能膀臂保护我
我的主我的神谁能像你这般慈爱 教导我行走医治我伤口
我的主我的神谁能像你这般慈爱 赶走我仇敌赐给我荣耀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127 赐生命的光
你就是那真光照亮我心中的黑暗 你就是那道路修直我生命中的崎岖
基督耶稣尊贵羔羊 洗净我一切的罪恶
全能真神生命主宰 荣耀权柄都归你都归你

你是生命 生命完全在你里面 你是真光 赐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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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要天天称颂你 永永远远赞美你

129 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x 2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130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走事奉的道路
窄的门窄的路 背起我的十字架
当我走完事奉的道路 我必看見主的荣光
荣耀的主耶稣 他必欢喜迎接我
直到主耶稣再来時候 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
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 我要站起來敬拜赞美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你是全地的救主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你是榮耀的君王

131 如鹰展翅上腾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 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等候耶和华必从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
如鹰展翅上腾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 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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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放弃
你取了人的样式降生尘世

你轻看了一切苦楚走向了十架

耶稣为我们你舍弃了自己
放弃放弃

耶稣你给了我们这新生命

效法你的样式

放弃放弃

跟从你的道路

世上一切实为虚空

唯有你能充满充满我们心灵

你的恩典每日赐下

丰丰富富进入进入我们生命

133 我只仰望你
你是我主我的盼望

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

我要向你切切恳求

请作我一生的救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高台和盾牌

我的心渴慕

要讨你喜悦 我诚心向你屈膝敬拜

134 从破碎到自由
我渴望更多得着祢 干渴的心再次满溢
我渴望更多经历祢 除去软弱重新站立
今天我要遇见祢 我的生命不再停留
诚实面对自己 接受释放与更新
从破碎到自由 经历医治和真平安
宝血所立的约 承担羞辱换来喜乐
从破碎到自由 重新连结在主爱里
极至的爱和恩典 领取祝福再前行

135 给我造清洁的心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

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 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眼前
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 再次对我显现你的荣面
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 求你听我的祷告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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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136 只愿得着你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 俯伏在你的荣光里
我一无可夸 只夸认识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 敬拜你 在你的荣光里
我一无所有 唯有生命献给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至为宝贵的主 谁能与你相比 我将万事抛弃 为得着你
至为圣洁的主 单单降服于你 主 求带领我 倾听你心意 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137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 同葬且同复活
如今一同升到天上 活着不再是我
主住里面占领一切 看主所看 说主所说
求主所求 做主所做 他是我主

不是自己努力挣扎 是主里面动工
不是自己模仿基督 是主里面长大
主住里面变化一切 爱主所爱 乐主所乐
忧主所忧 负主所负 主心我心

不是自己想做什么 只愿主旨成就
不是自己奢望何事 只愿主话成全
主住里面实现一切 听主所许 信主所许
爱主所许 望主所许 主话必成

不与世人同负一轭 乐在主内同工
不是自己单独追求 爱中彼此建立
主住里面联络一切 同心合意恒切祷告
灵里合一 爱里同工 主内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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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万福恩源
1 全能真神万福恩源 求使我心常赞美
主赐恩典涌流不断 应当颂扬主恩惠
求主教我歌唱不停 如天使歌颂在天
主的恩典无穷无尽 永远稳定永不变

2 我愿纪念救主宏恩 因他赐福到如今
更求恩主引我前程 使我安然到天庭
我曾漂流迷失正路 主用大爱寻找我
为救我命宝血流出 赐我平安与快乐

3 每日主赐恩典无限 负主恩债有万千
愿主恩典如链牵连 系我心在主身边
我深知道我心易变 常离主爱行己路
今将身心完全奉献 从今以后永属主

139 丰盛的人生
若是你有劳苦重担 可以交托给耶稣
若是你正灰心忧伤 切莫绝望 投靠耶稣就有希望
在基督里必有盼望 丰盛的人生 他为我照亮
在基督里必有力量 人生旅途中 我靠主得刚强

140 愿为主闪亮
我只是浩瀚沙海中的一粒沙 渺小且缺乏
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地疼爱我 领我入主爱之家
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 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
我如此不配而主慈爱 呼唤不曾停下 我一生一世愿为主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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