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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 

1.我要來歡呼  / 新靈糧詩選 
 

我要來歡呼 向我主歌唱 我要向祂唱首新歌 
 

我要讚美 我要向祂唱首新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 利路 哈利路亞 
 

2.向主唱新歌 / 新靈糧詩選  
 

向我們的主唱新歌 全地都來向祂歌唱  
 

神為大 當受極大讚美 (嘿) 
 

3.哈利路亞來讚美主 / 華人敬拜讚美  
 

 

哈利路亞 來讚美主 哈利路亞 來讚美主 

哈利路亞 來讚美主 哈利路亞讚美耶穌我的主  
 

我向我的主高舉雙手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我向我的主高舉雙手 向我的主敬拜  
 

 

4.主我感謝祢 / 祂使我滿足  
 

主我感謝祢 因祢信實的慈愛 在我一生中 經歷祢同在  

我獻上感謝 因祢憐憫恩典 全都為我預備   
 

感謝耶穌 感謝主 因祢愛充滿我心  

我今天領受 祢奇妙恩典 獻上我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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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祭 

5.將天敞開  / 讚美之泉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6.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 傳耶穌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 來敬拜  

耶穌 因祢聖名我們敬拜 也承認祢是主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懇求聖靈指教我 耶穌基督是主 
 

7.贖罪羔羊 /  生命河 
 

我的救主 無罪的羔羊 因我過犯 來世間受苦  

受鞭打 釘上十架 是祢聖潔的身體  

只為贖回 我破敗的生命 

祢說擔當 是我的憂患 祢說背負 是我的痛苦  

祢將我 一生罪孽 全都歸自己身上 

使我生命 因祢能得潔淨  
 

雖然 受苦 祢卻沉默不開口 神的兒子為我不救自己  

不是 釘子 將祢留在十架上  

是祢無邊無際長闊高深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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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受刑罰 我得享平安 祢受鞭傷 我得著醫治  

因為祢 流出的血 將我污穢全洗盡  

我的過犯 已經離我遠去  
 

因祢的愛 我得著新生命  
 

8.此生愛祢不渝  / 生命河 

 

祢愛是何等地奇妙 超越一切人間愛  

造我 拯救我 指引我路 與我同在永不離開  
 

主啊 祢捨棄了自己 使我得滿足豐盛  

主啊 我拿什麼來報答 唯有將全人 獻上給祢  
 

唯有此生 愛祢不渝 獻上自己為祢而活   

我願一生 跟隨到底 無論是到天涯海角  

唯有此生 愛祢不渝 獻上自己為祢而用  

我願一生 跟隨到底 將祢大愛 遍傳全地  
 

9.求主賜我憐憫的心 / 約書亞 
 

求主賜我 一顆憐憫的心 好叫我 為失喪人哭泣  

求主融化我 這顆剛硬的心 讓我所有眼淚 都為祢而流  
 

求主賜我 一顆柔軟的心 好叫我 能活出祢旨意  

求主賜給我 一個焚燒的靈  

不再為我自己 而為祢百姓呼求公義  
   

主耶穌 憐憫祢的百姓 主聖靈 打開我眼睛 看到祢心意  
 

主耶穌 觸摸眾人的心  

恢復我起初的愛心 不是為我 而是為祢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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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為著祢的榮耀 / 約書亞 
 

我們是屬祢的百姓 同心聚集 只為敬拜祢 

願我們禱告 在祢的座前升起 
 

我們宣告耶穌是主 祢掌權在 我們的城市 

祢國度降臨 在這地 顯祢能力 

我們呼求祢 主耶穌 我們要宣告 
 

我的城市 為著耶穌的榮耀 求祢彰顯 祢榮耀同在 

來尊崇祢聖名 高舉在全地 喔耶穌 我主 
 

我的城市 為著耶穌的榮耀 求祢彰顯 祢榮耀同在 

我們同心呼求 憑信心宣告 我的城市 屬於主耶穌 
  

我們同心呼求 為摯愛的城市 讓我們轉離 我們的惡行  

尋求祢的榮面 向祢屈膝敬拜 向祢屈膝敬拜  
 

11.這世代要呼求祢 / 讚美之泉 
 

主 我屬於祢 求祢差遣 我就跟隨 

祢說話 我就順服 勇敢愛 祢所愛的  
   

我們 屬於祢 求主開啟 我們眼睛  

每世代 向祢呼求 祢教我 如何爭戰  
 

讓我們 不分彼此 眾教會 同心呼求  
 

這世代 要呼求祢 呼求祢的愛降臨  

高舉起 代禱雙手 我們心 與祢合一  
   

這世代 要呼求祢 呼求祢的愛降臨  

破口中 勇敢站立 祢旨意 成就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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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跟隨 緊緊跟隨 緊緊跟隨祢心意  

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直到祢的國降臨  
   

12.十架的愛 / 讚美之泉 
 

 

謙卑的君王 榮耀的君王  

祢甘心 卑微順服 捨命在十架上  
 

謙卑的君王 榮耀的君王  

我得醫治 因祢鞭傷 無盡恩典 我心感恩  
   

十架的愛 何等奇妙 超乎我所求所想  

洗淨我罪 脫離污穢 穿上公義潔白衣裳   

十架的愛 何等奇妙 我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帶我重回 天父懷抱 在永恆裡我不停歌唱  

 

委身祭 

13.歡唱 / 天韻 
 

拯救我們的神啊 祢有威嚴和公義  

用大能束腰 使諸海平靜 住在地極的人看見祢能力  

 

拯救我們的神啊 祢有恩慈和憐憫  

祢傾聽禱告 祢赦免過犯 在祢院中的人親嚐祢的美善  

 

以恩典為年歲冠冕 祢的路徑滴滿脂油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小山也歡呼歌唱  
 

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小山也歡呼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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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震動天地 / 讚美之泉 
 

哈利路亞 我們歡呼 哈利路亞 我們慶賀  

主祢戰勝黑暗權勢  

哈利路亞 我們歡呼 哈利路亞 我們慶賀  

主祢得勝祢已復活  
 

祢要震動 天地 祢必震動滄海旱地  

因萬國萬邦全都屬於祢  
 

祢使聖殿充滿榮耀 榮耀大過 榮耀  

祢必賜平安 必賜福這地  
 

15.從這代到那代 / 讚美之泉 
 

要將榮耀能力 歸給耶和華 祂名所當得的 榮耀歸給祂  

不分種族國家 齊聲來頌揚 在寶座前高舉雙手  
 

從這代到那代 萬民不停頌讚  

從地極到地極 萬民歡然獻祭  

從列國到列邦 齊尊崇祢為王  

高唱哈利路亞 齊敬拜彌賽亞  
 

眾城門 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末後的榮耀 大過先前的  

眾城門 抬起頭 榮耀君王將要進來  

萬國敬拜 如眾水的聲音  
 

16.我怎能夠不為主活 / 神的孩子 
 

我怎能夠 為自己活 因主耶穌為我慘死在十架  

流出寶血 洗我罪過 如此厚恩 永遠難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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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揀選我 在創世之前 祢接納我 雖我並不完全   

祢醫治我 讓我悲苦 化為甘甜 使我生命 成為奇蹟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基督而活  

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   
 

我的一切 皆由神所賜 生命本源於祢 靠祢而立   

主啊 我有什麼權利 可以不為祢而活  

我將一切 完全獻於祢  
 

17.祢真偉大 How Great Thou Art / 讚美之泉、Dan Forrest 
 

主阿我神 我每逢舉目觀看 祢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 又聽到隆隆雷聲 祢的大能 遍滿了宇宙中  

 

O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lds Thy hands have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ed.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u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u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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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聖城 The Holy City（副歌）/ Glory! Music of Rejoicing 
 

Jerusalem! Jerusalem! Sing for the night is o'er!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for evermore!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for evermore! 

 

求雨祭 

19.前來敬拜 / 讚美之泉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前來敬拜永遠的君王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大聲宣告主榮耀降臨  
 

榮耀尊貴 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我的救主 我的救贖  

榮耀尊貴 能力權柄歸於祢  

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 我的敬拜  
 

榮耀尊貴 美麗無比 神的兒子 耶穌我的主  

榮耀尊貴 美麗無比 神的兒子 耶穌 我的主 

 
 

20.將天敞開  / 讚美之泉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ZL_zh-twTW745TW746&q=the+holy+city+glory!+music+of+rejoicing&stick=H4sIAAAAAAAAAOPgE-LRT9c3LDYwLYk3Ki9Q4tLP1TeotCworijRUs9OttLPLS3OTNYvSk3OL0rJzEuPT84pLS5JLbJKyywqLlFIzEkqzV3Eql6SkaqQkZ9TqZCcWVKpkJ6TX1SpqADWqpCfplCUmpWfmQzUDQDx9VY_bwAAAA&sa=X&ved=2ahUKEwj9yYGG6YHkAhUrBKYKHaXGCqoQmxMoATAFegQICB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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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生敬拜祢 / 讚美之泉  
 

親愛耶穌 祢真愛我 毫無保留 我敬拜祢  

因祢捨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 在恩典和應許中敬拜 

喔耶穌 喔耶穌 祢喜悅我 向祢歌頌 

喔耶穌 喔耶穌 高舉雙手 全心敬拜祢  
 

我要一生 一生敬拜祢 在祢殿中 瞻仰祢榮美 

在祢豐盛 恩典中 我歡欣歌頌  

在祢救恩盼望中 我靈不住 快樂 
 

22.祢是配得 / 讚美之泉 
 

耶穌 祢是配得 配得一切尊崇讚美  

從昨日 今日 到永遠 祢永不改變 獨一真神  
 

耶穌 祢是配得 配得一切尊崇讚美 

願萬國 萬民 和萬邦 圍繞祢寶座前 敬拜祢  
 

何等美麗 和平君王 我敬拜祢 降服於祢  

主祢榮耀 充滿 在全地 直到 永遠 (到永遠) 
 

23.主啊! 我們也要 / 生命河 
 

我們要 不住的禱告 直等到 復興的來到  

我們要 不住的禱告 懇求主 聖火來焚燒  
 

喔主 我們呼求 祢的榮耀 光照  

聽到古今 復興的浪潮 主啊 我們也要  
 

主 我們也要 見祢的榮耀 我們要見到 祢復興來到     

主 我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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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求充滿這地 / 約書亞 
 

喔主 感謝祢 創造這土地 以永恆話語 賜下無限生命  

用恩典的馨香氣息 祝福這地 讓我們全心 跟隨祢帶領  

喔主 感謝祢 創造這土地 以慈愛澆灌 以喜樂耕耘  

用無數的白晝黑夜 孕育這地 順服的人情 感恩的心情  

現在都只願 以基督的心為心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痛苦疾病要過去 神蹟在運行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黑暗權勢要離去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全地看見 祢榮耀 祢復興降臨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全地尊榮祢聖名 為祢而站立  
 

一生 祝福 永不停息 世代 因祢愛延續 呼求祢 
 

25.渴望復興的火 / 生命河 
 

我們渴望 見祢的榮耀 渴望復興降臨 我們中間  

父啊求祢 憐憫覆庇這地 再一次賜下 更新恩典  
 

復興的火降下 煉淨 祢的教會  

復興的火降下 更新 我生命 

復興的火降下 燃燒 祢的百姓 復興我 起初的愛  
 

26.打開天窗 / 讚美之泉 
 

願我 我的禱告 如香陳列 在祢面前  

沒有 黑暗勢力 可以搖動 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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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 我的敬拜 到祢面前 蒙祢悅納  

天使 天軍屈膝 俯伏敬拜 在祢寶座前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禱告 打開天窗  

願祢充滿 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 在這地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敬拜 打開天窗  

我們只要 祢的榮耀 祢的同在 在這地 (在這地)  
 

願我的禱告 如香 願我的禱告 如香 願我的禱告 如香  

獻在祢面前 
 

27.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 讚美之泉 
 

有敬拜的 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 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 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 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 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 我們中間 

 

28.如鷹展翅上騰 / 生命河 
 

神已聽見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 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  
 

永在的神 創造萬物的主 祂的智慧無法測度  

疲乏的 祂賜能力 軟弱的 祂加力量  

等候耶和華 必從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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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鷹 展翅上騰 翱翔 在神的國度裡  

飛越 所有艱難和風暴 單單注視 祢榮耀寶座  

如鷹 展翅上騰 翱翔 在神的國度裡  

領受 聖靈恩膏和大能 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  
 

29.成為神蹟的器皿 / 生命河  
 

主耶穌 祢召我 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 賞賜獨特的位份  

在基督裡 我是新造的人 祢看為寶貴 獻上為祢所用  
 

讓我成為 祢神蹟的器皿 被揀選族類 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來宣揚主耶穌 彰顯神的榮耀  
 

讓我成為 祢神蹟的器皿 以信心的眼睛 看見新的盼望  

用祢的大能 和愛來充滿我  

我要傳揚主的愛 讓世界更美好  

 

30.獻上感恩 / 我真愛進入你同在  
 

獻上 感恩的心 歸給 至聖全能神 

因祂 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 基督 

 

如今 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 已成就了 大事 

 

感恩 感恩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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