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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And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ine hear ,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might. And these words, which 

I command thee this day, shall be in thine hear . 
(Deut. 6:4-6)

以 色 列 阿 ， 你 要 听 ！ 耶 和 华 — 
我 们 上 帝 是 独 一 的 主 。你 要 尽 心 、 
尽 性 、 尽 力 爱 耶 和 华 ─ 你 的 上 帝。
我 今 日 所 吩 咐 你 的 话 都 要 记 在 心 上 。

(申6:4-6)



The LORD said, “For I know [Abraham], that he will command his children and his 
household after him, and they shall keep the way of the LORD, to do justice and 
judgment; that the LORD may bring upon Abraham that which he hath spoken of 
Him.” (Genesis 18:19)

These words spoken of Abraham by God sheds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of worship in the family. 
As our Lord Jesus tarries in His return,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s inextricably tied to the state of 
the covenant home. As goes the home, so goes the church, and so goes the nation.

It is in the home that truth must be taught, faith strengthened, and Christian duties exercised. 
It is in the home where God must be worshipped and praised, where our children learn to 
love and obey God’s Word, and where we learn to pray for ourselves and intercede for others. 

This is the reason we introduce a new bilingual edition of the Family Altar Song Book. It 
is an aid for the Christian family to meet together daily to read Scripture, sing hymns and 
pray together.  It comes with a CD recording of the hymns. This will help you and your 
family to sing together by simply slotting the CD into a player. 

Here’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you as you start your family altar. 

n Set a fixed time when every one is available.  
n Keep it short and sweet. 
n Take turns to lead the family worship and pray. Dad, Mom, and children too.
n	Make the time delightful. Do not use the family worship time to criticize or gossip. 

Remember it is a time to worship the LORD. 

May the Lord bless your home and fill it with His peace and joy.

In Christ

Pastor Is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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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我眷顾他[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
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
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创18:19）

上帝提及有关亚伯拉罕的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了在家庭里敬拜的重要
性。在我们的主耶稣还未来临之际，教会的未来与每个恩约家庭有
非常紧密的关系。家庭如何，教会就如何，国家也如是。

真理的教导、信心的坚固、信徒义务的执行都必须从家里开始。对
上帝的敬拜和赞美、孩子们学习相爱并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学习
为自己祷告和为别人代求，这些也是必须从家里开始。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推出了双语版的家庭祭坛诗歌集。它能帮助基
督徒家庭每日聚集在一起读经、唱诗和祷告。其中也包括各首诗歌
的录音光碟。只要播放光碟，你和家人就可以随着配乐一起唱诗。

在你开始这家庭祭坛之前，这里有几个供你参考的建议：
n 选择一个大家能聚集的时间
n 尽量简短
n 轮流带领家庭礼拜和祷告。父母、孩子都可带领
n 这段时间应该是愉悦的，不要用它来斥责他人或搬弄是非

要记得这是敬拜上帝的时间。

愿主赐你一家平安喜乐。

在基督里，
王家贤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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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归于真神 

谷中百合花 

真神之爱 

你信实何广大 

成为我异象 

有福的确据 

我心灵得安宁 

奇异恩典 

当转眼仰望耶稣 

我心灵中充满快乐 

数算主恩 

天父，感谢你 

主，我感谢祢 

亲爱主，牵我手 

坚立在应许上 

我永属主 

一日 

我宁愿有耶稣 

信靠顺服 

每一天 

这是天父世界 

千古保障 

古旧十架 

因他十架 



求主察看 

莫把我名弃掉 

当点名的时候 

勤兮作工 

如鹿切慕溪水 

只要信祂 

收禾捆回家 

愿更亲密与主同行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主我曾说

合神心意

用我一生

愿那灵火复兴我

主爱有多少

无论何处去

有一位神





荣耀归于真神

（一）
荣耀归于真神，祂成就大事，
为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
献上祂生命为人赎罪受害，
永生门已大开，人人可进来。

副歌：
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
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
请来，借主耶稣进入父家中，
荣耀归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二）
赎罪完全救恩，主宝血功勋，
凡信者得永生，神应许世人：
只要我众罪人真心接纳主，
一经信靠耶稣，必蒙祂饶恕。

（三）
荣耀归于真神，祂成就大事，
借圣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
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
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诗81:1）





谷中百合花

（一）
恩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胜得万有，
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灵友；
恩主是谷中百合花，我惟一需要祂，
祂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
悲伤时祂来解忧，患难时祂保佑，
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

副歌：
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
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祂。

（二）
恩主带走一切忧愁，将我悲伤担当，
当我受试探时祂是我力量；
我愿尽心尽力爱祂，毁掉一切偶像，
祂有能力保守我为祂而活。
纵然世界弃绝我，撒但来试探我，
却靠耶稣能过得胜生活。

（三）
恩主永不把我舍弃，我主何等仁慈，
我要忠诚信靠遵行主意旨；
虽有烈火绕我身旁，任遭何事不慌，
主赐吗哪喂养我灵得健壮。
那日在天见主面，享受主爱甘甜，
有快乐江河长流至永年。





真神之爱

（一）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
高超诸星，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世无相同。
始姐犯罪，堕入引诱，神遣爱子拯救;
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尤。

副歌：
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
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

（二）
虽当将来世界改换，帝位王权，过眼云烟，
冥顽世人，不靠真神，末日苦难，呼石求山;
神大慈爱终不改变，广大，坚定，纯全;
向人所显救赎恩典，天使圣徒同赞。

（三）
纵使诸天当为纸张，地上万茎当为笔杆，
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
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为干;
案卷虽长如天连天，岂能描述完全。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帖后3:5）





祢信实何广大

（一）
祢信实何广大，圣天父真神，祢永远不离弃爱祢
的人，
祢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我
主我神。 

副歌：
祢信实何广大！祢信实何广大！
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预备，祢信实何广大，显
在我身。

（二）
春夏秋冬循环，栽种又收成，日月星辰时刻循轨
运行，
天地宇宙万物，皆同作见证，述说我主信实，慈
爱永恒。 

（三）
祢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祢常与我偕行，安
慰扶援，日日加力，更赐我光明美盼，祢沛赐我
恩惠，丰厚无限。 

“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都要爱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
行事骄傲的人。” （诗31:23）





成为我异象

（一）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异象，
万事无所慕，惟主是希望！
愿祢居首位，日夜导思想，
工作或睡觉，慈容作我光。

（二）
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箴言，
我愿常跟祢，祢作我良伴。
祢是圣天父，我得后嗣权，
祢住我心殿，我与祢结连。

（三）
不挂意富裕，不羡慕虚荣，
主是我基业，一直到永恒。
惟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
祂是天上王，胜珍宝权能。

（四）
天上大君王，辉煌的太阳，
我赢得胜仗，天乐可分享。
境遇虽无常，但求心中王，
掌管万有者。永作我异象。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约15:4）





有福的确据

（一）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
被救主赎回为神后嗣，
从圣灵重生，主血洗净。

副歌：
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
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
常谈主慈爱，并颂主恩，
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

（二）
完全顺服主满心欢喜，
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
仿佛有天使由天降临，
报明主慈爱并主怜悯。

（三）
完全献于主万事安宁，
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
时刻仰望主儆醒等候，
不住的祈祷到主再临。

“…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尼8:10）





我心灵得安宁

（一）
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又平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
不论何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副歌：
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二）
撒但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有主美证在我心，
基督已看清我乏助之困境，甘流血救赎我。赐安宁。

（三）
回看我众罪，全钉在十架上，每念此，衷心极欢畅，
主担我重担，何奇妙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

（四）
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亲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
号筒声吹响，主再临掌权柄，愿主来！我心灵。必安宁。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
召的人。”（罗8:28）





奇异恩典

（一）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二）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三）
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

（四）
将来禧年，圣徒欢聚，恩光爱谊千年；
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约9:25b）





当转眼仰望耶稣

(一)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朦？
祗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盛！

副歌: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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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
快快传扬祂全备救恩，使凡信者不至沉沦！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祂，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
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赛12:2）





我心灵中充满快乐

（一）
我心灵中充满快乐，因耶稣已拯救我;
赞美救主奇妙圣名，洁净我里外罪过。

副歌：
为何我要歌颂耶稣，使我觉珍贵无双？
祂是我主，我的救主，祂死叫我释放！

（二）
祗要瞥见主的良善，灵中满足永长久；
祗要一见我的救主，我灵即得真自由。

（三）
在万人中祂最美好，祂是玫瑰百合花;
祂是丰盛恩惠源头，恩典慈爱祂赐下。

“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诗57:7）





数算主恩

（一）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
有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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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

（二）
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
有时背着十架觉着苦难堪，
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即消除，
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

（三）
每逢遭遇战争不论大或小，
不要丧胆因主早已得胜了，
深知主有恩典必甘愿辅助，
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前5:18）





天父，感谢祢

（一）
天父感谢你所成就的事，
你曾白白赐给我爱子。
我要赞美你呼召我引我亲近，
虽曾瞎眼祢使我看见。

（二）
生命的圣灵是上帝圣火，
祢曾用火焰熔化我心。
我知祢要来炼净我改我生命，
藉着信心祢指示真理。

（三）
耶稣我要祢作生命之主，
我愿把自己全献给祢。
主啊我愿服在祢仁慈圣手下，
我要全心全意赞美祢。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
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6）





主，我感谢祢

（一）
感谢主，赐我力量面对试炼，
每时每刻得以成长，当主引导我。
哦我感谢主，在试炼里学习忍耐，
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去关怀。

副歌：
可是这却要违背自己，将过去的自己抛弃，
且要让圣灵来带领所有一切，
因当试炼来临，我自己却要故意不遵行，
让主的慈声轻易的被忘记。

（二）
哦我感谢主，每逢各样试炼来临，
主必同在远离错误，领我行义路。
因主祢应许，在各样试炼中，
祢教导我如何接受，重新得力量。

（三）
我们感谢祢赐我生活得胜更新，
纵有万事缠绕着我，生命更得力，
我要感谢主，虽然环境横逆险阻，
我深信必能见主面，因主就在其中。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1:4）





亲爱主，牵我手

（一）
亲爱主，牵我手,
建立我，领我走,
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
经风暴，过黑夜，
求领我，进光明；
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

（二）
我道路，虽凄凉，
主临近，慰忧伤，
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
听我求，听我祷，
搀我手，防跌倒，
亲爱主，牵我手，常引导。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3:14）





坚立在应许上

（一）
坚立在我主基督的应许上，万古千秋永将主圣名颂扬，
荣耀归至高真神我当歌唱，坚立在我主的应许上。

副歌:
坚立,坚立，
坚立在我主基督宝贵应许上，
信靠，竖立，坚立在我主宝贵应许上。

（二）
坚立在我主不变的应许上，当疑虑忧惊的风浪肆凶狂，
藉神生命言语我隐立坚强，坚立在我主的应许上。

（三）
坚立在我主宝贵的应许上，永远系在主的爱索不动荡，
带着圣灵宝剑天天打胜仗，坚立在我主的应许上。

（四）
坚立在我主应许不至跌倒，时刻注意倾听圣灵所训导，
救主是我一切永隐定可靠，坚立在我主的应许上。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
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





我永属主

（一）
主耶稣爱我直到无尽期，
无权势能叫我与主分离，
为救赎我舍命于十架，我今永远属祂。

副歌：
我今属救主耶稣，主耶稣也属我，
并非暂时与祂结连，乃是直到永远。

（二）
从前我在罪中迷醉浮沉，
耶稣降世为我带来救恩，
拯救我脱离羞耻，忧怕，我今永远属祂。

（三）
我心满喜乐因已蒙拯救，
前为罪奴今主赐我自由，
为救赎我祂宝血流下，我今永远属祂。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
们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罗8:17）





一日

（一）
一日高天上充满颂赞歌声，
一日世界充满罪恶黑暗；
耶稣来塵世借童女而诞生，
住在人中间发光辉燦烂。

副歌：
主生为爱我主死为救我，
埋葬我旧人除去我罪孽；
复活使我称义永脱罪权势，
一日祂回来我得福无边。

（二）
一日祂被带到各各他山顶，
一日祂被掛在十字架上，
备尝诸疼苦受藐视遭厌棄，
担负我罪愆祂慈爱无量。

（三）
一日死亡不能将祂拘禁，
一日墓门大石忽然移去，
救主自墓出戰勝死亡权势，
升到高天上永作我中保。

（四）
一日角声响报告祂将复临，
一日祂荣光在全世普照，
奇妙之大日亲爱圣徒复起，
被接至父家永享主荣耀。





我宁愿有耶稣

（一）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
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
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

副歌：
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

（二）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
我宁忠于主，满足主的心肠；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
愿对主忠诚，宣扬主圣名。 
副歌

（三）
恩主比百合花美丽鲜艳，
祂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
我带饥渴心灵来到主前，
有主的同在胜似赴美筵。
副歌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
坐在神的右边。”（西3:1）





信靠顺服

（一）
我与救主同行，在主福音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
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信靠顺服者主必同行。

副歌：
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路，
若要得主里喜乐，惟有信靠顺服。

（二）
没有阴影黑暗，没有迷雾弥漫，我主笑容使浓雾消散，
没有疑惑畏惧，没有叹息忧虑，信靠顺服者主必怜恤。

（三）
为主背负重担，为主遭受患难，一切辛劳主必丰偿还，
倘遇损失，悲苦，或经十架痛楚，信靠顺服者主必赐福。

（四）
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否则难知主慈爱丰满，
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信靠顺服者才获全备。

（五）
故愿在主脚前，享主恩谊甘甜，愿行天路跟随主身边；
祂吩咐即听命，祂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者总不忧惊。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诗34:8）





每一天

（一）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
我倚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
祂的心极仁慈无可测度，祂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论忧或喜祂慈爱显明，劳苦中祂赐安泰。

（二）
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
我挂虑主愿安慰与担当，祂的名为策士与权能。
祂保护祂的儿女如珍宝，祂热心必要成全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祂向我应许。

（三）
每当遭遇患难求主搭救，全靠我主真诚的应许，
我確信主的体贴与安慰，深信圣经应许不落空。
懇求主患难苦难中拯救，平稳与试煉皆由父旨，
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直到进应许美地。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罗8:37）





这是天父世界

（一）
这是天父世界，我要侧耳倾听， 
宇宙唱歌四围应和，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 
树茂花开，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 

（二）
这是天父世界，小鸟长翅飞鸣， 
晨光映晖，好花丽蔚，颂扬造物尊名。
这是天父世界，祂爱普及万千， 
风吹之草，显主奥妙，天父充满世间。 

（三）
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势凶狠，好像得胜，天父却仍作王。 
这是天父世界，战争还没有完， 
受死基督，得胜满足，天地归主掌权。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5:5）





千古保障

（一）
真神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将来希望，
是人居所，抵御风雨，是人永久家乡。

（二）
在主宝座庇荫之下，群圣一向安居;
惟赖神臂威权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三）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星球未结之先，
远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尽年。

（四）
在神眼中，亿千万年，犹如人间隔宿;
恍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五）
时间正似大江流水，浪淘万象众生，
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痕。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祢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祢欢
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祢的名。”（诗9:1-2）





古旧十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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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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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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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各各他之十架，虽然满有血迹，我仍然以此架为美圣;
因在此宝架上，救主为我舍命，担我众罪使我蒙恩拯。

（四）
故我乐意背负，此奇妙的宝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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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罗5:1）





因祂十架

因祂眼泪我得到安慰。
因祂受死我得永生。
因祂宝血我得到赦免。
耶稣十架换来冠冕。

祂蒙羞耻带来了荣耀。
因祂忧愁我得喜乐。
祂受鞭打使我得医治。
耶稣十架换来冠冕。

神羔羊祢带来救赎，祢的恩典充满我心。
主慈爱眼泪除去我的愁烦。
祢眼看清我一切。

因祂眼泪我得到安慰。
因祂受死我得永生。
因祂宝血我得到赦免。
耶稣十架换来冠冕。
因祂宝血我得到赦免。
耶稣十架换来冠冕。
耶稣十架换来冠冕。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
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
十字架上。”（加6:14）





求主察看

（一）
恳求救主鉴察知我心念，
求主今试验私意尽洞见，
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
求主为我清除使我自由。

（二）
赞美我主因将我罪洗清，
愿主的真道使我心洁净，
求主以火焚尽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惟荣主名，

（三）
恳求我主使我完全归祢，
贫穷的心地充满祢爱意，
管理我心不再自私骄狂，
我今奉献所有尊主为王。

（四）
恳求圣灵赐下广大复兴，
先复兴我心燃起火热情，
倚靠圣言主供一切需要，
求主现在赐福是我恳祷。

“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书23:11）





莫把我弃掉

（一）
恳求救主格外垂怜，请听我祷告。
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

副歌： 
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
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

（二）
让我进到恩主座前，永远不相离。
一心仰望恳求怜悯，笃信而不疑。

（三）
只有倚靠救赎功劳，才敢寻主面。
心灵悲伤求主医治，显出大恩典。 

（四）
救主是我平安根源，比生命更宝。
天上地下除主以外，无别名可靠。

“我曾寻求耶和华，祂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诗34:4）





当点名时

（一）
主耶稣再临那日号筒必要高声吹起，
那早晨永远光明华丽无比;
凡世上得救的人一同相会在主明宫，
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副歌：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二）
凡信主而死的人那日早晨必要复活，
与我主同享复活荣耀快乐;
凡蒙召得胜的人都与救主相会天空，
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三）
我们应从早到晚为主殷勤作工等待，
我们应传扬耶稣奇妙大爱;
当世上路程跑尽派我职事已作完工，
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西4:5）





勤兮作工

（一）
勤兮怕黑夜来到，趁有日光之时，
勤兮要紧赶天路，当前进莫迟！
勤兮效耶稣榜样，儆醒祈祷不息，
勤兮怕黑夜来到，人工就完毕。

（二）
勤兮怕黑夜来到，勤兮快救罪人，
你若不宣传福音，他怎入生门？
速速告他有救主，恩典至大无极，
勤兮怕黑夜来到，人工就完毕。

（三）
勤兮怕黑夜来到，事主该当尽力，
天上有荣冕待你，不久永安息。
你莫忧才能太小，主必施恩增益，
勤兮怕黑夜来到，人工就完毕。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126:5）





如鹿切慕

（一）
主啊我渴慕祢像小鹿切慕三涧清泉溪水，
唯有祢是我心所渴慕，我心灵要敬拜祢。

副歌：
祢是我力量和保障，
在祢面前我灵愿俯伏；
唯有祢是我心所渴慕，
我心灵要敬拜祢。

（二）
祢是我良朋我的兄弟，纵然祢是尊贵君王，
万人中祢是我心所爱，唯独祢至亲至爱。

（三）
我爱祢胜过世上金银，唯独祢可满足我心，
主啊祢真是喜乐之源，我眼目中的瞳人。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诗42:1）





只要信祂

（一）
被罪压伤的人，快来接受恩主爱怜，
祂要救你，安你心怀，只要信祂恩言。

副歌：
只要信祂，只要信祂，现在要信祂，
祂必救你，祂必救你，现在必救你。

（二）
耶稣为你曾流宝血，赐下恩典丰盛，
快来投入此宝血泉，必白如雪洁净。

（三）
耶稣就是道路，真理，领你进入安息，
快信靠祂勿再迟疑，必得永生福气。

（四）
请来加入这圣洁队，同往荣耀天乡，
美丽天城无忧无泪，永享福乐无疆。

“耶和华啊，认识祢名的人要倚靠祢。因祢没有离弃寻求祢
的人。”（诗9:10）





收禾捆回家 

（一）
清早起来撒种，撒主慈爱善种，
正午也勤撒种，到夕阳西下;
等到庄稼成熟，收割时刻来到，
我们必要欢乐，收禾捆回家。

副歌：
收禾捆回家，收禾捆回家，
我们必要欢乐，收禾捆回家。
收禾捆回家，收禾捆回家，
我们必要欢乐，收禾捆回家。

（二）
不论晴天阴天，殷勤努力撒种，
虽遇风霜雨雪，总不要害怕。
等到收割来临，劳苦已经完毕，
我们必要欢乐，收禾捆回家。

（三）
流泪出去撒种，为救主撒道种，
有时忍受损失，痛苦又增加。
等到流泪过去，救主柔声欢迎，
我们必要欢乐，收禾捆回家。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126:6）





愿更亲密与主同行

（一）
愿更亲密与主同行，享受属天安详;
所行的路真光照耀，导我就近羔羊。

（二）
圣洁之鸽，和平使者，恳求回转归来！
我恨罪恶使祢忧伤，把我与祢分开。

（三）
我心存有至爱偶像，僭据祢宝座上，
恳求救主助我拆毁，使我独敬拜主。

（四）
我愿紧靠上主而行，我心宁静安详，
所行的路真光照耀，导我就近羔羊。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祢。”（诗18:1）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一）
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
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副歌:
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二）
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 
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如此住在祢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祢。”（诗84:4）



主我曾说

主我曾说：跟随祢永不离开祢，
主我曾说：我爱祢让祢掌管我，
主我曾说：事奉祢终生不后退，
但是主啊现在我如何？
我愿跪下恳切的祷告
我愿将我的心献给祢
主啊现在帮助我爱祢更深多
从今以后让祢得着我。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和你同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31:6）



合神心意

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
多少机会已流失，于今不能再空等。
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
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
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西1:10)



用我一生

人的一生尽如花草，转眼枯干凋谢；
生命内容不在长短，却在乎谁用他。
我的一生虽如花草，却早饱得主爱；
耶稣流血为拯救我，怎能辜负我主?
求主用我一生，用我一生，用我一生
不愿一生白白虚度，求主洁净使用我。

我的一生也会过去，若专为己而活；
生命腐蚀空手见主，那又有何意义?
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人生今有目的；
我的生命虽然卑微，甘心为主所用；
求主用我一生，用我一生，用我一生
不愿一生白白虚度，求主洁净使用我。

我愿一生委身基督，活出生命见证；
善用恩赐布道宣教，热诚领人归主，
我要一生荣神益人，爱主所爱教会；
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愿主助我坚定！坚定！
求主用我一生，用我一生，用我一生
不愿一生白白虚度，求主洁净使用我。
不愿一生白白虚度，求主洁净使用我。
求主洁净使用我。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
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



愿那灵火复兴我

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

I. 信心      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II. 希望      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III. 爱心      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IV. 信望爱  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Fine)

（一）
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

（二）
在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的笑声中，
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

（三）
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
我们祷告，我们警醒，毋把主恩典忘记。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7）



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
祂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
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
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
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
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
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
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

“神差祂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祂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
此就显明了。”（约壹4:9）



无论何处去

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
主祢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
助我更顺从，更背主十架，
主祢带领完全无差错。

在文明大城市或在深山野林，
众灵魂同样宝贵在祢眼里。
无论何处去我心已备妥，
主啊助我爱祢心所爱。

 “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
（诗32:8）



有一位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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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
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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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坐在荣耀的宝座，
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
被尊崇。”（诗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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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信祂

莫把我名弃掉

求主察看

当点名的时候

勤兮作工

 |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 主我曾说 

 | 合神心意 

 | 用我一生 

 | 愿那灵火复兴我 

 | 主爱有多少 

 | 无论何处去 

 | 有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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