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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齊頌讚愛》 
填詞: 藍慧恩、陳樂霖曲: five hundred miles 

 

(Verse1) 每次當心裡受傷不應痛哭不應退避 願每天抛開困或愁前路更光 

   盼我可得到笑聲得到讚賞得到愛護 願每天高飛去遨遊齊頌讚愛 

 

(Verse2) 每次當心裡受傷不應痛哭不應退避 願每天抛開困或愁前路更光 

   盼我可得到笑聲得到讚賞得到愛護 願每天高飛去遨遊齊頌讚愛 

(Fill-in) 

(Verse3) 獻上心給予我主心得滿足心得信念 願世間安康與和平齊頌讚祢 

 

(Bridge) 若遇上風浪上主領導跨過奉獻主的心堅固將不變改 

 

(Verse4) 每次當心裡受傷不應痛哭不應退避 願每天抛開困或愁前路更光 

   盼我可得到笑聲得到讚賞得到愛護 願每天高飛去遨遊齊頌讚愛   (fine) 

 

02《誰造》 
曲: O Christmas tree   填詞: 呂晴、呂俊標 

 

(Verse1) (小童) 湖泊細雨冷風高山是誰造怎樣知道 禽鳥猛獸兔仔鮮花是誰造怎樣知道 

     哪個造天分開四季哪個造海壯闊艷麗 誰去設計這些東西是誰用心造一切 

 

(Verse2) (成人) 從晚到晝數天不休是神造天地星宿 從老到幼要祂分憂是神讓生命相扣 

     暖我在心一生銘記挫折順境替我預備 還賜勇氣抹開傷悲贈無盡福份福氣 

 

(Verse3) (一齊) 從晚到晝數天不休是神造天地星宿 從老到幼要祂分憂是神讓生命相扣 

     暖我在心一生銘記挫折順境替我預備 還賜勇氣抹開傷悲贈無盡福份福氣 

      

03《崇拜歌唱主》 
原曲: Red River Valley  填詞：蔡曉彤 

(Verse1) 

崇拜主心感恩衷心歌唱 常去禱告願主救世人 歌唱主的恩賜無盡關顧 歡欣唱頌讚主祂的愛 

 

(Verse2) 

傳播福音想普世皆知道 神派出耶～蘇降～臨 釘上十架後從復活得救 侍奉神願我可得拯救 

 

(Verse3) 

求我主驅走所有的誘惑 同讚主神力驅散黑暗 普慶一起歌唱榮耀主愛 耶和華願祢可祝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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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齊頌主》 
曲:Grand Father's Clock   詞:何浩賢 

 

(Verse1) 人人帶著理想  在每天攀高牆 攀登到  到晚上  沒路向 

   祈求向著理想  在晚黑都光亮 終可以  過障礙  除路障 

 

(Chorus) 齊頌主 祂的愛 達到高處看未來 

   齊頌讚 祂的愛 沒變改 

   寒冷晚風 伴著心中淚 

   不相信 會替代 無盡愛 

 

(Verse2) 徐徐看着晚空  讓冷風沖擊夢  多嘲諷  覺冇用  隨目送 

   然而卻在半空  有祢的手牽動  清風也  帶领著  齊護送 

 

Repeat (Chorus)  

 

(Bridge) 煩憂冷雨都飄去 tick tak tick tak  

   秒針永遠不倒退 tick tak tick tak 

   全信有他 活在這當下  不牽掛每晚夜無懼怕 

 

(Verse3) 人人向著理想  有祢的手牽動  清風也  帶领著  齊護送 

 

(Chorus)  齊頌主 祂的愛 達到高處看未來 

   齊頌讚 祂的愛 沒變改 

   寒冷晚風 伴著心中淚 

   不相信 會替代 無盡愛 

 

05《主賜力量》 
原曲: Row Row Row Your Boat  填詞：藍慧恩、甘穎揚、黎旭凌 

 

(Verse01)   挫折 若怕它 就容易跌倒； 

   得主賜予力量能 驅走心中困。 

   得主賜予力量能 驅走心中困。 

 

(Verse02)   勇氣  注滿它  有能量去闖； 

            得到主  賜你力量前行  不管多黑暗。 

            得到主  賜你力量前行  不管多黑暗。 

 

(Chorus)   但願日後盡力做，永遠  帶信念； 

            天天歡欣多感恩  永遠敬拜衪。 

            信靠天主領我前行  衝破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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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03)   你我亦愛衪  誓言效法衪； 

   得主賜予力量能 驅走心中困。 

 

(Ending)    得到主 賜你 力量前行  不管多黑暗。 

 

06《樂在神光中》 
曲: Scarborough Fair  謓詞: 鄭學棟、鄭詩恩 

 

(Verse1) 人何苦總遇上絕望  遇壓逼我甚覺無奈 幾番掙扎哀苦恍似沒完  望不見幽谷中曙光 

 

(Verse2) 在晨曦祂願賜盼望  夜冷中顧念也常在 即使走過崎嶇黑暗路途  神恩光永伴在前路 

 

(Verse3) 愁煩苦楚都盡化力量  讓愛心化造我能量 天天歡笑高歌依靠著神 

   懷感恩一生精彩 

 

07《因祢在旁》 
曲: Green Sleeves   填詞: 呂晴、呂俊標 

 

(Verse1) 曾覺孤單彷彿一道欄  圍住了四處為我添界限  

   自困作繭只增加悶煩  沿路去縱燦爛仍自嘆 

   一天多得祢前來  神願意以愛伴我跨障礙 

   推開心扉看未來  前路遠困倦亦能負載 

 

(Verse2) 為我去舖這生的路途  憑著祢慰告讓我知正道 

   難免跌倒使朝氣漸無  危難裡祢勸道:能做到 

   感激可得祢導航  無懼冷雨降怒海中跌盪   

   一生都因祢在旁  才自覺有寄望能綻放 

 

(Verse3) 為我去舖這生的路途  憑著祢慰告讓我知正道 

   難免跌倒使朝氣漸無  危難裡祢勸道:能做到 

   感激可得祢導航  無懼冷雨降怒海中跌盪   

   一生都因祢在旁  才自覺有寄望能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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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甜美詩歌傳熱暖》 
曲:amazing grace 詞:Phoebe & Sharon 

 

(Verse1) 如你傷感失意惘然  齊去驅走傳熱暖 

   路縱遠或不舒暢  還願有你導航 

   求你撫慰世間解困 

 

(Verse2) 甜美詩歌音韻悠揚  容我牽你手情共建 

   遇挫折亦可開朗  毋懼懊惱連場 

   全靠基督指引 

 

(Verse3) 完美經典佳句傳揚  同見證不朽無限暖 

   願智慧助識方向  昂步氣魄傲翔 

   蒙祢千般愛心牽引 

   蒙祢千般愛心牽引 

 

09《互助憐愛》 
曲: Auld Lang Syne   填詞: 鄭子謙 

 

(Verse1) 

神愛滿載歡欣每天  關～愛從未變改  歡笑互助社區互愛彼此勉勵樂常載 

彷似基督獻出此生  主愛逐漸撒開   今天應該奉獻社會謹～記互助憐愛 

            

(Verse2) 

神愛世界犧牲愛子  寬～恕人類昨天  只想藉著每天奉獻感恩答謝～神愛 

當天基督獻出此生  主愛逐漸撒開   他朝一起奉獻社會謹～記互助憐愛       

 

(Verse3) 

全個世界急速發展  分分秒秒在變遷  今天諸多競爭像已拋～棄互助憐憫  

基督犧牲獻出此生  主愛並未變改   抛低紛爭挽手奉獻天天也互助憐愛 

 

(Verse4) 

神愛世界感恩每天  關～愛從未變改  歡笑互助社區互愛彼此勉勵樂常載 

當天基督獻出此生  主愛逐漸撒開   他朝一起奉獻社會謹～記互助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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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慈愛天降》 
曲: Londonbridge is falling down  詞:細玲/小莓 

 

(Verse1) 基督恩賜是瑰寶齊頌讚領略意思 不分卑貴獻熱與光慈愛天降 

   人會每每病多困惑神愛細聽每段禱告 不分卑貴獻熱與光慈愛天降 

 

(Verse2) 天高海闊極美好誰亦要擦亮眼睛 縱多苦澀也願勇闖昂首傲翔   

   人會每每病多困惑神愛細聽每段禱告 不分卑貴獻熱與光慈愛天降 

 

(Verse3) 聖經章節願你知 齊頌唱美妙笑聲  捨身的愛照亮各方時刻護航 

   人會每每病多困惑神愛細聽每段禱告 捨身的愛照亮各方時刻護航 

 

(Ending) 捨身的愛照亮各方時刻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