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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同行頌主恩：香港遠東 60 周年禮讚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主日）| 晚上 7:30 | 九龍城浸信會

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宣道會北角堂約瑟詩班
這愛

腳蹤佳美

詞：C. Bishop 中詞：北宣聖詩翻譯小組譯

詞：羅馬書 10 章 15 節 中詞：燕京樂章集

曲：Robert Harkness 編：Dick Bolks

曲：Felix Mendelssohn, from "St. Paul"

神甘心愛我這般的罪人，
情願助我悲傷變為歡慶；
從不肯放棄親領我靠近，
神愛恩深，美妙莫名！

傳報和平福音使者，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傳報和平福音使者，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是何等佳美。
傳報和平福音使者，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傳報和平福音使者，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看他等佳美。

這愛，神愛，美妙莫名！
這愛，神愛，美妙莫名！
神情願愛罪人如我這般，
恩典浩大，美妙莫名！

和平福音聲，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和平福音聲，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頑梗的我本當注定滅亡，
神讓愛子釘十架而犠牲；
人雖不配，卻得重價贖回，
神恕我曾悖逆抗令！

傳報和平福音使者，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傳報和平福音使者，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請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兒子般愛我，將我抱入懷，
神情願我不揀選為僕奴。
緃昔飄泊，如今放蕩不再，
神張開恩臂展寬恕。

和平福音聲，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和平福音聲，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和平福音聲，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和平福音聲，傳遍全地萬國萬民，
快樂佳音傳遍到地極。

這愛，神愛，美妙莫名！
這愛，神愛，美妙莫名！
神情願愛罪人如我這般，主恩浩大，
神愛絕妙，神愛絕妙，我心感恩！

傳報和平福音使者，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看他腳蹤，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請看他腳蹤何等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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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同行頌主恩：香港遠東 60 周年禮讚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主日）| 晚上 7:30 | 九龍城浸信會

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宣道會北角堂約瑟詩班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要向山舉目

詞：詩篇 23 篇 曲：陳永華

詞：詩篇 121 篇 1-3 節
曲：Felix Mendelssohn, from "Elijah"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
沒有祂的恩典，我靈不會滿足。

我要舉目，要舉目，向山舉目，
我幫助，我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我的幫助
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使我躺臥草地上，祂使我安寧。
祂領我祂領我到安歇水邊。
我靈魂已經甦醒，因著祂的名。
我走正義的道路，因祂引導。

祂必不叫你的腳步動搖，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必不打盹，不打盹，必不打盹。

雖然我要走過死蔭的幽谷，
我不怕遇災害，我不怕遇災害，
我真不怕遇災害，因為祢與我同在。

我要舉目，要舉目，向山舉目，
我幫助，我幫助從何而來，
我幫助是從耶和華而來。

因祢是我的牧者，祢永遠看顧我，
祢杖和祢竿是我的安慰。
在我的敵人面前，祢擺設筵席，
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杯滿溢。
我㇐生㇐世有恩惠隨我。
此生我的責任，我每天實踐。
直到我的靈魂求主祢賞賜，
我永遠住在，我永遠住在耶和華的聖殿。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無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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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同行頌主恩：香港遠東 60 周年禮讚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主日）| 晚上 7:30 | 九龍城浸信會

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宣道會北角堂約瑟詩班

巴松管獨奏／蔡羨惇

主是萬王之王

Never Alone

詞：Hal H. Hopson 中詞：陳康譯

詞、曲：Earl C. Heidelberg

曲：George F. Handel, from "Samson"

I never worry, for why should I worry
Though sorrows may come my way?
I've Someone to hide me,
to comfort and guide me,
To watch over me day by day.

編：Hal H. Hopson

主是萬王之王；讓我們同聲讚美。
讓歌聲號角，讚美主。
主是萬王之王；讓我們同聲讚美，
讓我們同聲，讓我們同聲讚美。

Never alone –
because I know my Lord is with me,
Never alone –
He's always standing by;
Jesus has promised to take my hand
and lead me –
Never alone, no, never alone am I.

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
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
美妙，美妙，
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
主是萬王之王；讓我們同聲讚美。
讓我們同聲讚美。
讓號角聲讚美。
歌聲，讚美主，吹號角來讚美。

Lord, I would serve Thee,
would honor and serve Thee
in all that I do or say;
My heart bows before Thee,
I love and adore Thee –
I'll live for Thee day after day.

歌聲號角齊來讚美上主；
因主是王，是萬王之王。

Never alone –
because I know my Lord is with me,
Never alone –
He's always standing by;
Jesus has promised to take my hand
and lead me –
Never alone, no, never alone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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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第㇐城浸信會詩班
主必同行

最知心的朋友

詞、曲：蔡祝健

詞、曲：小敏 編：蔡祝健

每當風暴驟變時，心中徬徨把思緒盡散亂；
忘記主在我旁扶助著我──
何用多擔憂、落淚？
昨天失敗難抹掉，
今天機會不應再白失去，
願靠主靈引導尋得方向，前進不後悔。

主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祢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著祢，
渴望見到祢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個小站，
祢的手總是在攙拉著我，
把我帶在祢身邊。

基督必保守看顧，我那須戰慄、掛牽？
在祂懷裡再無懼怕，踏步向前。
祂的應許確真實，夠我依靠度此生。
漫天烽火滿有平安，主必同行。

告訴我當走的路，沒有滑向死亡線。
祢愛何等的⾧闊深高，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要甚麼！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已起誓要跟隨主，永不改變。

正當生活欠新意，應知所有皆主賞賜施予；
忘記主在我旁仍靜待我──
回應祂差遣、任命。
願將生命再擺上，
青春、才能都不會白虛耗，
藉靠主憐憫再重申使命，全為主奉上。
基督必保守看顧，我那須戰慄、掛牽？
在祂懷裡再無懼怕，踏步向前，踏步向前。
祂的應許確真實，夠我依靠度此生。
漫天烽火滿有平安，主賜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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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第㇐城浸信會詩班

詩班合唱／遠東廣播同工

凡事順服

信實直到萬代

詞、曲：蔡羨惇

詞：蔡祝健、湯鎮華 曲：蔡祝健

祈求上主今賜滿足與盼望，
祈求上主施恩凡事眷念；
但我至今卻不見快樂歡笑，
也未能止愁煩並苦惱。

信實直到萬代，慈愛直到永遠，
永恆不變、永遠立定的神；
創造宇宙主宰，掌管生命上帝，
大山搖動、大海翻騰，泰然。

高聲稱頌那無常極美恩惠，
祢手所作我願盡全心領受，
今天雖不知祢奇妙大工，
但我心堅信，在某㇐天盡可知道。

走過乾旱地有祂活水滋潤，
遭遇暴風雨有祂保護；
祂雲柱火柱引導不歇，
曠野開路、沙漠開江河。

從前認識主祢那寶貴救贖，
曾為我捨寶血除掉眾罪，
能讓我得永生的盼望歡笑，
這樣宏恩其實便足夠。

信實直到萬代，慈愛直到永遠，
路雖茫茫但主就在前方。
全心全意跟隨，每時每刻儆醒，
願主的榮美向世人彰顯。

高聲稱頌那無常極美恩惠，
祢口所說我願盡性聽教導，
今天終可知祢奇妙大工，
祢至高的愛，在我這生無可媲美。

信實直到萬代，慈愛直到永遠，
歷史之主始終眷佑神州；
竹幕驟然低垂，福音大門緊閉，
⾧夜黝黑，人心祈盼亮光。
走過艱苦歲月祂攙扶前行，
孤寂迷失時有祂牽手；
聲音如洪波傳遞恩言，
跨越⾧空堅固人心靈。
信實直到萬代，慈愛直到永遠，
歲月悠悠上主依然傾福。
感戴主愛激勵，感恩我眾攜手，
傳播主信實盼心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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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及歌詞
鋼琴獨奏／查海倫博士

無伴奏合唱／G Clef

Three Chorales on Gregorian Melodies
三首聖詠曲
〈思念耶穌總覺甘飴〉
〈哈利路亞〉
〈請向逾越節的犧牲獻上頌讚〉

Change My Heart, O God
詞、曲：Eddie Espinosa

Change my heart, O God!
Make it ever true.
Change my heart, O God!
May I be like You.

曲：Aureo Castro 區師達

L'isle Joyeuse 歡樂島

You are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Mold me and make me,
This is what I pray.

曲：Claude Debussy 德布西

Change my heart, O God!
Make it ever true.
Change my heart, O God!
May I be like You.

求主用我
詞：趙孟準 曲：凌乃基

求用我口，來為祢歌，
求用我足，跟主腳縱，
求用我手，勤力作工，
唯願我將㇐切奉獻。
耶穌㇐生引牽，求賜生活能力，
如今不再是我，願我心永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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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及歌詞
獨唱／戴柯悅敏師母
祂愛我
詞：Doug Holck 曲：Doug Holck, Tom Fettke

主啊！我情願
詞：應秉德 曲：蕭泰然

親愛主，在創世界以先，
祂愛我，成為祂的子女，
祂造我，使我有選擇權，
我選了逃離祢。

主啊！我情願獻上㇐切所有，
拒絕妥協生活，為要得著祢。
主啊！我情願背起十字架來，
撇下應得享受，甘心跟隨祢。

祂愛我，當希望全消逝，
祂愛我，當我失去㇐切，
祂贖我，救贖大功已成，
藉耶穌神愛子。

主啊！我情願順服祢的旨意，
接受各樣試煉，㇐生信靠祢。
主啊！我情願擁有祢的愛情，
捨棄㇐切所愛，永遠屬於祢。

誰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是明日的夢想？心靈困苦？
還是世間財務或肉體飢餓？
是逼迫嗎？是刀劍威脅？
這㇐切事我已得勝有餘，
我已得勝有餘，靠耶穌我救主。

唯有祢是我所愛，
唯有祢是我所想，
唯有祢是我所求，
親愛主，是祢，我就都情願。阿們！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生或死，
是天使或在上掌權者，
是權能，是現在事或將來事，
高處，低處，所有被造物
都不能使我與主愛隔絕。
全靠耶穌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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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欣樂詠團
普天下都來頌揚

向祂歌唱

詞：詩篇 95 篇 & George Herbert

詞、曲：Cindy Berry 中詞：張美萍修譯

中詞：張美萍修譯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榮耀權柄能力，全都歸耶和華，
你們當樂意事奉祂，當來向祂歌唱，
Alleluia 響亮，
㇐同敬拜上主，敬拜上主。

曲：William Matthias Op.96, No.2

來啊，我們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向耶和華歌唱，
我們要來到祂面前感謝祂，
我們用詩歌向祂歡呼。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在萬神之上，
地的深處在祂手中，山的高峰也都屬祂。

唯獨祂是神，唯獨祂是聖潔，
祂是完美純潔羔羊，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祂是自有永有，以能力統管萬有，萬有。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們的主前跪下。
因祂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祂草場上的羊，是祂手下的民。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榮耀權柄能力，全都歸耶和華，
你們當樂意事奉祂，當來向祂歌唱，
Alleluia 響亮，
㇐同敬拜上主，敬拜上主。

來向耶和華歌唱。（x3）
普世萬方敬拜我王我神，讚美頌揚！
諸天並不太高，歌聲往遠處飄；
大地也不太低，歌聲直達雲霄，
普世萬方都當頌揚君王，讚美真神！

Alleluia! (x8)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榮耀權柄能力，全都歸耶和華，
你們當樂意事奉祂，當來向祂歌唱，
Alleluia 響亮，
㇐同敬拜上主，敬拜上主。

普世萬方敬拜我王我神，讚美頌揚！
我眾盡情歡唱，心意綿綿不絕；
教會誦唱詩篇，歌聲雄壯清越，
普世萬方都當頌揚君王。讚美真神。
阿們。

㇐同敬拜上主，敬拜上主。
向耶和華歡呼，來敬拜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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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欣樂詠團
至尊貴之名

An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詞：Timothy Dudley-Smith 中詞：張美萍修譯

詞：腓立比書 1 章 3-6, 9-11 節

曲：Tom Fettke

曲：David Schwoebel

基督名至尊貴，奧妙難以了解，
萬世君王永受天軍崇拜，

I thank my God!
I thank my God in all my remembrance of you.
Always with joy in every prayer for you.

擁有權柄至上，最威嚴至華麗，
當俯伏祂跟前，耶穌是主，耶穌是主！

I thank my God in all my remembrance of you,
In every prayer with joy.

神子成全父旨，降世成為人子，
父神大愛向眾人傾覆，
為我成就救恩，犧牲獨生愛子，
基督我救贖者，耶穌我主。

I thank my God!
I thank my God for your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from the very first day till now.
I thank my God for you.

君尊萬有根源，真光永恆不變，
賜永遠生命並天家福祉。
我願與眾聖徒謳歌同獻頌揚，
基督乃至尊貴，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x3）

And I am sure that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bring it to completion at the day
of Christ.
And this I pray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more and more.
Abound in knowledge, in judgement, that you
may approve what is excellent to the glory of
God.
That you may be pure and blameless, filled
with the frui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comes
through Christ Jesus.

基督名至尊貴，當俯伏祂跟前，
耶穌是主，耶穌是主，
我救主，我救主，我救主。

I thank my God!
I thank my God in all my remembrance of you.
Always with joy in every prayer for you.
I thank my God in all my remembrance of you.
In every prayer with joy, (x3)
I thank my God!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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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及歌詞
詩班合唱／欣樂詠團
追隨主基督
詞：譚靜芝 曲：陳偉光

追隨主基督，願真誠迎向祢光輝，
排除疑慮，憑信心！
主，生命、光明，因祢前方引路，
放開重擔，毋懼變遷。

生命平安！光明同嚮往；
榮耀上主國度，十架顯光芒！
復活權柄，基督賜盼望！
生命平安！光明同嚮往；
榮耀上主國度，十架顯光芒！
復活權柄，回應這呼喚，
選擇生命，追隨主基督！

生命平安！光明同嚮往；
榮耀上主國度，十架顯光芒！
復活權柄，基督賜盼望！
生命何代價？易虛渡，
回望似嘆息！前途誰主？來救拯？
得勝主掌權！祂死為我過犯，
復活讓我憑信得生！
世途縱迷惘，失方向，何地始為家？
回轉就光，再緊握！
選生命、福樂，掙脫罪鄉困局，
快跑來主施恩寶座！
生命平安！光明同嚮往；
榮耀上主國度，十架顯光芒！
復活權柄，基督賜盼望！
主面同仰瞻，蒙恩惠，嘗大愛淵深，
呈獻㇐生，聽召命。
謙卑候差使，熱誠、勤懇、順服，
盼主讚許：
「良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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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
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
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高興！
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
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
藉聖子耶穌我們得大歡喜，
至聖至尊榮我主耶穌基督，
將來得見主面，何等大恩福。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聽主聲音！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高興！
請來，藉主耶穌進入父家中，
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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