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6 獻上頌讚 無論那刻 燃動生命 傾出愛
1 13 祢真偉大/偉大真神 感恩歌 只願得著你 以愛奉獻 燃動生命 觀看宇宙
1 20 耶和華尼西 神坐著為王 愛使我得勝有餘 奔跑不放棄
1 27 讓讚美飛揚 聖潔的祢 和平之君 靠著祢寶血
2 3 前來敬拜 從這代到那代 以愛還愛 靠主剛強
2 10 主恩頌 榮美真光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合一見證 燃動生命 有福的確據
2 17 曾被殺的羔羊 注目看耶穌 誰像耶穌 聖法蘭西斯禱文
2 24 我要一心稱謝祢 感恩歌 歸向祢 回家-彼此服侍
3 3 全世界都讚美 美好新生命 牧我一生 回家-彼此服侍
3 10 頌讚全能上帝 奇妙的愛 感激救主 靠主剛強 燃動生命 認識祢
3 17 唯有祢是聖潔的 前來敬拜 只因愛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3 24 耶和華我的神 聖潔的祢 真愛 我要看見
3 31 萬有都歸祢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平安 平安
4 7 祢是我神 十架的愛 注目看耶穌 開往水深之處
4 14 府伏敬拜祢 獻上頌讚 十架犠牲的愛 動力信望愛 燃動生命 記念我
4 21 基督今復活 是為了我罪 因祂活著 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4 28 全地至高是我主 平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立志擺上
5 5 萬有都歸祢 靠著祢寶血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請差遣我
5 19 全地至高是我主 在祢面前蒙悅納 祢是我神 注目看耶穌
5 26 祂已被尊崇 主，請祢憐憫 在祢手中
6 2 全然向祢 永活真神 飄流日記 歸向祢
6 9 榮耀歸與至高神 恩典太美麗 原是祢恩惠 最美好…盡力愛祢 燃動生命 神聖之地
6 16 全能天父 這是天父世界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要順服
6 23 神坐著為王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數算恩典 有福的人
6 30 聖哉，聖哉，聖哉 有福確據 神大愛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7 7 聖潔的祢 願祢國度降臨 站於天地之間 願那靈火復興我
7 14 頌讚主聖名 響應 以感恩為祭 同證主美意 燃動生命 尋求主心意
7 21 耶和華永遠至高 讚美主 和平之君 教會一家
7 28 唯有祢是聖潔的 注目看耶穌 起初的愛 求主賜我異象
8 4 祢真偉大 永約的神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我們成為一家人
8 11 神坐著為王 唯獨恩主 陶造我生命 幽谷中的盼望 燃動生命 耶穌永存的主
8 18 耶和華我的神 獻給我天上的主 世代的禱告 靠著耶穌得勝
8 25 主給我子女名份 願你公義臨近 有了祢異象 吃苦開荒
9 1 讚頌父權能 我心敬拜 耶和華是我的依靠 上帝的手
9 8 萬有都歸祢 歸向祢 站於天地之間 奔跑不放棄 燃動生命 蒼生主謢庇
9 15 讚美全能神 唯有祢是聖潔的 因主的名 黑暗終必過去
9 22 頌聲響應 靠主剛強 求主興起禱告的心 尋求神的臉
9 29 世界之光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 動力信望愛 我已經決定
10 6 頌讚主聖名 我心敬拜 主是我力量 末世燈臺
10 13 響應 我的千古保障 神！祢在掌管 燃動生命 我決心靠於耶穌
10 20 祢真偉大 這是天父世界 永遠的約 祂的國度
10 27 萬有都師祢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 以愛還愛 世代的禱告
11 3 頌讚主聖名 我寧願有耶穌 十架為我榮耀 誰是我的鄰舍
11 10 真光普照 榮美真光 聖靈之光 滿有能力 燃動生命
11 17 神坐著為王 願祢公義降臨 站於天地之間 最美好的仗
11 24 求引領我心 願祢降臨 願我為主活 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
12 1 每個人都讚美 祢是君王 黑暗終必過去 永約的神
12 8 耶穌配受大崇拜 因為祢先愛我們 神必預備 神必預備 在主前靜默
12 15 唯有祢是聖潔的 讚美主 是祢最重要 信徒歡唱
12 22 基督降世 只因愛 榮耀救主 平安
12 29 俯伏敬拜祢 榮耀歸於真神 願我屈膝祢跟前 復興我
1 5 因祢榮耀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 住在祢裡面 憑祢意行
1 12 讚美主 祢信實廣大 恩典之路 我們成為一家人 主榮耀至聖
1 19 全地至高是我主 向至高者讚美 願我為主活 榮美真光
1 26 讚頌祢的愛 何等慈愛 因為祢 耶穌的愛
2 2 耶和華我的神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耶和華以勒 因著信
2 9 將天敞開 (粵語） 平安
2 16 頌讚全能上帝 慈繩愛索
2 23 前來敬拜 (粵語) 我們呼求
3 1 願祢國度降臨 呼求耶穌

3 8 除祢以外 以愛還愛 我靠近十架

3 15 永生之主 尋求神的臉

3 22 我的千古保障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3 29 萬有都歸祢 認識祢

4 5 唯有祢是聖潔的 無條件的愛

4 12 十架的愛 祢是我神 投靠 十架為我榮耀

4 19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原是祢恩惠

4 26 人算甚麼 耶和華是愛

5 3 讚頌祢的愛 牧我一生

5 10 無論那刻 全能耶穌 靠著你寶血

5 17 祢是我的神 一生都足夠

5 24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光和鹽 願祢國度降臨

5 31 將天敞開 主是我力量(粤語)

6 7 讚美主 站於天地之間

6 14 前來敬拜(粤語) 我心敬拜 我信不足丶求主幫助 永恆國度

6 21 讓讚美飛揚 一首讚美的詩歌 祢是我牧人 這樣的愛

6 28 響應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如何禱告） 黑暗終必過去 從心合一

7 5 祢是榮耀君王 我要向山舉目 我知誰掌管明天 我知誰掌管明天

7 12 祢是我的神 我們呼求[粵語] 薪火永傳 願我為主活

7 19 永恆國度 我向祢禱告 站於天地之間

7 26 聖潔的祢 以感恩為祭 野地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