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日 詩1 詩2 詩3 回應詩 年題詩 獻詩
1 3 大祭司 讚頌父權能 得力在乎祢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REF!
10 8 何等尊貴 永活真神 靠著祢寶血 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為祢燃燒 當我們撒種

10 15 唯有耶穌 獻給我天上的主 謝謝我主 沒有可給祢

10 22 高唱入雲 我靠近十架 復興聖潔 祢的話

10 29 不變的愛 榮耀救主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我願作僕人

11 5 榮耀歸於真神 除祢以外 有福的人 靠著耶穌得勝

11 12 頌讚主聖名 永恆國度 主恩更多 詩篇四十二篇 為祢燃燒 奉主寶貴聖名

11 19 前來敬拜 超過言語能述說 謝謝我主 立志擺上

11 26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祢是我的神 靜候恩主 主喜悅的事

12 3 神坐著為王 祢是我神 至於我和我家 燃獻生命祭

12 10 凡有氣息 讚頌父權能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我要順服 為祢燃燒

12 17 當向上主敬拜 美好新生命 祢是我牧人 活出愛

12 24 新生王歌 和平之君 Emmanuel 奇異恩典 最好的禮

12 31 讓讚美飛揚 全地至高是我主 靠近祢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1 7 祢是王 無論那刻 謝謝我主 靠著祢寶血 忠心的僕人 忠心的僕人

1 14 擁戴耶穌為王 耶穌配受大崇拜 復興聖潔 信靠順服 忠心的僕人

1 21 讚美聲不停 獻給我天上的主 靠著祢寶血 想起祢

1 28 天地讚美 無論那刻 更新我心 我已經決定

2 4 這是天父世界 神祢名尊貴 是為了我罪 轉化

2 11 和撒那 祢是王 心觸我心 我要看見 忠心的僕人 有一位救主

2 18 歡暢頌揚 最好的福氣 主賜福你 信心的等待

2 25 前來敬拜 將天敞開 靠著耶穌得勝 回家-彼此服侍

3 4 祢是王 聖潔的祢 十架犠牲的愛 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3 11 全地至高是我主 耶和華我的神 只因愛 立志擺上 救贖的恩典

3 18 主我高舉你的名 天父上主 求主賜我異象 神大愛

3 25 永恆國度 只因愛 讚頌祢的愛 全然歸祢

4 1 歌頌復活主 愛就是 愛是不保留 祢讓我生命改變

4 8 頌聲響應 是祢最重要 願我家基督化 謝主賜小孩 忠心的僕人 各各他的愛

4 15 讚美我天父 施恩的主 十架的冠冕 丕再一樣

4 22 祢是榮耀君王 耶和華 我的神哪 獻上活祭 生命全屬祢

4 29 聖潔的祢 不再一樣 祢是我神 將身體獻上

5 6 天地讚美 無論那刻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開展主的國

5 13 全地至高是我主 容我寧靜 能不能 能不能 忠心的僕人 主唯有祢

5 20 向至高者讚美 天父必看顧你 為愛奉獻 因主看顧

6 3 祢成就救恩 慈繩愛索 親眼看見祢 最美好的仗

6 10 將天敞開 唯有祢是聖潔的 如此認識我 一生不枉過 忠心的僕人

6 17 來頌揚創造主 願我屈膝祢跟前 無言的頌讚 走進每個角落 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6 24 耶和華永遠至高 讚美主 超過言語能述說 獻上今天

7 1 前來敬拜 祢最喜悅的敬拜 求主賜我異象 請差遣我

7 8 祢的信實廣大 寶貴十架 住在祢裡面 從心合一 忠心的僕人

7 15 主給我子女名份 無論那刻 更新我心 最美好的仗

7 22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祢是我的神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7 29 祢真偉大 獨有主 主如明亮晨星 靜候恩主

8 5 獻給我天上的主 靠著祢寶血 為祢燃燒 愛我願意

8 12 榮耀歸予神 榮美真光 為我 陶造我生命 忠心的僕人

8 19 天地讚美 主禱文 祂看顧麻雀 怎能如此

8 26 頌讚主聖名 永活真神 以愛奉獻 立志擺上

9 2 祢是王 神坐著為王 榮耀祢 薪火永傳

9 9 俯伏敬拜祢 只向祂讚美 數算奇異恩典 煉淨我 忠心的僕人 怎能如此

9 16 復興我 我願我靈 求充滿這地 從心合一

9 23 萬有都歸祢 一首讚美的詩歌 最美好盡力愛祢 活出愛

9 30 祢成就救恩 超過言語能述說 我知誰掌管前途 求主賜我異象

10 7 除祢以外 聖潔的祢 信心之火 溪邊的樹

10 14 向至高者讚美 一生倚靠祢 我們呼求 同證主美意

10 21 永恆國度 耶和華我的神 如此認識我 十架的冠冕

10 28 唯有祢是聖潔的 不再一樣 復興聖潔 敬拜者的心

11 4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萬有都歸祢 我要向山舉目 我心渴慕祢

11 11 永生之主 齊來頌讚 主恩更多 耶和華是我的依靠 忠心的僕人 一路引導

11 18 從這代到那代 超過言語能述說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豐盛的應許

11 25 響應 聖潔的祢 以感恩為祭 主，我獻上生命給祢

12 2 擁戴祂為王 除祢以外 誰是主角 主信實無變

12 9 耶和華我的神 數算奇異恩典 到山嶺上去傳揚 倚靠耶和華 忠心的僕人 主救贖將臨

12 16 信徒歡唱 基督降世 耶穌配受大崇拜 從心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