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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約  (1/3) 
《盟 約》 經文摘編、曲：林婉容  

（羔羊）  

我以永遠的愛 愛你  
我以慈愛吸引你  
聘你永遠歸我為妻  
永以慈愛誠實待你  

（新婦）  

哦 我願奪得主的心  
用我注視的眼睛  
我的心如禁閉的井  
新陳佳果存留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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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約  (2/3) 
《盟 約》 經文摘編、曲：林婉容  

（合）  

將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記  
將我帶在你手臂上如戳記  
你的愛情堅貞 勝過死亡  
眾水不能熄滅 不能淹沒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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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約  (3/3) 
《盟 約》 經文摘編、曲：林婉容  

（羔羊）  

我賜你肉心代替石心  
把律法寫在你心裡  
我用水將你洗潔淨  
你眾罪惡我全忘記 

（新婦）  

因你鞭傷我得醫治  
你受刑罰 我得平安  
你受咒詛 我得祝福  
因你流血 我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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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愛你  (1/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你的心裡柔和謙卑  
你的胸懷恩愛憐憫  
哦 你同在無限甜蜜  
你的話語堅定我心 

 
因此我愛你 主啊  
你配得至極的愛情  
因此我愛你 主啊  
你知道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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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愛你  (2/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你的照應無微不至  
你的引領帶進安息  
哦 你責備也是溫柔  
你的擔子輕省容易 

 
因此我愛你 主啊 
你配得至極的愛情 
因此我愛你 主啊 
你知道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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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愛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你不變的愛 使我心中甜蜜滿足 
你奇妙的愛 使我夜間歌唱 

從永遠到永遠你的慈愛永不改變

我一生一世要仰望你的慈顏 

你完全的愛 使我甘心奉獻自己 
你無邊的愛 我要一生頌揚 

從永遠到永遠你的慈愛永不改變

我一生一世要仰望你的慈顏 
飽嚐你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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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有誰能像你  (1/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你常為我擺設宴席 
我的生命充滿驚喜 

我有何能報答你的厚恩  
千言萬語也述說不盡 

 
我是誰 你如此眷顧  
寧處貧窮 使我富足 

我算什麼你竟這樣愛我  
除你以外我還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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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有誰能像你  (2/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主 我讚美你 一生歌頌你 
主啊 有誰能像你 

主 我敬拜你 滿心感謝你 
唯願一生事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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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屬於你  (1/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為作你居所  
為瞻仰 俯伏敬拜你  

將愛情獻給你  
我心受造是為你 

 

我心屬於你 哦 我心屬於你  
你是我神 我的救主  
我的心永遠屬於你 

我心屬於你 哦 我心屬於你  
你是我神 我的救主  
我心永遠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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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屬於你  (2/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哦 主啊 親近我  
我切慕你榮耀親臨  

光照潔淨這殿  
我心跳動是為你 

 

我心屬於你 哦 我心屬於你  
你是我神 我的救主  
我的心永遠屬於你 

我心屬於你 哦 我心屬於你  
你是我神 我的救主  
我心永遠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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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所造  (1/2) 
《盟 約》 譜曲：林婉容詩篇 139：13-18, 23-24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  
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我心深知道 

 
 我在暗中受造 被聯絡  
未成形的體質你已看見  
我的日子是你所定  

尚未度一日 已寫在你的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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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所造  (2/2) 
《盟 約》 譜曲：林婉容詩篇 139：13-18, 23-24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比海沙更多  

求你鑒查我 試煉我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2X)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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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誰  (1/3)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是誰從遠處看見認識我  
是誰千萬人中題名召我  
是誰為尋找我降生塵世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2X) 

唯有你 為尋找我降生塵世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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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誰  (2/3)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是誰從灰塵中抬舉了我  
是誰捨棄尊榮洗我的腳  
是誰為代替我甘心捨命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2X) 

唯有你 為代替我甘心捨命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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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誰  (3/3)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是誰擔當全人類的刑罰  
是誰洗淨全人類的過犯  
是誰背負全人類的憂患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2X) 

唯有你 背負全人類的憂患  
是你 主耶穌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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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神  (1/2) 
《盟 約》 詞、曲：陳國音

Peggy Hamerly
  

你是我神 用愛心尋找我 
你是我神 用寶血拯救我 

從罪惡的深淵中 你聖靈光照我

你是我救主 你是我神  
 

你是我神 賜給我腳前燈 
你是我神 賜給我路上光 

從清晨日出東邊 直到日落西方

你是我牧者 你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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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神  (2/2) 
《盟 約》 詞、曲：陳國音

Peggy Hamerly
  

你是我神 永遠屬天盼望 
你是我神 安穩靈魂的錨 

在生命的風暴中 平靜我的浪濤

你是我盼望 你是我神 
 

從生命開始 直到永遠 
我被包圍在主慈愛裏 

沒有人能使我離開主的愛  
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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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新郎  (1/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漫漫長夜 她等候她的新郎  
白晝或夜晚 她思念她的新郎  

雖然有時因睏倦而打盹  
黑夜已深 孤單又疲乏  

她一心渴望他顯現的榮光  

她的新郎是榮耀的君王  
他的名字如同倒出來的香膏芬芳

稱為誠信和真實 頭戴許多冠冕 
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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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新郎  (2/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但他甘心做她贖罪的羔羊 
無比尊榮遮不住因愛所受的創傷

他的愛情配得稱讚 勝過一切美酒

他去乃是為她豫備地方 

漫漫長夜 她等候她的新郎 
一天又一天 她耐心預備衣裳 

他將親手擦乾她的眼淚 
除去死亡 痛苦和悲傷 

她儆醒守望 直到號聲吹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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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1/2) 
《盟 約》 經文摘編、曲：林婉容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願天歡喜願地快樂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將讚美榮耀歸給祂 

救恩 榮耀 權能屬於神 
祂判斷真實公義 

歡喜穿著光明潔白衣 
來赴羔羊的筵席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永遠的福樂已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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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2/2) 
《盟 約》 經文摘編、曲：林婉容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願天歡喜願地快樂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將讚美榮耀歸給祂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  
祂要與我們同住  

勞苦 嘆息都成為過去  
主將一切都更新  

哈利路 哈利路 主我神作王了 
哈利路 永遠的福樂已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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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誰人親像你  (台語 1/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台語譯詞：張裕華、林繼仁

  

常常為我排設宴席  
我的生命充滿你的疼  
怎樣報答你的恩典這大  
千言萬語也講不息  

我是誰你如此看顧  
甘願貧窮使我富足  

我是什麼你吶這呢疼我  
除你以外無別的渴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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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誰人親像你  (台語 2/2) 
《盟 約》 詞、曲：林婉容

台語譯詞：張裕華、林繼仁

  

主 我謳咾你 一生稱頌你  
主啊 誰人親像你  

主 我敬拜你 滿心感謝你  
願我一生事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