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萬世之王 
 

主啊，有誰不敬畏你， 
不將榮耀歸你名，  
因為獨有你是至聖， 
萬民都要來到你面前，  

敬拜，尊崇，因你公義的作為已彰顯，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為大哉，奇哉，  
萬世之王，我敬拜你， 
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你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唯有你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你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你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你聖名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你聖名直到永遠 
  
  
  

578 與主同行真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何等榮耀！因主血救贖， 
我能與祂同行，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whose blood has ransomed me, 

每日歡樂在我魂湧溢； 
It is rapture for my soul each day; 

無論何往，我感祂親近 
就喜樂蒙引領， 

It is joy divine to feel Him near  
where’er my path may be — 
讚美主！一路榮耀無比。 

Bless the Lord, it’s glory all the way！ 
（副）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祂必引領我腳步， 
跨越山嶺經幽谷， 

He will guide my steps aright  
Thru the vale and o’er the height —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二） 

何等榮耀！雖有黑影， 
我知道祂正同行， 

It is glory when the shadows fall  
to know that He is near, 
仍喜樂向祂倚靠禱祈； 

O what joy to simply trust and pray！ 
何等榮耀！住在主裏， 
我常見晴天無影， 

It is glory to abide in Him  
when skies above are clear — 
祂同行，一路榮耀無比。 

Yes, with Him it’s glory all the way！ 
（副）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祂必引領我腳步， 
跨越山嶺經幽谷， 

He will guide my steps aright  
Thru the vale and o’er the height —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三） 

在彼黃金岸與祂同行， 
更是榮耀無比， 

’Twill be glory when I walk with Him  
on heaven’s golden shore, 
不再遊蕩，或與祂稍離； 

Never from His side again to stray; 
何等榮耀！奇妙榮耀！ 
我與祂永在一起， 

’Twill be glory, wondrous glory  
with the Savior evermore — 
享榮耀直到永遠不已！ 

Everlasting glory all the way！ 
（副）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祂必引領我腳步， 
跨越山嶺經幽谷， 

He will guide my steps aright  
Thru the vale and o’er the height — 

與主同行眞榮耀無比。 
It i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Him. 

  
  
  

 661 耶穌的十字架 
 

耶穌的十字架，已經帶頭行， 
我們跟隨出發，有如祂親丁； 
基督，我們的主，帶頭向仇敵， 



我們所有步武，看前面旌旗。  
耶穌的十字架，已經帶頭行； 
我們跟隨出發，有如祂親丁。 

 
（二） 

一見得勝標記，撒但必逃崩， 
主的親丁應即向前，向得勝； 
我們高聲讚頌，陰間基動搖， 
所以親愛弟兄，讚頌聲要高。 
耶穌的十字架，已經帶頭行； 
我們跟隨出發，有如祂親丁。 

 
（三） 

基督教會出動，有如大軍隊， 
先聖留下腳蹤，我們在後隨； 
我們並非分開，我們乃身體， 

一信、一望、一愛，所有全合一。 
耶穌的十字架，已經帶頭行； 
我們跟隨出發，有如祂親丁。 

 
（四） 

撒但終必摧毀，邪靈也必衰， 
惟有基督教會，永遠必存在； 
陰間權勢雖劇，難把教會勝， 
我們有主應許，應許不變更。 
耶穌的十字架，已經帶頭行； 
我們跟隨出發，有如祂親丁。 

 
（五） 

所以你們應當和我們聯合， 
你我聲音同唱得勝的詩歌； 

榮耀、尊貴、頌揚，歸給基督王， 
聖徒，天使同樣頌揚至無疆。  
耶穌的十字架，已經帶頭行； 
我們跟隨出發，有如祂親丁。 

 
 
  

－ 歌詞摘自美國見證出版社的聖徒詩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