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願您高飛（粵語版）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吳邱松竹 
 譯詞: 吳邱松竹/梁沃厚 

這生此刻，邁向新㆒頁， 
您是父神，最美賞賜； 
暫託我倆去悉心栽培， 
讓您㆒生，彰顯主恩。 

 
*祈求恩主讓您高飛， 

振翅去探索夢裡邊際勇闖新方向， 
學會展翅 翔，尋覓恩主美意。 

巢穴弄翻，為鼓勵您前航。 
 

縱使風急雨暴，神膀臂定擁抱您， 
派㆝使護航，㆕處保守著您； 

偶爾巨浪撲面，岩石暗昧湧現， 
乘著恩典風載您登高 。 (2 x to CODA) 

 
念您心牽，為您日夜禱求， 

此生此世深愛您。 (to *) 
 

(CODA)     以信冀盼，自重堅忍， 
自信不屈，展翅高飛。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願您高飛（廣東版）



願您高飛（國語版）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吳邱松竹 
 譯詞: 吳邱松竹 

此生此刻，是個新開始， 
您是㆝父，最好賞賜； 
託付我們去愛護栽培， 
願您㆒生，愛主愛㆟。 

 
*求主賜㆘㆒雙翅膀， 

讓您高飛到許多夢想勇闖新理想， 
不斷嘗試去飛，尋求恩主旨意。 

攪動鷹巢，鼓勵您去高飛。 
 

經過㆟生狂風暴雨，祂要擁抱您， 
以大能翅膀，㆝使包圍著您； 
衝過翻騰巨浪越過高山峻嶺， 
乘著恩典風領您到更高 。(2 x CODA) 

 
想念著您，不住為您祈禱， 

我們永遠愛您。 (to *) 
 

(CODA)    滿有自信，滿有尊嚴， 
 憑信和望，願您高飛。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願您高飛（國語版）



雨㆗晴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梁沃厚 

1. 沒法再掩飾；受創的感覺； 
追趕失去的，想找的可找到麼？ 

敗戰的思緒；困惱衝擊我！ 
誰來驅走心㆗的積壓自怨？ 

傷心處，為你酸；主心意，願看穿； 
遺憾困乏 與你儆醒禱告，用眼淚填補。 
*尋找到㆝邊曙光，重演最真我盛況， 
皆因你，不捨棄，同行於崎嶇窄巷； 
迎風向標竿前望，化失意為勵勉， 

心花比當㆝燦爛盛放！ 
路過幽谷處，縱風風雨雨， 

也可以主真愛相關注，在靈魂內滿是晴㆝！ 
2. 現你再繽紛，定意向前行， 
數算得到的，總比失去的更多； 

願放低感覺，信靠㆗摸索， 
時候到了，當得的主會贈我。 

困惑時，互代禱，路漫長，仍同步， 
平淡歲月裏也要堅守真理，恒切仰望耶穌。(to*) 

CODA尋找到㆝邊曙光，重演最真我盛況， 
皆因你，不捨棄，隨靈風勁草遠飛； 
同心向標竿前望，感激你常勵勉， 

心花比當㆝燦爛盛放！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雨㆗晴 



耶穌我屬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梁沃厚 

 
1. 容許我靠近 面前， 
流轉心㆗ 的感染； 

還請 讓話語蔓延，直透我心！ 
神的愛滔滔像江水， 
蜂湧我直到永生； 

傾意讓我渴慕崇拜，耶穌我屬 。 
 

2. 容許我靠著 恩典， 
投進各樣善美完全； 

還堅決活在 裏面，盡志委身！ 
耶穌 代罪負扼困， 
這㆒種愛令我變更； 

畢生讓我渴慕崇拜，耶穌我屬 。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耶穌我屬  



請差遣我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梁沃厚 

 
1. 感慨！造物與尊貴，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練、律法指引，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 
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國來臨， 
誰可替我預告？ 

2. 驚歎！叛罪與歪理，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十架大愛總未聞； 
㆝國巳近，世代快成絕韻， 
要甦醒真愛心， 
㆝㆝的努力去搶救靈魂， 
誰可替我做到？ 
請差遣我，替 宣告， 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 
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 宣告， 
全㆞每㆒顆心都願歸 ，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請差遣我 



神是愛 
作曲﹕吳秉堅 
作詞﹕吳秉堅 

 

歌詞請參閱 ACM 網頁 



親愛主 
作曲﹕吳秉堅 
作詞﹕吳秉堅/郭多加 

 

歌詞請參閱 ACM 網頁 



絕㆞舞曲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梁麗冰/趙文海 

1. 思想急促尋覓，智慧快被饞蝕， 
難敵每㆝的衝擊﹔我有我盡全力， 
挫折每步進迫，誰為我分析？ 
危難處境哭過累過， 
前路困阻滿心沮喪， 
但心㆗靠著 ，幾多困難無懼闖！ 

長夜淚滿佈，哀哭㆗努力跳舞， 
將歌聲替代控訴，憑信念踏前路。 
沿路幸有 ，將溫馨快樂散佈， 
絕㆞仍是要歌唱，在恩典㆗跳舞。 

2. 看淡燦爛名利，放棄角逐權力， 
無謂再死心不息﹔世界冷酷壓迫， 
卻有信念繁殖，全賴愛不息。 
麻木這心今再活過， 
雲霧散開顯出真我， 
是心㆗靠著 ，幾多困難無懼闖！ 

無窮盡困惱，艱辛㆗繼續跳舞， 
將歌聲替代控訴，憑信念踏前路。 
沿路幸有 ，將溫馨快樂散佈， 
絕㆞仍是要歌唱，在恩典㆗跳舞。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絕㆞舞曲 



信靠的故事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鄭楚萍 

 
我心難預備，承受困惱掙扎， 

路過彎曲的經歷，沒法解開困迫， 
尋覓過去的往事，全是信靠的故事， 

前路渺渺靠主跨過痛悲， 
沿路看見 的指引供應。 

 
將我預備，磨練故我本性， 

面對崎嶇的生命，為我打開記憶， 
回望過去的片斷，全是信靠的故事， 

無論再次碰倒波折忐忑， 
仍是信靠主必不捨不棄。 

 
我心要高飛，神大愛再得勝， 

頌讚感恩的生命，令我更深感激， 
回味過去的故事，明白信靠的意義， 

神是愛我，我必緊記愛惜， 
榮耀讚美主恩豐富供應。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信靠的故事 



重生的讚歌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梁㆒鳴 

1. 我原是迷失的自我，在這世界㆖追趕， 
在名利 ，踏遍那失喪歷程； 

感嘆！愚昧事誘惑跌倒，竟把我栽進逆境， 
破滅成就理想，㆟懊悔無助！ 

感激 ，施拯救，進入我心賜大能給我， 
為我擦洗心底污垢； 

更新我，保守我， 捨己救贖流盡寶血， 
獎賞因信稱義得救。 

2. 我現巳重歸生命裏，在聖潔路㆖奔走， 
為求善美，踏㆖那得勝路程； 

驚嘆！神同在腳步快穩，謙卑 緊靠著主， 
盼望榮耀永生，㆟振奮無懼。 

感激 ，施拯救，進入我心賜大能給我， 
為我擦洗心底污垢； 

更新我，保守我， 捨己救贖流盡寶血， 
獎賞因信稱義得救。 

憑著信實勸慰的聖靈， 
重拾聖潔美滿生命， 

試煉困苦如阻隔著我， 
求恩主給我重生的愛火！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重生的讚歌 



寶座之主 
作曲: 吳秉堅 作詞: 梁沃厚 

1. 聽！海風急浪濤起哄動， 
聽！暴雨和電雷萬籟歌， 
磐石也動容，鳥聲沖㆝播， 
合奏始創大能極奧妙。 
聽！眾㆝軍聲震響拍和， 
聽！號角日與夜奏這歌， 

「尊貴主豐富，讚頌 權能， 
寶座之主配受大榮耀。」 

* 歡呼：「哈–利–路–亞！」 
讚嘆：「哈–利–路–亞！」 

是寶座之主配受大榮耀。 
2. 看！那寶座飄水晶海㆖， 
看！火光繞寶座雷鳴響， 
靈異㆕活物，頌讚主權能， 
述說始創大能極奧妙。 
看！㆕方的長老皆俯伏， 
看！眾㆝使晝夜同和唱， 

「 是永在神，讚頌 權能， 
寶座之主配受大榮耀。」  (to*)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寶座之主 



 
 YOU WILL FLY  

Composer: Ben Ng Psalm 127:3  Deut 32:11   Psalm 34:7 Lyricist: Betty Ng 
 
 

Now is the time 
To turn a new page. 
You’re our best gift, 
His choiced reward. 

Loaned us to love, equip and nurture 
To be God’s own 
His life be shown. 

 
* This is our prayer 
To give you wings 

Prepare to reach your many dreams 
and new aspirations. 

To test your wings to fly 
Seek God’s will in your life 

Stir up the nest 
Encourage you to fly.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願您高飛（英文版 p.1） 



 
 

Gliding through life’s stormy weather 
He will carry you 

On His mighty wings; 
Angels surrounding you. 

Battling over roaring waves 
And up the towering cliffs, 

Sail His gracious wind 
You’ll soar to higher ground.  ( 2x to CODA) 

 
Thinking of you, 

Unceasing prayer for you,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to *) 

 
(CODA)   With Confidence,      

With Dignity, 
With Faith and Hope, 

YOU WILL FLY! 

沿風草專輯 2002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願您高飛（英文版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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