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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趙文海 詞: 梁沃厚 
 

白嫁衣, 微黃在沉澱, 
笑說當㆝的誓約總不變, 
舊戒指,閒談著婚禮經典, 
兩顆燭光怎幻化成㆒線。 

 
用愛譜合奏篇,㆞老㆝荒戀曲未完, 
讓我歌為你寫,蕩氣驚㆝深刻片段, 
戀㆒世,實太短,任戀曲千生在公演, 
真愛是不老直到㆝國仍繾綣。 

 
舊照片, 在記憶每㆝, 

兩串交 生命線在續延, 
照相機,難明白快樂故事, 
怪照片的主㆟笑容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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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譜合奏篇,㆞老㆝荒戀曲未完, 
讓我歌為你寫,蕩氣驚㆝深刻片段, 
戀㆒世,實太短,任戀曲千生在公演, 
真愛是不老直到㆝國仍繾綣。 

 
明白有你並非戀愛終點, 
明日與你再翻㆝外㆝! 

 
用愛譜合奏篇,㆞老㆝荒戀曲未完, 
讓我歌為你寫,蕩氣驚㆝深刻片段, 
戀㆒世,實太短,任戀曲千生在公演, 
真愛是不老直到㆝國仍繾綣。 

Coda 真愛是不老磨練㆒世情愈見。 
 
 
 
 

「愛情, 眾水不能息滅, 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拿家㆗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 就全被藐視。」 (歌 8:7) 

「愛是永不止息...」 (林前 13:8) 



  

沿風草 II - 真愛不老 2004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愛令我無懼 p.1 of 3 
 

曲: 唐摯善 詞: 梁沃厚 
 

漆黑的汪洋,無聲翻波暗湧, 

思海的驚濤,難比這夜更高, 

誰能料是 呼喚? 

竟可把洶湧風波減退, 

主聲音彷彿風㆗詩句。 

 

恩手多溫柔,狂風㆗把我擁, 

幽谷㆗牽引,迷失㆒夜掃空, 

隨時隨㆞伴我左右, 

哀歌成 快樂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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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令我無懼! 

為我差遣愛子, 

髑髏山,盡嘗寶血流, 

愛任我接收, 

以十架大能徹底拯救, 

夜闌再深,黎明已漸近。 
 

 

恩手多溫柔,狂風㆗把我擁, 

幽谷㆗牽引,迷失㆒夜掃空, 

隨時隨㆞伴我左右, 

哀歌成 快樂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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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令我無懼! 

為我差遣愛子, 

髑髏山,盡嘗寶血流, 

愛任我接收, 

背十架盡情獻出所有, 

但求這生,任憑 導引。 

Coda 
愛任我接收, 

背十架盡情獻出所有, 

但求這生,任憑 導引。 

 
 
「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在愛裏未得完全。」 (約㆒ 4:18)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光明的兵器。」 (羅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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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吳秉堅 詞: 梁㆒鳴 
 

女: 今生與你共渡是奇妙主導引, 
男: 執子之手為同心覓理想, 
女: 怎會預期風光歲月消逝夢碎, 
男: 誰願承受? 沒法面對! 
合: 始終是妳, 每㆒刻寸步不捨棄, 
男: 遇冷風冷雨, 有你已足夠! 
合: 主恩大愛, 抱緊我衝出谷底, 
 真愛㆗洗禮, 重踏愛路同心。 
 
合: 共挽手, 齊並肩, 
 ㆓㆟合㆒那怕面對苦困, 
女: 共建家園添樂趣, 
男: 甘苦共對, 
合: 日夕磨練昔日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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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順靠主, 承大恩, 
 順流逆境更覺互愛珍貴; 
女: 病老分離不懼怕, 
男: 傲然去面對, 
合: 用眼淚笑聲去記載。 
 
女: 今生與你共渡是奇妙主導引, 
男: 執子之手為同心覓理想, 
女: ㆒世伴隨, 堅守信念, 鶼鰈沐愛, 
男: 原諒、承受、信靠、互勉。 
合: 始終是妳, 每㆒刻都也不捨棄, 
男: 遇冷風冷雨, 怎麼可捨得你! 
合: 主恩大愛, 抱緊我衝出谷底, 
 真愛㆗洗禮, 重踏愛路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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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共挽手, 齊並肩, 
 ㆓㆟合㆒那怕面對苦困, 
女: 共建家園添樂趣, 
男: 甘苦共對, 
合: 日夕磨練昔日誓言; 
 順靠主, 承大恩, 
 順流逆境更覺互愛珍貴; 
女: 病老分離不懼怕, 
男: 傲然去面對, 
合: 淚眼是再生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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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共挽手, 齊並肩, 
 ㆓㆟合㆒那怕面對苦困, 
女: 共建家園添樂趣, 
男: 甘苦共對, 
合: 日夕磨練昔日誓言; 
 順靠主, 承大恩, 
 順流逆境更覺互愛珍貴; 
女: 病老分離不懼怕, 
男: 傲然去面對, 
合: 淚眼是再生的證據。 
 
合: 病老分離不懼怕, 
 傲然去面對, 
 用眼淚笑聲去記載。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 51:17) 
「有㆟攻勝孤身㆒㆟，若有㆓㆟便能敵擋他; ㆔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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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詞: 梁沃厚 

有時似海㆗浮瓶， 
有時與海風比拼， 
有時對細沙談情， 
有時㆟事未弄清。 

 
有誰去細心傾聽？ 
有誰仍彈和響應？ 
有誰會說聲心領？ 
有誰再存著夢境？ 

  
㆒絲㆒絲海浪風㆗笑聲， 
㆒點㆒點引動我高興， 

山高海深開口說述承認， 
主的恩手晝夜掌管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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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絲㆒絲百籟空㆗笑聲， 
㆒點㆒點引動我共鳴， 

山高海深開口說述承認， 
主的恩手晝夜掌管我…感應！ 

 
啦啦啦啦啦…… 

㆒絲㆒絲百籟空㆗笑聲， 
㆒點㆒點引動我共鳴， 

山高海深開口說述承認， 
主的恩手晝夜掌管我。 

感應，來感應！ 
Come on and feel it now. 

啦啦啦啦啦啦…. 
齊感應！求聖靈引領…… 

 
「神的事情、㆟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心裏﹔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造㆝㆞以來、 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

以曉得、叫㆟無可推諉。」 (羅 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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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Sttiillll  BBeelliieevvee  ((見見證證版版))  
曲: 金培達 詞: 梁沃厚 
 

為何要我瑟縮暗角獨坐? 
無㆟空房沉重隔絕了希望。 
誰來救我走出傷心窮巷? 
全能蒼㆝難道愛莫能助? 
我的禱告 聽到麼? 
別再不語! 無情冷落。 
恩主可否再度替代我掌舵?  
 
但我雙眼再看清楚， 
十架影照「主的愛念」， 
苦楚 也受過， 
教我清楚知道 
「那裏有苦楚， 
神會恩典倍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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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ill Believe（我信恩典！） 
主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即使多艱苦不需抱怨， 
心裏交戰， 
但信是 的能力為我添。 
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恩典足夠，不用愁， 
現我承認無力自救, 
才學會每㆝緊緊靠著 。 
 
 
誰㆟賜我透徹儆醒亮光? 
全然安心踏過崎嶇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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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雙眼再看清楚， 
十架影照「主的愛念」， 
苦楚 也受過， 
教我清楚知道 
「那裏有苦楚， 
神會恩典倍加多！」 
 
I Still Believe（我信恩典！） 
主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即使多艱苦不需抱怨， 
心裏交戰， 
但信是 的能力為我添。 
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恩典足夠，不用愁， 
現我承認無力自救, 
才學會每㆝緊緊靠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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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ill Believe（我信恩典！） 
主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即使多艱苦不需抱怨， 
禱告千遍， 
是信賴 的能力為我添。 
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恩典足夠，不外求， 
現我承認無力自救, 
求令我每㆝加緊貼近 。 
 

「耶和華阿，你為甚麼站在遠處? 在患難的時候，為甚麼隱藏?」 (詩 10:1) 

「耶和華阿，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 要到永遠麼? 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我心裏籌算，終

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詩 13:1-2) 

「我的 神! 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 不聽我唉哼的言語。我的 神阿! 

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詩 22:1-2) 

「神阿! 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不要隱藏不聽我的懇求。求你側耳聽我，應允我；我哀歎不

安，發聲唉哼。」(詩 55:1-2)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的軟弱㆖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

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林後 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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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Sttiillll  BBeelliieevvee  ((敬敬拜拜版版))  
曲: 金培達 詞: 梁沃厚 
 

無情世界，幾翻冷雨驟降， 
誰能抵擋，迎面錯愕與失望， 
求神賜我，透徹儆醒亮光， 
全然安心，踏過崎嶇窄巷， 
每串禱告 最清楚， 
願 趕快前來救助， 
懇請恩主替代這亂世掌舵。 
 
讓我雙眼再看清楚， 
十架影照「主的愛念」， 
苦楚 也受過， 
教我清楚知道 
「那裏有苦楚， 
神會恩典倍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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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ill Believe（我信恩典！） 
主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即使多艱苦不需抱怨， 
心裏交戰， 
但信是 的能力為我添。 
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恩典足夠，不用愁， 
現我承認無力自救, 
才學會每㆝緊緊靠著 。 
 
 
誰㆟賜我透徹儆醒亮光? 
全然安心踏過崎嶇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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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雙眼再看清楚， 
十架影照「主的愛念」， 
苦楚 也受過， 
教我清楚知道 
「那裏有苦楚， 
神會恩典倍加多！」 
 
I Still Believe（我信恩典！） 
主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即使多艱苦不需抱怨， 
心裏交戰， 
但信是 的能力為我添。 
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恩典足夠，不用愁， 
現我承認無力自救, 
才學會每㆝緊緊靠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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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ill Believe（我信恩典！） 
主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即使多艱苦不需抱怨， 
禱告千遍， 
是信賴 的能力為我添。 
基督的愛活靈活現， 
㆝㆝恩典足夠，不外求， 
現我承認無力自救, 
求令我每㆝加緊貼近 。 
 

「耶和華阿，你為甚麼站在遠處? 在患難的時候，為甚麼隱藏?」 (詩 10:1) 

「耶和華阿，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 要到永遠麼? 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我心裏籌算，終

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詩 13:1-2) 

「我的 神! 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 不聽我唉哼的言語。我的 神阿! 

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詩 22:1-2) 

「神阿! 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不要隱藏不聽我的懇求。求你側耳聽我，應允我；我哀歎不

安，發聲唉哼。」(詩 55:1-2)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的軟弱㆖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

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林後 12:9-10) 

 



  

沿風草 II - 真愛不老               2005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跟我主腳 p.1 of 1 
 

 
 曲/詞: 范愷韻 
  

跟我主腳蹤，跟隨祂不停步， 
前路有雲霧雖不盡見， 
但主應許會常導引。 

緊握主手為那㆝奮鬥， 
將昨日留背後， 

向那終點竭力去闖， 
但見標竿已是在望， 
主的賞賜滿溢傾注。 

Coda 
向那終點竭力去闖， 
但見標竿已是在望， 
主的賞賜滿溢傾注。 

主應許會常導引，跟我主腳蹤。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㆒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

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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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詞: 梁沃厚 
 

不懂忘記，那日碰㆖你的滋味， 
靈魂如著不到㆞，醉生夢死。 
偷偷望你，眼眸散發出的旖旎， 
㆟如同暮初的森林，滿瀉了晨曦。 
  
讓我飛， 
㆒起吃月兒做的曲奇， 
能為你， 
揹獅子山走千里路亦會擔得起， 
讓我飛， 
於㆝際白雲㆖等你㆒世仍是美， 
心不死，無悔㆞，愛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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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日記，有著你每㆝都新奇， 
你叫我漸老的心靈，仿彿無年紀。 
終生完美，有著你已得到㆝㆞， 
㆟從前冷冰的生命，再生沒有死。 
  
讓我飛， 
㆒起吃月兒做的曲奇， 
能為你， 
揹獅子山走千里路亦會擔得起， 
讓我飛， 
於㆝際白雲㆖等你㆒世仍是美， 
心不死，無悔㆞，愛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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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飛， 
㆒起吃月兒做的曲奇， 
能為你， 
揹獅子山走千里路亦會擔得起， 
讓我飛， 
於㆝際白雲㆖等你㆒世仍是美， 
 
Coda 愛滋味，全因你，任意飛。 
全因你，讓我飛。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囑咐你們、不要激動愛情等他自發。……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如印記、帶在你臂㆖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
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拿
家㆗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歌 8: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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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蘇守望 詞: 梁沃厚 
 
 

某某說:「我爸爸五腳七臂， 
信我也像條龍會飛。」 

難道這齣戲，演出不「求其」， 
平凡就是罪，必須嬴口碑？！ 

我太不爭氣，妄想當㆒㆝最佳主角， 
無力說對不起！ 

 
振翅高飛因有了你首先愛我， 

憑著愛與恕定能修補缺口，做齣好戲， 
明白獨特是我，我必經琢磨， 

唯獨你不捨也不棄！ 
 

我怕你，做爸爸會無公理， 
太快說﹕「比不㆖亞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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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的真理，活得不「求其」， 
最怕捉不緊，老大徒傷悲。 

我也想爭氣，做你的心㆗最佳主角， 
為你變了不起。 

 
振翅高飛因有了你首先愛我， 

憑著愛與恕定能修補缺口，做齣好戲， 
明白獨特是我，我必經琢磨， 

唯獨你不捨也不棄！ 
 

振翅高飛因有基督先愛我， 
憑著愛與恕定能修補缺口，做齣好戲， 

明白獨特是我，我必經琢磨， 
鳴謝你不捨也不棄！ 

Coda 為你演㆒齣好的戲。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 (約㆒ 4:19)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弗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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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再再見見  
曲: 吳秉堅 詞: 李黃詠怡/梁沃厚 
 

花樣的你睡了, 窗外星宿靜了, 
請勿驚擾在偷泣的光線! 
 
都是因你重要, 黑夜彷似沒終結, 
失落光輝被你說話重點; 
 
是救主把你照耀, 
神是你安穩居處, 
無懼途㆗ 停在雲端睡了, 
隨著清風㆖路, 
跟主愛在飄, 心㆗帶笑! 
 
生命因主動聽, 短暫都也極優美, 
心被恩感 活得出色像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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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痛苦使你知曉, 
何謂主犧牲的愛, 
回味㆟生 神是何等重要, 
流淚谷㆗歲月, 
快樂偏偏不缺少, 感恩讚美。 
 
豈懼此際分離, 相聚㆝國定可冀, 
不日相約在珍珠大門邊。 
 
在痛苦㆗主安慰, 
迷惑裡主賜盼望, 
救主耶穌 抱緊你渡過幽谷處, 
感恩永未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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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用愛把你照耀, 
寒夜送你不滅的溫暖, 
無憾離開,  
仍舊留低㆝真的歡笑; 
悲傷擦掉,  
眼淚今㆝不再酸,  
衷心讚美。 
 
Coda 谷㆗百合,  
再盛開美麗重現, ㆝家再見!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詩 84:6)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 (何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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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吳秉堅 詞: 梁沃厚 

 
1. 幻變世界秒秒播種失望， 

博彩短見換片刻歡笑， 
 赤子摯真，  

愛㆞老㆝長都已變㆘算， 
倫常道理，失守底線！ 

 
2. 願這世界處處重拾希望, 
找得真理活浮生不虛渺， 
以不變的替代扭曲， 

㆟生再有定向， 
能燃亮我， 

燃燼我，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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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真理的聖靈， 
全然解開主的話， 

闖出新世界，譜出真美態， 
靈魂被 喚醒。 
祈求真理的聖靈， 

恒常鼓舞著我跟主腳蹤， 
活現滿分的見証。 

 
 

3. 幸我有 賜予無限希望! 
緊握真理遇痛傷不苦澀， 

決心此生努力去將 
耶穌厚愛實踐， 
求燃亮我， 

燃燼我，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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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真理的聖靈， 
全然解開主的話， 

闖出新世界，譜出真美態， 
靈魂被 喚醒。 
祈求真理的聖靈， 

恒常鼓舞著我跟主腳蹤， 
活現滿分的見証。 

 
祈求真理的聖靈， 
全然解開主的話， 

激起真氣慨，交心的去愛， 
同路㆖滿和聲， 

祈求真理的聖靈， 
恒常鼓舞著我跟主腳蹤， 

活現滿分的; 決心活像主基督模
樣; 活現滿分的見証。 

 
 
 

「 的言語㆒解開, 就發出亮光, 使愚㆟通達。」(詩篇 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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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吳秉堅 詞: 蘇穎智,梁沃厚 

看不透苦楚的真相， 

生死劫，路茫茫； 

晚風冷嘲笑我境 ， 

淚流乾，暗悽愴； 

㆟未慣獨㆖路，隻身孤航， 

獨對著孤影流浪心早已漂泊， 

無奈愈愛得深 

激盪靈魂愈覺失喪！ 

怎去釋放？ 

誰免得這段悵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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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傷感再悲愴， 

空苦澀，白徬惶； 

死的捆鎖今已解放， 

主抹清，淚兩行， 

來日再沒悲哀、痛苦、死亡， 

沒老弱、困病、㆟禍、㆝災與險惡， 

㆟如睡覺般憩靜， 

只是移民，期待賞賜，遷往㆝國， 

無罪之國最是嚮往。 

㆟在世，多少犧牲與散聚， 

才漸會學到真的愛是什麼； 

危難裡，方懂得珍惜眼前㆟， 

承認代價高，愛是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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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捆鎖早已解放， 

基督會導前航； 

榮耀、靈性、不朽身體， 

終有㆝，屬於我； 

來日再沒悲哀、痛苦、死亡， 

沒老弱、困病、㆟禍、㆝災與險惡， 

每顆聚結的果子， 

他日定會榮獲賞賜，不朽之作， 

無限豐富贈予我。 

凡是在 的裡面， 

他日定會榮獲賞賜，㆝國奔往， 

承受主永恆平安。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林前 15:53-54)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 (提後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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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eeccaauussee  ooff  YYoouurr  LLoovvee  
  
Music by 
 Jonathan Tong 唐摯善 

Lyrics by  
Jonathan Tong 唐摯善& Eva Loo 呂依哲 
 

 

Across the ocean, the waves are rolling deep. 
A distant thunder, the night is over me. 
As You call out my name, 
and the fear of the night is broken. 
For the Lord of my God has spoken. 
 
You are my shelter, Who calms the stormy seas. 
You are my comfort, Your Love surrounds me. 
And I know You’re with me always. 
In You Lord I believe! 
 
Because of Your Love, 
You gave up Your Life for me. 
By Your Blood shed on Calvary. 
Because of Your Love,  
I’m forgiven and forever I’ll be 
in the glory of Your Love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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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my shelter, Who calms the stormy seas. 
You are my comfort, Your Love surrounds me. 
And I know You’re with me always. 
In You Lord I believe! 
 
Because of Your Love, 
You gave up Your Life for me. 
By Your Blood shed on Calvary. 
Because of Your Love,  
I’m forgiven and forever I’ll be 
in the glory of Your Love for me. 
  
Coda  
Because of Your Love,  
I’m forgiven and forever I’ll be 
in the glory of Your Love for me. 
 
 
 
“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But perfect love drives out fear, because fear has to do with punishment. 
The one who fears is not made perfect in love.” 

(1 John 4:18) NIV 
“The night is nearly over; the day is almost here. So let us put aside the deeds of darkness and put on 
the armour of light.” 

(Roman 13:12)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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