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召 call to worship
1 來啊! 咱 dioh[得]行禮、敬拜；跪在創造咱的耶和華的面前。因為祂是咱的上帝，咱是祂養飼
的百姓，是祂手下的羊。(Psalms 95:6-7)
2 Dioh[得]taan[趁]耶和華 taang[可]找著的時，來找祂，在祂相近的時求叫祂。歹人 dioh[得]離開
他們的路，不義的人 dioh[得]改換他們的念頭。歸向耶和華，祂要憐憫他們。Dioh[得]歸向咱的
上帝，因為祂要遍行赦免。(Isaiah 55:6-7)
3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無快快 siu[生]氣，又有豐盛的慈愛。(Psalms 103:8) 咱若認咱的罪，
祂是信實、可靠、公義的，祂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都總的不義。(1 John 1:9)
4 所以，咱已經有偉大的祭司頭--上帝的子耶穌，祂已經 jiu^[升]天。咱 dioh[得]好膽就近恩典的
座位，taang[可]受憐憫，也得到恩典，做及時的幫助。(Hebrews 4:14、16)
5 耶和華在祂的聖殿，全地在祂的面前都 dioh[得]靜靜。(Habakkuk 2:20) 上帝是神[靈]，敬拜祂
的人，dioh[得]用心神[靈]與在真理內面來敬拜。(John 4:24)
6 萬軍的耶和華啊，祢 kiah[居]棲的所在，怎樣 hiah[那]nee[麼]taang[可]意愛。我的心神[靈]戀
慕耶和華的殿院到暈去；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活的上帝求叫。(Psalms 84:1-2) 以色列啊! 你
dioh[得]仰望耶和華，dee[在]祂有豐盛的救贖。(Psalms 130:7)
7 耶和華啊! 早 kee[啟]時祢會聽我的聲，早 kee[啟]時我要對祢排列我的心，ng[向]祢的聖殿來
敬拜。(Psalms 5:3)
8 耶和華我的石磐，救贖我的主啊；願我的嘴所講的，心所想的，dee[在]祢的面前得到接納。
(Psalms 19:14)
9 咱得到幫助，是依靠耶和華的名，祂是創造天、地的。(Psalms 124:8) 無論 dee[在]啥麼所在，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集，我也在他們的中間。(Matthew 18:20)
10 Dee[在]耶和華的面前有尊貴與威嚴；Dee[在]祂住的所在有權能與歡喜。百姓中的各族啊，
你們 dioh[得]將權能、榮光，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用祂的名所應該得到的榮光歸給耶和
華，dioh[得]帶禮物來到祂的面前；dioh[得]用聖潔的妝 ta^[飾]敬拜耶和華。(1 Chronicles 16:2729)
11 感謝耶和華，唱歌讚美祢至高的名，是一件美好的代誌；早啟時播揚祢的慈愛；下昏時播揚
祢的信實。(Psalms 92:1-2) Dioh[得]抓耶和華做歡喜，祂要將你的心所求的給你。(Psalms 37:4)
12 凡若求叫耶和華的，耶和華與他們親近，就是親近這些誠實求叫祂的。敬畏祂的，祂要成他
們的心所愛；也要聽他們的求叫來拯救他們。(Psalms 145:18-19) 聽人祈禱的主啊! 凡若有血氣
的，都 dioh[得]就近祢。(Psalms 65:2)
13 祢所揀選、ho`[使]他親近祢、diaam[待]在祢的院內的，這種人有福氣；我們要因為祢的厝，

祢的聖殿的福氣，來心滿意足。(Psalms 65:4)
14 Dioh[得]自己謙卑在主的面前，祂就要高升你們。親近上帝，祂就親近你。(James 4:10、8)
人對我講，咱來去耶和華的厝，我就歡喜。(Psalms 122:1) 這是耶和華所定著的日；咱在這日的
中間要歡喜、快樂。(Psalms 118:24)
15 耶和華 ah[如]nee[此]講，你們 dioh[得]守公平，行公義；因為我的救恩已經近，我的公義要
顯明。持守公平、行公義、守安歇日--沒干犯到安歇、禁止自己的手無做歹的，那種人有福氣。
(Isaiah 56:1-2)
16 全地都 dioh[得]ng[向]上帝出歡喜的聲；唱歌讚美祂榮耀的名；用讚美的話來顯明祂的榮光。
Dioh[得]對上帝講，祢的所做 hiah[那]nee[麼]taang[可]驚! 因為祢的大權能，祢的對敵要降服於
祢。全地都要敬拜祢，吟詩讚美祢--要吟詩讚美祢的名。(Psalms 66:1-4)
17 已經有 hiah[那]nee[麼]多做見證的，親像雲圍磊在咱身邊，就 dioh[得]放下各種的重擔，與快
快纏絆咱的罪，用吞忍來 tzaw[跑]所安排在咱頭前的路站，dioh[得]注神看咱信心的源頭，就是
ho`[使]咱的信仰得到完全的耶穌。祂為著所安排在祂頭前的快樂，就沒要緊凌辱，忍受十字架，
今坐在上帝的正邊。(Hebrews 12:1-4)
18 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奴僕啊，你們 dioh[得]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願耶和華
的名受讚美，dwee[從]這時直到永遠。Dwee[從]日頭出來到日頭落山的所在，耶和華的名是應
該讚美的。(Psalms 113:1-3)
19 主啊! 求祢開我的嘴唇；我的嘴唇就要播揚祢的好名聲。因為祢無愛祭物；若愛，我就要獻。
燒祭祢也無歡喜。上帝所愛的祭物，就是憂傷的神[靈]。上帝啊! 憂傷痛悔的心，祢無要看輕。
(Psalms 51:15-17)
20 上帝啊! 祢的慈愛怎樣 hiah[那]nee[麼]寶貝啊? 世間人匿在祢翅臌的蔭蘊。他們要因為祢的厝
的好物，得到飽足；祢也要 ho`[讓]他們飲祢快樂的河水。因為活命的源頭，tzai[在]於祢那裡；
Dee[在]祢的榮光，我們看到光明。願祢繼續疼惜識祢的人；繼續用祢的公義 ho`[給]心內正直
的人。(Psalms 36:7-10)
21 誰人有法度上耶和華的山? 誰人有法度 kiah[站]在祂聖的所在? 就是手清氣、心清潔、存心無
ng[向]虛假、咒誓無 kng[放]奸詭的人。這種人要得到耶和華賜福。又 dwee[從]他的上帝得著義。
(Psalms 24:3-5)
22 耶和華啊! 我曾求叫祢，求祢緊緊[快快]臨到我，我求叫祢的時，願祢 ah^[俯]耳孔聽我的聲。
願我的祈禱排列在祢的面前 nah[如]hiu^[香]一樣，願我抬高的手親像下昏時獻的祭。(Psalms
141:1-2) 願你們 dwee[從]咱的父上帝與主耶穌基督得著恩典、平安。(1 Corinthians 1:3)
23 求，就 ho`[給]你們；找，就找到；拍門，就與你們開。因為凡若求的，得著；找的，遇著；
拍門的，就與他們開。(Matthew 7:7-8) 我要 ng[向]上帝出聲求叫。我 ng[向]上帝出聲，祂要
ah^[俯]耳孔聽我。(Psalms 77:1)

24 上帝啊! 祢是我的上帝，我認真搜找祢。在曠旱、困苦、無水的地，我的心渴慕祢。我的肉
體切切欣慕祢。我曾 ah[如]nee[此]在聖所朝見祢。曾 yeah^[影]到祢的權能與祢的榮光。
(Psalms 63:1-2)
25 耶和華祢的慈愛比性命較好，我的嘴唇要讚美祢。我 yaw[尚]活的時，要 ah[如]nee[此]讚美
祢。我要奉祢的名，舉起我的手。我的心神[靈]滿足，親像[如同]吃到山珍海味一樣，我也要用
歡喜的嘴唇讚美祢。(Psalms 63:3-5)
26 我的心靜靜，專務等候上帝，我的拯救是 dwee[從]祂來。獨獨祂是我的石磐、我的拯救。祂
是我的高台，我勿會大搖動。(Psalms 62:1-2) 上帝啊! 我們在祢的殿內，siaw[思]念祢的慈愛。
(Psalms 48:2)
27 上帝啊! 求祢聽我的求叫，ah^[俯]落聽我的祈禱。我的心失志的時，我 dwee[從]深淵求叫祢，
求祢導我到那個比我較高的石磐。因為祢曾是我閃匿的所在、堅固的台，taang[可]脫離對敵。
我愛要永遠 dwah[住]在祢的布棚，又匿在祢翅臌的保護下面。(Psalms 61:1-4)
28 上帝啊! 照祢的慈愛憐憫我，照祢豐盛的慈悲擦消我的過失。將我的罪惡一盡洗除，也洗清
我到無罪。因為我自己知影我的過失，我的罪時常在我的面前。求祢用牛膝草洗我，我就清氣。
求祢洗我，我就比雪較白。(Psalms 51:1-3、7)
29 上帝啊! 求祢 gah[給]我創造清氣的心，ho`[使]我的內面有換新、正直的神[靈]。(Psalms
51:10) 上帝是光，咱若行在光明中，就咱相與交陪；又咱所交陪的，就是與父以及祂的子--耶
穌基督。(1 John 1:5、7、3)
30 永遠於在的上帝—耶和華，創造地極的，祂無厭、也無倦。祂的智慧無 taang[可]測度。厭倦
的，祂 ho`[給]他能力；nng^[軟]jia^[弱]的，祂加添他的氣力。少年人也會厭、會倦，勇壯的人
也會跌倒。獨獨倚靠耶和華的要得到新的氣力。他們要親像鷹、鳥展翅飛高。他們 tzaw[跑]也
無厭，行也無倦。(Isaiah 40:28-31)
31 你們看天父疼惜咱到 ah[如]nee[此]，ho`[使]咱稱作上帝的子。耶穌替咱獻自己的性命，
dwee[從]這裡咱才知影甚麼是''疼惜''。(1 John 3:1、16) 你們凡若厭倦、背重擔的，dioh[得]來就
近我，我要給你們安歇。背我的擔在你們身上、dwee[從]我學習，因為我心內溫柔、謙遜，你
們的心神會得著安歇。因為我的擔是快，我的 ka^[扛]網是輕的。(Matthew 11:28-30)
32 有一項代誌我曾對耶和華求，我 yaw[尚]go`[且]致意愛要得著。就是一世人 kiah[居]棲在耶和
華的厝，看祂的榮光，siaw[思]念祂的殿。(Psalms 27:4)
33 大權能 e[者]的子啊，你們 dioh[得]將榮光、氣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Dioh[得]將耶和
華的名所應該得到的榮光歸給祂。用聖潔的妝 ta^[飾]敬拜耶和華。(Psalms 29:1-2)
34 我要時時讚美耶和華。讚美祂的話要時常在我的嘴。我的心神[靈]要因為耶和華來誇口，謙
卑的人聽見也要歡喜。你們 dioh[得]與我作伙讚美耶和華。(Psalms 34:1-3)

35 啥麼人敬畏耶和華? 耶和華要指示他所 dioh[得]揀的路。他的心神[靈]要得著安歇；他的後代
要承接土地。(Psalms 25:12-13)
36 你們 dioh[得]ng[向]耶和華唱新的歌，全地都 dioh[得]ng[向]耶和華唱歌。Dioh[得]ng[向]耶和
華唱歌，祝謝祂的名，日日傳播祂的救恩。在列邦的中間講起祂的榮光，在萬百姓的中間講起
祂奇妙的所做。因為耶和華 siaang[尚]大，應該受極大的讚美。祂在眾神明的頂面，應該受敬畏。
(Psalms 96:1-4)
37 百姓中的 dak[各]族啊，你們 dioh[得]將權能、榮光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將祂的名所應
該得到的榮光，歸給耶和華。帶禮物來入祂的院。Dioh[得]用聖潔的妝 ta^[飾]敬拜耶和華。全
地在祂的面前痺痺嚇。(Psalms 96:7-9)
38 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你們 dioh[得]感謝耶和華，因為祂是好。祂的慈愛永遠於在[長存]。
(Psalms 106:1)
39 耶和華賞賜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啥麼報答祂? 我要 paang[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華的名。
我要在祂眾百姓的面前，對耶和華還我的願。(Psalms 116:12-14)
40 萬國啊，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萬百姓啊，你們 dioh[得]褒揚祂。因為祂對咱的疼惜是
偉大的。耶和華的信實永遠於在[長存]。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Psalms 117)
41 全地都 dioh[得]ng[向]耶和華出歡喜的聲。Dioh[得]出大聲、歡喜、唱歌、讚美祂。Dioh[得]
彈琴、唱歌、讚美耶和華。Dioh[得]用琴、ho`[和]詩歌的聲讚美祂。Dioh[得]用大聲公與哨角的
聲，在君王耶和華的面前出歡喜的聲。(Psalms 98:4-6)
42 全地都 dioh[得]ng[向]耶和華出歡喜的聲，你們 dioh[得]用歡喜的心服事耶和華。唱歌來到祂
的面前。你們 dioh[得]知耶和華是上帝，咱是祂創造的，咱也是祂的。咱是祂的百姓，也是祂
草場的羊。(Psalms 100:1-2)
43 你們 dioh[得]感謝耶和華，求叫祂的名。在萬百姓的中間播揚祂的所做。Dioh[得]ng[向]祂吟
詩，ng[向]祂唱歌讚美。談論祂一切奇妙的所行。(Psalms 105:1-2)
44 萬軍的耶和華啊，祢 kiah[居]棲的所在，怎樣 hiah[那]nee[麼]taang[可]意愛。我的心神[靈]戀
慕耶和華的殿院到暈去；我的心腸，我的肉體，ng[向]活的上帝求叫。(Psalms 84:1-2)
45 來啊，咱 dioh[得]ng[向]耶和華唱歌，ng[向]救咱的石磐出歡喜的聲。咱 dioh[得]到祂的面前
感謝祂。用詩歌 ng[向]祂出歡喜的聲。因為耶和華是偉大的上帝，是偉大的王，贏過都總的神
明。(Psalms 95:1-3)
46 服侍耶和華、晚暝 diam[待]在耶和華殿內的，你們都 dioh[得]讚美耶和華。你們
dioh[得]ng[向]聖所抬起你們的手，讚美耶和華。(Psalms 134:1-2)
47 我的心神[靈]啊，你 dioh[得]讚美耶和華。耶和華我的上帝啊，祢是至大，祢用尊榮、威嚴

做衫來穿。祢穿光，親像[如同]mwah^[幔]外衫一樣，tih[展]開天，親像[如同]ten[展]開布棚，
又在水中安置祂樓頂房間 hwai^[橫]的樑。祂拿雲做祂的車，又 kiah[騎]在風的翅頂來行。祂用
風做祂的使者，抓 giiam[焰]火做祂的差用。祂安置土地的地基，ho`[使]它永遠未搖蹉。(Psalms
104:1-5)
48 耶和華啊，祢所造的怎樣 hiah[那]nee[麼]多! 都是祢用智慧創造的，祢的創作遍滿全地。那
裡有海，大又闊。其中有算未了的動物，大、小的活 mih[物]都有。願耶和華的榮光永遠於在
[長存]。願耶和華為著祂所做的來歡喜。(Psalms 104:24-25、31)
49 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Dioh[得]唱新的歌，讚美耶和華。眾百姓在聖所的聚會中讚美祂。
(Psalms 149:1)
50 人對我講，咱來去耶和華的殿，我就歡喜。為著我們的兄弟與朋友，我要講：平安在你們內
心。為著耶和華咱的上帝的殿，我要替你求福氣。(Psalms 122:1、8-9)
51 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Dwee[從]天頂讚美耶和華，Dwee[從]頂面的高山讚美祂。日與月
啊，你們 dioh[得]讚美祂。你們這些發光的星辰啊，都 dioh[得]讚美祂。你們這些天頂的天與你
們這些天頂面的水啊，都 dioh[得讚美祂。這些都 dioh[得]讚美耶和華的名。因為祂一個命令，
它們就都受創造。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Psalms 148:1、3-5、14b)
52 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dioh[得]在上帝的聖所讚美祂。Dioh[得]在祂的權能的穹蒼讚美祂。
Dioh[得]因為祂大權能的所行、所做讚美祂。照祂空前絕後的偉大讚美祂。凡若有在喘氣的，
都 dioh[得]讚美耶和華。你們 dioh[得]讚美耶和華。(Psalms 150:1-2、6)
53 跪在耶和華的面前，我 dioh[得]獻啥麼來拜至高的上帝? 世間人啊，祂已經 ho`[讓]你看啥麼
是好。耶和華對你有啥麼 yaw[要]求呢? 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與你的上帝作伙同行。(Micah
6:6a、8)
54 咱作伙繼續堅持咱所宣揚的盼望無改變。因為那個應允咱的是信實、可靠的。咱作伙來想，
看要怎樣激發咱的疼與好行踏。M[不]taang[可]無聚會，親像[如同]有人慣習 ah[如]nee[此]。咱
dioh[得]互相鼓勵，看見交帳的日子愈來愈近，更加 dioh[得]ah[如]nee[此]。(Hebrews 10:23-25)
55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的名來的應該得著讚美! 至高的和撒那! (Matthew 21:9)
56 死亡啊，你較贏在哪? 死亡啊，你哪位在厲害? 感謝上帝，祂 ho`[使]咱 dwee[從]咱的主耶穌
基督得著較贏。(1 Corinthian 15:55-56a、57)
57 城門啊，抬起你們的頭! 永遠的門啊，你們也 dioh[得]抬起! 榮光的王要入。那個榮光的王是
誰人? 萬軍的耶和華，祂是榮光的王。(Psalms 24:9-10)
58 道成肉體，kiah[居]棲在咱中間。我們曾看見祂的榮光，就是 dwee[從]父那裡來的--上帝的獨
生子，充滿恩典與真理。(John 1:14)
59 我的心尊主做[為]大，我的心神因為救我的上帝來歡喜。(Luke 1:46b-47)

60 Dioh[得]讚美主，以色列的上帝。因為祂已經來將祂的百姓贖倒轉來。祂有替咱興起救贖的
角，在祂的奴僕大衛的家。(Luke 1:68-69)
61 今咱來去伯利恆，看所成的代誌。就是主所報咱知的。(Luke 2:15b)
62 願榮光歸於在極高位的上帝，願地上的和平歸於上帝所歡喜的人中間。(Luke 2:14)
63 我要唱歌、讚美耶和華，因為祂至高、至大。將馬與騎馬的 hiet[扔]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
氣力、是我的詩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耶和華是戰士，祂的名是耶和華。(Exodus 15:1b-3)
64 以色列人啊，你們 dioh[得]聽。你們今仔日要與你們的對敵交戰，m[不]taang[可]無膽，
m[不]taang[可]gyeew[縮]起來--疲疲嚇。也 m[不]taang[可]因為他們來驚惶，因為耶和華你們的
上帝，就是與你們作伙出去的，要替你們與對敵交戰來拯救你們。(Deuteronomy 20:3-4)
65 我怎樣與摩西於在[同在]，也要 ah[如]nee[此]與你於在[同在]。我的確沒離開你，也沒放撒你。
獨獨你 dioh[得]勇敢、大大壯膽。(Joshua 1:5b、7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