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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起赞美吧
我们的日子不同

喜欢的也有不同你开Party
我赞美

担忧的都是一样  柴米油盐怎样过活
你聊聊天  我祷告

星期天的早晨啊  天堂的门打开
祝福的恩雨落下来

星期天的早晨啊  祝福的门敞开  
欢迎你来  他来  我们来

来  来  来  歌唱吧
来  来  来  赞美吧

快来将你的心  归属他

来  来  来  跳舞吧
来  来  来  敬拜吧

来将一切烦恼  都抛开

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可知花儿为谁开

它藏在丛中笑
你可知鸟儿为谁鸣叫

它在枝头唱

你看它不种也不收
田间的食物得饱足
你见它不种也不收

天尚且养活它

不要为明天忧虑  人生的日子苦又短
一天的苦难一天当  过好今天就笑了

你是爱
贴近你胸怀
抓住你衣襟

在这新的季节
你要赐给我怎样的颜色

抬头问天
向主追寻

祈愿你的手
引领我前行
每一个脚步

你是爱  你是光
蓝天是你的微笑  温暖我

你是爱  你是光
爱是你深深的海洋啊  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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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
每当我看见你的时候

提醒我自己不要放手 (和音)
看着你的身影 我想飞奔靠近

看着你妩媚双眸 渴望时间停留
让我牵着你走 到这世界尽头
冒险大海山峰 经历春夏秋冬

让我看见 你的笑脸
一起书写 爱的诗篇

不管是是非非 爱你绝不后悔
我要向这世界说 对你信守的承诺
留着你署名的画 打到深夜的电话
存着那张电影票 唱着你爱的心跳

让我看见 你的笑脸
一起书写 爱的诗篇
无悔遇见 那个瞬间
爱你不变 直到永远

还记得那一年的冬天 我们第一次相见
我努力调整自己呼吸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听着那首想去海边 走在那条喧闹的大街
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看着你的身影 我想飞奔靠近

看着你妩媚双眸 渴望时间停留
让我牵着你走 到这世界尽头
冒险大海山峰 经历春夏秋冬

让我看见 你的笑脸
一起书写 爱的诗篇

不管是是非非 爱你绝不后悔
我要向这世界说 对你信守的承诺
留着你署名的画 打到深夜的电话
存着那张电影票 唱着你爱的心跳

让我看见 你的笑脸
一起书写 爱的诗篇
无悔遇见 那个瞬间
爱你不变 直到永远

水星记
着迷于你眼睛 银河有迹可循

穿过时间的缝隙 它依然真实地
吸引我轨迹

这瞬眼的光景 最亲密的距离
沿着你皮肤纹理 走过曲折手臂

做个梦给你 做个梦给你
等到看你银色满际

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
才敢说沉溺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也等着和你相遇

环游的行星 怎么可以拥有你
这瞬眼的光景 最亲密的距离

沿着你皮肤纹理 走过曲折手臂
做个梦给你 做个梦给你

等到看你银色满际
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

才敢说沉溺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也等着和你相遇

环游的行星 怎么可以拥有你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
要怎么探寻 要多么幸运

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
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
环游是无趣 至少可以

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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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 还是毫无头绪
外面正在下著雨 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在哪里

虽然不曾怀疑你 还是忐忑不定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 原谅我怀疑自己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坏 像一个小孩 只懂在你怀里坏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坏 
像一个小孩 只懂在你怀里坏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虽然不曾怀疑你 还是忐忑不定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 
原谅我怀疑自己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坏 
像一个小孩 只懂在你怀里坏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坏 像一个小孩 只懂在你怀里坏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妈妈的话
从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妈妈讲

长大以后不会遇上童话中的姑娘
而我依然坚定这个世界温暖着
直到经历过往才知是我幻想的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篝火者
说着说着星空突然变成黑色
象征篝火的我也会变得退缩

我曾盼望繁星我才坚定的活着
接下来的故事慢慢仔细听我说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篝火者

这一次我告别故乡踏上我的流浪
无知和久违的理想像期待在前方

妈妈的话充斥梦想我不会再度彷惶
如今我背负了信仰渐渐远离了家乡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篝火者
说着说着星空突然变成黑色
象征篝火的我也会变得退缩

我曾盼望繁星我才坚定的活着
接下来的故事慢慢仔细听我说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篝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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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去找夜生活
形同虚设的时间

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
青春充满了不眠

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

好似无尽的灯街
从不分你我照亮在心间

夜已承载心无眠
再巨大的伤悲皆已成灰

如果你还没有睡
如果我还不停追
如果清醒是种罪

就把誓言带走 换承诺不回
如果你就是一切
如果我就是绝对
如果清醒是种罪

就让爱去蔓延 成全每个夜
时过境迁的伤悲
搭配快乐的宣泄
如果清醒是种罪

你会不会怨怼 将就的明天
如果你就是一切
如果我就是绝对

如果清醒是种罪
就让爱去蔓延 成全每个夜

记住激情的滋味
记住流泪的画面
如果清醒是种罪
就拿偏执的一切
放弃无聊的称谓
如果你真是一切
如同我真是绝对
如果夜留下暧昧
让你我不再挂念
最后成全每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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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无忌
黑白色遊戲機的卡帶  我始終帶在身邊

它提醒著我  時間回不到的從前
才發現收到禮物在那個冬天

就著鞭炮的聲音  當年場面開始浮現

又不見了記不得  微笑是苦是甜
能想起跑過  住宅區的123個單元
把我們趕回家的  是羊肉湯香味

沒洗手不許吃飯  姥姥打手背的竹籤

我再想 難題沒人再講  
五點半的下課鈴聲  不會準時再響

該跺腳還是拍掌  成長的獎勵是繼續幻想
幻想著如何努力  為自己的未來頒獎

母親說自信一點自信一點吧
到頭來 我還對著鏡子說胡話
現在看 兒時夥伴已都長大

童言無忌從來都不是揭傷疤

抬  抬起頭閉上眼  所有困難看不見
甩開手走向前艱難險阻靠一邊

微笑劃過雙眼就只剩下淚
又過一年 我在數著身邊剩下誰

又過了一天 夕陽 在照著我的側臉
我總結 生活就是這樣 一遍又一遍
經驗變成韻腳做好準備描繪春天

音樂做的純粹下一首歌

會被認可嗎  歌詞會被證實嗎
你說他 講的道理大  只要是心裡話

誇獎批評都能帶回家
沒有想法做下一個阿姆  不影響你我相處

玩說唱當玩拼圖  我當傾訴 他清楚
如何掌握flow 享受節奏

舒適禁止出售  所有問題一次講個通透
你感同身受  共鳴來自美利堅問候

但願這首歌能清理耳朵 裡的污垢
抬起頭閉上眼所有困難看不見
甩開手走向前艱難險阻靠一邊

微笑劃過雙眼就只剩下淚
又過一年 我在數著身邊剩下誰

I say na just a story
Na just a story  Na just a story
Na just a story  Na just a story
Na just a story Na just a story

Na just

成長的過程是心酸是心塞
心煩以後能否抱幾個金磚

活的才明白  輕拍著自己的腦袋回憶
兒時玩的遊戲  有幾個需要money

來證明最受歡迎  

是什麼將我改變
哪天被偷換概念 我告訴媽媽

我沒輸 不需要改變

讓我告訴媽媽 我沒輸 不需要改變
讓我告訴媽媽 我沒輸 不需要改變

抬起頭閉上眼 所有困難看不見
甩開手走向前艱難險阻靠一邊

微笑劃過雙眼就只剩下淚
又過一年 我在數著身邊剩下誰
Shout out to big brother earry

Dream chasers never die
我告訴媽媽 抬起 閉上 所有困難看不見
就著走向前  微笑劃過雙眼 只剩下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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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从不曾留意

扎根心底的你
试图隐藏的秘 密

只因没说出口的勇气
视野中不见你的身影
记忆中搜寻美好曾经

思前 想后 却找不 到爱你 的方式
绞尽脑汁 也找不出~ 表达 的说辞

无法言表的种种情绪交错
记忆中的片段在脑海中闪烁

闪烁 交错 匆匆带过 属于你的段落
走过 穿梭 逃避自我 在无人的荒漠

一个人寂寞 不完整的段落
你离开时的沉默

像是讽刺着我的懦弱
风中起舞凋零的花朵
转瞬即逝璀璨的烟火

海枯石烂只是一时冲动的幼稚
念念不忘却是深思熟虑的坚持

在没有你身影的时间空间
一转身却满是对你~~的思念

思念 想念 心中怀念 记忆中的从前
心间 眼前 再次浮现 你纯真的笑颜

想和你一起续写余生的诗篇
想陪你跨过留不住的时间
想同你肩并肩矗立山巅
想与你穿越碧海蓝天

单车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为何这么伟大 如此感觉不到

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
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

骑着单车的我俩 怀紧贴背的拥抱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 谁要下车

难离难舍总有一些 常情如此不可堆卸
任世间再冷酷 想起这单车还

有幸福可借

经已给我怎会看不到
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

从来虚位以待 何不给个拥抱
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

多疼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
怀念单车给你我 唯一有过的拥抱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

哪怕遥遥长路多斜
你爱我爱多些 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

你介意来爱护 又靠谁施舍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 谁要下车

难离难舍总有一些 常情如此不可堆卸
任世间怨我坏 可知我只得你

承受我的狂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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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星戴月的想你
突如其来的美梦  是你离去时卷起的泡沫
踢著石头 默默的走  公车从旁擦身而过

突如其来的念头  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
明亮的夜 漆黑的宇宙  通通来自夜空

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  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  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顺其自然的借口  像森林般围绕着你我
消极的笑 痛快的哭  生命真的很难形容

顺其自然地回答  你要喝咖啡还是泡茶
下班后你 快乐的上哪  我是真的不想回答

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  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  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  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篝火旁
你還坐在小時候的篝火旁

看天上的月亮還是那個模樣
北斗星在指著你的前方

在夜裡你也不會失去你的方向
不會再度感到迷茫

湖面倒映著天空是你心中的夢想
丟棄內心不安的仿徨

不會在任何寂靜夜裡孤單幻想流浪

總在見過一場暴雨才懂 信念未被擊碎
可經歷過沈寂的夢想 dreaming 再不疲憊

曾經在沈浸 在努力 也讚嘆過神秘
曾經為山下的風景 可曾付出過全力

還沒做 再付之一炬 擦掉痕跡
曾經許下 多少豪言壯語 太無趣
抓不住機會 let it go 就別再理會

被擊潰的理想太脆弱 沒太多的滋味
走心的最能代表內心 鋼琴再次彈奏
就算把聽說故事記錄 雷聲當作伴奏

Shady的饋贈 也許作為Stan的聽眾才懂
致敬或拙劣模仿 聽到

Not afraid the rhythm
Now u know the feel

新節奏 鑽研最新的對策
拒絕去邂逅 嫌棄眼神 由誰制定規則

Call me the king of loser
泥水作champion的配色

勝敗輸贏無所謂
自甘墮落才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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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a perfect shot and go babe
別浪費 腐蝕所有虛偽

Crazy voices echoed in my head
想逃離 所有苦痛傷悲

把所有不良糟糕習慣全部戒除後
歷經過無數次重擊卻依然抬起頭

看見你失望落寞神情繼而開始自我反思
感謝你們沒放棄 握住我的手

Hold my hand
是時候開始飛行獨立

Hold my hand
遵循前行者留的足跡

穿越過流言沙漠
忍受著漠視爆破

不管有任何warning依然升空永不墜落

If U 期待著勝利 存在的痕跡
歇斯底里 奢盼著黎明 拒絕別的爭議
從未放棄 在亂戰後的廢墟找尋記憶

終歸在最泥濘的 溝壑裡看到墮落距離
不管孤注還是繼續 依靠信念維持秩序
努力探路哪怕崎嶇 聽著嘲弄不發一語
抓住機遇的followers 終將忘記了浮誇

尋找著真理看向前方
繼續下一段的journey

They don’t know the feel
真理在乾涸的沙漠降落

該執著尋覓綠洲 燃起希望那團聖火
就算落寞 卻記起 尊嚴不再 需要沈默

習慣墮落 在沈著裡 選擇假裝 還是過錯

你還坐在小時候的篝火旁
看天上的月亮還是那個模樣

北斗星在指著你的前方
在夜裡你也不會失去你的方向

不會再度感到迷茫
湖面倒映著天空是你心中的夢想

丟棄內心不安的仿徨

不會在任何寂靜夜裡孤單幻想流浪
你還坐在小時候的篝火旁 

(Give aperfect shot and go babe)
看天上的月亮還是那個模樣 (別浪費)

北斗星在指著你的前方 (腐蝕所有虛偽)
在夜裡你也不會失去你的方向

不會再度感到迷茫 
(Crazy voices echoed in my head)
湖面倒映著天空是你心中的夢想

(想逃離)
丟棄內心不安的仿徨

不會在任何寂靜夜裡孤單幻想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