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
背后的故事

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欢呼，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以赛亚书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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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祂的名！
天天传扬祂的救恩！

在列国中述说祂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祂的奇事！

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祂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诗篇96:1-4



前言

崇拜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献祭给上帝，因为上帝配得我们
敬拜祂。敬拜就是我们将本属上帝的荣耀归给祂，将上帝的
能力和尊贵归给祂,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宣扬祂
的救恩。正如《威斯敏斯德信仰告白》21章论敬拜所说:“自

然之光显明有一位上帝，祂是万有的主宰，对万物有至高的
主权；祂本为善，并善待万物；所以人当尽心、尽性、尽力
地敬畏、爱慕、赞美、求告、信赖、服事祂。”

从旧约开始，上帝的子民就在敬拜中吟唱诗篇，赞美上帝。
到了新约，保罗在以弗所书 5: 19-20 教导信徒，当用诗章、

颂词、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保罗也在歌罗西书 3:16 说，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
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以感恩的心歌颂
神。可见信徒的教会生活和属灵生命中，都离不开诗歌。

本册子介绍了10首赞美诗歌的故事，让我们认识诗歌作者在
创作中的属灵经历，以及与诗歌相关的故事。愿那曾经感动
词曲创作者的圣灵，在我们颂唱诗歌时也大大感动我们。祈
求上帝在2022年里，更新我们的敬拜，激励弟兄姐妹有一颗
渴慕敬拜的心，也振奋团契，祝福每一个奉主名聚集的聚会。

詹婉娴牧师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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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
上主使我安稳前航，助我乘风破骇浪。
恶魔盘踞世上，仍谋兴波作浪，
猖狂狡猾异常，残暴狠毒难防，
穷凶极恶世无双。

我若依靠自己力量，自知断难相对抗，
幸有上帝所选的人，挺身先我往前方。
如问此人为谁？祂是基督我王，
上主圣名威望，自古万民共仰，
定能克敌打胜仗。

主言权力伟大非常，远胜世上众君王，
圣灵恩典为我所有，因主耶稣在我方。
亲戚货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
我或被杀遭殃，主道依然兴旺，
上主国度永久长。

《坚固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词曲 ：马丁·路得 Martin Lu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sH2q-N5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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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坚固保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sH2q-N51E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8，德国）
在德国威登堡(Wittenberg) 城堡教堂大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

挑战梵蒂冈教廷贩卖赎罪券的行为并拟发起公开辩论。此举敲响了
宗教改革的钟声，他也因此在1521年遭教皇逐出罗马天主教会。被
逐以后,路德继续宣扬 “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之理念，
同天主教划清界线，并着手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让众信徒可以读懂
上帝的话语。

尽管“九十五条论纲”名声赫赫，但逐条读过的人可能还不及唱过
路德所写诗歌的人多。路德深信，尊贵的音乐艺术仅次于神学，是
上帝赐给世界的伟大珍宝。早期的圣诗（400–1500 A.D.）和赞美
诗歌是以希腊文或拉丁文写成，只让经过专门训练的修士在会堂中
咏唱，一般民众既不能唱也听不懂。

路德相信赞美上帝的诗歌应当是普及化、易懂易唱的，透过一同唱诗
联合会众用音乐来敬拜神，将荣耀归给上帝。为此，音乐造诣深厚的
路德把众多拉丁文诗歌翻译成德文，也积极创作新的诗歌，他被誉为
“平民诗歌的创始先锋”。

《坚固保障》广受欢迎，是路德的代表作，也是公认的“宗教改革之
战歌”。歌词取材自诗篇四十六篇1至3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
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
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翻腾澎湃，
虽然山岳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

《坚固保障》层次分明，文句简洁铿锵有力，节奏明快，气势宏伟！
路德的歌词指明：人完全没有力量对抗魔鬼仇敌，唯有耶稣基督我们
万有的主为我们争战！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曾说：“这是

一首锋利无畏的诗歌,古老的大教堂在这些音符面前颤抖,栖息在钟楼
上的鸟群为之惊愕。”

德国威登堡城堡教堂那道钉过
“九十五条”的大门，因多年战乱
早已被毁,现在以刻上“九十五条”
的铜门代之，供人凭吊。

《坚固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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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颂》
Doxology

词 ：甘多马 Thomas Ken
曲 ：包杰士 Louis Bourgeois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注释：英文“Doxology” 是指短的赞美诗、
荣光颂或赞美神的崇拜仪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GD9Mjxp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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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xology
三一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GD9Mjxpn4


他个性刚毅耿直，常指出社会的腐败和不公。1679年，他奉派赴
荷兰海牙(Hague)出任宫廷牧师，因公开谴责国王翌年即被遣返。

回到英国后，甘多马受封为英王查利二世的皇家牧师，他仍一本
初衷,不畏强权,经常谴责皇家失德之处。晚年的甘多马隐居乡间，
写诗著书。他曾为温切斯特公学写了一本《祷告手册》,内附早祷
及晚祷的灵修圣诗，而歌尾都以《三一颂》作为结束。

《三一颂》的曲调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是旅居瑞士日内瓦的法国
音乐家包杰士（Louis Bourgeois, 1510-1561）所谱写的。他是
欧洲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知交兼同工,任教会诗班指挥,编

撰了不少后世传颂的圣乐曲调，如被称作“旧100篇”之诗篇134
篇，即《三一颂》的原调。

教会历史中还有个动人的故事。一次约翰卫斯理在一所古旧的大
房子内讲道，当时听道的有数百人。谁知霎时整个屋顶轰然塌下，
全体会众被埋在土中。卫斯理从土中爬出来时，看到人上压人却
没有一人丧命,于是大声欢喊：“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唱《三一
颂》来赞美祂！”群众有的抚着伤口,有的热泪盈眶,都心怀感恩
之情同声齐唱。

现在我们仍然颂唱《三一颂》，在敬拜礼仪和教会传统上有两层
意义。在崇拜结束前颂唱，能帮助会众专注于上帝的荣耀并感恩
祂的作为。在祝福之前颂唱《三一颂》,是帮助我们仰望神并等待
祂的差遣，提醒我们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继续与众人同在，我们
接受来自三一真神的信心与平安，得能力与勇气去事奉主。按圣
诗的特殊意义，众人在唱《三一颂》时，需以感恩和赞美的情感
与声音将荣耀归给上帝。

词作者甘多马（Thomas Ken，1637—1711，
英国）自幼失去父母，由继姐和继姐夫抚养
成人。甘多马毕业自牛津大学,1662年被按立
为牧师，曾任巴斯 (Bath) 和韦尔斯(Wells)
的地方主教。

《三一颂》
(Do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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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王歌》
另译名：《听啊！天使高声唱》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词 ：查理·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曲 ：弗里克斯·门德尔松 Felix Mendelssohn (1855)

听啊！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新生王！”
恩典临地平安到，神人此后能和好！
兴起地上众生灵，响应天上赞美声；
天唱地和乐欢腾：“基督降生伯利恒！”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基督本有神形像，基督原是永远王！
竟在末世从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状；
神性穿上血肉体，道成肉身何奥秘；
甘愿作人同人住，以马内利是基督。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欢迎天来和平王！欢迎公义的太阳！
带来生命与亮光，使人复活医人伤；
虚己撇下祂荣光，降生救人免死亡；
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_224UBAK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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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耶稣未降生的几百年前，先知以赛亚预言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祂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 9:6

两千多年前的第一个圣诞夜，有一大队天兵和天使赞美上帝说：
“在至高之处，愿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愿平安临到祂所喜悦的人！”
路加福音 2:14

《新生王歌》描写耶稣的降生,这首圣诞诗歌词句
优美，含义深刻且丰富地引用了圣经经文。这首
圣诗的作者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

1788,英国)素有诗中之圣的称号，他是一位多产
诗人，灵感丰沛，有时在策马驰骋时也即兴赋诗。
他共作了6千多首诗歌，他的诗歌推动了那个时代
的福音复兴。

这首《新生王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查理·卫斯理所写
的诗歌不被允许刊印在英国圣公会的《公祷书》上的，因为他是从
圣公会分离出去的。但18世纪英国圣公会在编印《公祷书》时,一位
编辑发现还有空白的一页,就将这首《新生王歌》印了上去。圣公会
发现此事后想把这首诗删除，但由于这首圣诗深受人喜爱，也已经
广泛流传，圣公会只好作罢。

如今，全世界面临巨大的变化，持续蔓延的疫情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躁郁。在圣诞节再度降临之际,祈愿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因为
祂“带来生命与亮光，使人复活医人伤”。让我们与天使齐声高唱：
“荣耀归于新生王”！

在一个圣诞节前往教堂的途中，查理·卫斯理听到
教堂的钟声，在默想基督降生的情景时，他被圣灵
感动，创作出《新生王歌》这首圣诞赞美诗。本诗
曾有过好些曲调，直到1855年，才普遍采用德国
伟大的作曲家门德尔松所谱的曲。

《新生王歌》另译名：《听啊！天使高声唱》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7



《耶稣恩友》

词 ：约瑟夫·史克文 Joseph Scriven
曲 ：查尔斯·康弗斯 Charles C. Converse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
何等权利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

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
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
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
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
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
亲或离我友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
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CKEkN8sH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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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恩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CKEkN8sHUc


“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约翰福音 15:13-15

约瑟夫·史克文(Joseph Scriven，
1819-1886)，生于爱尔兰，家中经济
环境优渥。在结婚前夕，他的未婚妻
意外落水溺亡，这让史克文的人生
发生了巨变，在极度悲伤中，史克文
找到了耶稣的安慰。不久，他离开
故乡，前往加拿大的希望港执教。
数年后，他再度坠入情网，可是就在准备结婚之时，未婚妻
突然病故。再次失去生命中的挚爱，饱经痛苦的史克文更加
紧紧抓住天父上帝，并将自己的财富和余生完全奉献给主。
他经常帮助穷苦的人，将衣服和食物与他们分享，自己过着
简朴的生活；冬天里，他时常身背大锯，为贫困的人家砍柴
取暖而不拿任何报酬，被当地人称为“希望港的好撒玛利亚
人”。

一次，远在爱尔兰的母亲身患重病，但史克文无法回去探望，
于是写下了《耶稣恩友》这首诗,安慰远在故乡的母亲。后来，
史克文生病,友人来探望他,在他床边看到这首诗的草稿,朋友
好奇地询问这首诗的由来,他回答说:“这原是安慰家母的诗，
是主与我共同写的。”

1868年，美国作曲家查尔斯·康弗斯（Charles C. Converse 
1832-1918)为这首诗谱曲,其优美的旋律让这首诗歌深受欢迎。
康弗斯是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大师,其音乐作品甚多,但他最脍炙
人口的作品就是这首诗与曲的天作之合——耶稣恩友。

《耶稣恩友》在世界各地被翻译和颂唱，歌中传递出对上帝深
切的倚赖、信靠和交托，那感人肺腑的歌词感动和安慰着无数
身经忧患的基督徒,使他们在患难痛苦中振作起来,得着力量。
该乐曲也被多种语言填写新词,二十世纪初,一位年轻人将此曲
写成日文歌谣——《星的世界》，多年来，这首《星的世界》
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曲调，是婚礼中备受欢迎的乐曲之一。在
基督徒甚少的日本，人们是否知道，这首音乐改编之前的原曲
名为《耶稣恩友》呢？

《耶稣恩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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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卡尔·鲍博 Carl Boberg/ 斯徒尔特.海因 Stuart K. Hine 
曲 ：卡尔·鲍博 Carl Boberg

《祢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主啊我神，每当我举目观看，
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见星宿，又听见隆隆雷声
祢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

副歌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祢真伟大，何等伟大！

当我想到，神竟愿差祂儿子，
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
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
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

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
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奉，
并要颂扬，神啊祢真伟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SNeOutJ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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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夏，瑞典牧师卡尔·鲍博（Carl Boberg，
1859-1940) 突遇暴雨。电闪雷鸣之后,雨霁天晴，

阳光普照，鸟儿欢唱，彩虹高挂。鲍 博 惊 叹 于
宇宙主宰创造的伟大和奇妙，从心底发出对上帝
的赞美。当晚他根据这个奇妙的体验写下了一首
诗，并配上瑞典古老民谣的曲调，创作出世人现
今所传唱的《祢真伟大》这首诗歌第一段和副歌
部分。

其后，鲍博在讲道时与信徒分享这段经历，
这首诗歌很快就传遍了瑞典各教会，然后走
向世界各国。当今世界传唱的是英国宣教士
斯徒尔特.海因（Stuart K.Hine,1899-1989）
翻译和改写的版本。

海因在乌克兰宣教时为这首诗歌添加了第二
段的歌词（副歌部分保持不变）。

1948年,海因前往英格兰的一个俄罗斯难民营宣教,台下的难民
人群中只有两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其中一位把他的故事告诉
海因。原来， 这位难民曾经在苏联军队服役, 他和妻子在战时
分开后就彼此失去音信，妻子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那时还
不信主。现在,他最深切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妻子,并告诉
她自己也已经信了耶稣。他也告诉海因，其实自己知道今生已
经无法再见到妻子，但他相信作为基督徒将来有一天他们夫妇
会在天堂相遇，从此同享永恒的生命。这位难民的话再次激发
了海因，他最终完成了对《祢真伟大》诗歌第三段的增写。

海因完成以上两段诗歌增写时使用的是俄文,后来,他又将整首
诗歌翻译成英文，并将歌名翻译成“How Great Thou Art”。
这首诗歌流传百多年后，依然是古今中外基督徒最喜爱的诗歌
之一，与《奇异恩典》并列为圣诗乐坛上最具影响力的诗歌。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1:20

《祢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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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
必将你藏祂恩趐下，天父必看顾你。

副歌

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
祂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
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

凡你所需，祂必供应，天父必看顾你；
凡你所求，祂必垂听，天父必看顾你。

无论经过何等试炼，天父必看顾你；
软弱疲倦靠祂胸前，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词 ：希维拉·马丁 Civilla D. Martin
曲 ：华尔特·斯蒂尔曼·马丁 Walter Stillman Mart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gDyMTc7FI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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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必看顾你》这首诗歌是因着一个孩子对上帝单纯的信心所
产生的。

华尔特·斯蒂尔曼·马丁（Walter Stillman Martin，美国，1862–
1935) 是一位被上帝重用的布道家，他与妻子希维拉（Civilla D.
Martin, 1869-1948）合作写了许多圣诗。1904年，马丁牧师一家

应纽约州一所圣经学院的邀请，为该学院编辑一本诗歌集。他也
答应了临近一间教会的邀请，要在主日讲道。到了主日，希维拉
突然得了急病，令马丁牧师十分担忧。正考虑要取消讲道好留在
家中照顾妻子时，九岁的儿子却对他说：“爸爸，如果上帝要你
今天去讲道，难道祂就不能在你不在家时照顾妈妈吗？”儿子这
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遵守约定，安心前往教会。当天的
讲道特別受到祝福，引领了很多人归向主。

傍晚马丁牧师回到家时，妻子的身体状态已大为好转。不仅如此，
她还因着儿子单纯的信心获得灵感，写下了《天父必看顾你》这
首诗歌。马丁看了诗歌后大为感动，走到琴边很快地为这首诗谱
上了旋律。

现在这首《天父必看顾你》已流传到世界各地,让无数基督徒在遭
遇人生坎坷时得到莫大的安慰和帮助。是的,当我们甘心让上帝居
首位时,上帝必看顾我们，并賜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正如
彼得前书 5章 7节中写道:“你们要将一切忧愁卸给上帝，因为
祂顾念你们。”

华尔特·斯蒂尔曼·马丁 希维拉·马丁

《天父必看顾你》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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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酢，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炼哪哒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祢许可的创伤？

祢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祢的音乐？
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须有祢爱来苦炼？
是否当我下倒之时，才能识爱的心？
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祢让我来相亲。

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
虽我也曾受祢雕削，我却感觉受强逼。
主，祢能否照祢喜乐，没有顾忌去行，
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祢欢欣？

如果祢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
要祢喜乐，须我负轭，我就愿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祢喜悦，不惜任何代价；
祢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

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
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什么比祢更好？比祢喜悦可宝？
主，我只有一个祷告：祢能加增，我减少。

副歌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如果祢收去的东西，祢以自己来代替。

《炼我愈精》
词 ：倪柝声

曲 ：福斯德 Stephen Fos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AheWUeL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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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箴言 17:3

倪柝声（Watchman Nee，1903 -1972）
出生于中国汕头，祖籍中国福州，倪柝声是
他信主之后改的名字。“柝”，即更夫手中
敲打的梆子；“柝声”，即唤人警醒的更梆
之声。他以此明志，要做一个时代的晨更守
望者,以唤醒世人沉睡的灵魂。倪柝声在二十
世纪初按照圣经榜样“恢复”的 地 方 教会，
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他也
是少数在西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基督徒。

倪柝声曾经追随英国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多年。

和教士是位诗人，写了很多圣诗，倪柝声羡慕她的才华,也学着
写诗。当写了三十多首诗的时候,他很得意地拿这些诗给和教士
看。和教士只说：“你还是拿回去，免得有一日为此汗颜。”
事隔多年他才领悟到，必须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写出感人的诗篇。

倪柝声因为持守对基督的信仰，在1952年被捕入狱。因为拒绝
放弃基督信仰，他在服满十五年的刑期之后，也並未被释放,后
来又被转移至劳改农场，并在那里直到生命的最后。在生命的
最后20年,在最痛苦的煎熬和锤打中,他经历上帝的同在,生命从
熬炼中更新，如同橄榄压渣成油，葡萄入醡成酒。

倪柝声留下许多传唱至今的诗歌，这首《炼我愈精》用流泪中的
赞美表达出他对主的真挚热爱，诗歌的副歌改写自芬乃伦主教的
一个名句：“当神拿走祂所曾给你的东西，祂十分知道怎么来代
替它: 也许是藉着其它,也许是藉着祂自己!”这首诗歌在倪柝声
饱经创伤而为主殉道后，继续犹如更梆之声唤人警醒，亦如哪哒
成膏，芬芳不止。

诗歌的乐谱是引用美国民歌作家福斯德 (Stephen Foster) 所作的
“Massa’s in De Cold, Cold Ground”。

《炼我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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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IWuzw5ME0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在压力中仍能平静,
在忙碌中仍能悠闲,
在失败中仍能欢笑,
在逼迫中仍能屹立,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副歌
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在绝望中仍有盼望,
在冷漠中仍有关怀,
在困境中仍有出路,
在死亡中仍有生命,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词 ：陈赞一
曲 ：梅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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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广文博士出生于基督徒家庭,自幼接触圣乐,他曾在美国的教会
用音乐事奉，后来在新加坡神学院担任圣乐教授。拿到这首歌词
后，梅博士反复诵读歌词,直至将歌词融入内心,并化歌词为祷告。
之后，在上帝的感动下，他的灵感喷涌而出，很快就把音乐谱写
出来。

在加略山房五周年纪念的感恩音乐会中，这首《上帝的儿女何等
有福》首次以会众诗歌的形式被颂唱。从此，这首诗歌在教会和
团契中广泛传唱，基督徒从中学习到在主里凡事感恩的功课。
1998年，该曲作者梅广文博士的母亲病重，然后离世。在那痛苦
的日子，正是这首《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灵里给予他力量和
安慰。

2001年夏，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范兆麒执事突患急性胰脏炎,体
内各器官功能衰竭，病情危急。范执事平时热心事主,乐于助人，
消息传出，各教会的弟兄姊妹迫切代祷。范执事在医院住了108
天，数度濒临死亡的边缘，在这期间，范夫人照常在诗班事奉，
孩子们也未停止他们在 “天路客” 的演出。他们见证了患难不能
隔绝我们与基督的爱。神垂听了众儿女的祷告, 范执事得以奇迹

般地痊愈。事后范执事夫妇率儿女赴各教会感恩见证，并献唱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他见证说:“不知多少次，我疼痛得
无法安眠，惟有听我妻子轻唱圣诗时,才能入睡。”这首诗歌是
支持他们一家在这段艰辛时刻的力量。

约翰一书3:1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
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虽然基督徒在生活中不时
面对压力、忙碌、失败、甚至逼迫,尽管我们也会经历绝望、冷漠、

困境和死亡，但我们仍有上帝儿女特有的福气。有福，是主耶稣
在登山宝训中给上帝的儿女最全面的应许。

1997年，香港加略山房出版社经过五年
艰苦的经营，其创办人陈赞一博士在充
满感恩的心情下,写下这首《上帝的儿女
何等有福》的歌词，然后邀请香港作曲
家梅广文博士为之谱曲。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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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
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
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
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辛劳？
哦主！让我看清数算代价，
哦主！我愿任你陶造！

副歌：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
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
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
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他将临到，
他的怒气的权势如骇浪惊涛，
我的耳朵已听见他亲切呼唤，
邀请我与他携手今朝，一同开创未来。

词曲 ：余远淳

《竭诚献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64jibCH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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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的很多歌曲出自新加坡的音乐家
余远淳。余远淳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和
小提琴，后赴英美接受专业音乐训练，
于美国莱斯大学获得音乐博士。

新心成立之际，余远淳欣然回应上帝的
呼召，全职投入新心音乐事工，使用音
乐来服事，从而放弃职业演出教学的
生涯。

《竭诚献上》是余远淳第一首自创词曲的诗歌,那激荡人
心的歌词仿佛让我们听到他在回应上帝呼召时,愿将自己
竭诚献上，用音乐事奉上帝的心声。

余远淳拥有深厚的古典音乐基础，他的诗歌往往能够融合
各式现代音乐的曲风。《竭诚献上》用行云流水般的旋律、
晶莹跳跃的音符,将创作者生命中的转折展现为激荡的乐章。
这首源于内心深处的诗歌，在美国、港台和新马地区广受
喜爱，人们在颂唱时思考生命的意义，经历与上帝的同在。

《竭诚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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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来自亚洲各地，在古典音乐领域中各有成就的音乐家
和有特别音乐恩赐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来到
美国的休士顿。带著热爱神与愿意被神使用的心，他们
了解到神给他们的一个异象，那就是要透过他们在音乐上
的恩赐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和装备，
1997年，他们成立了「新心音乐事工」（以下简称新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W0xVroNNs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祢，
祢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祢。
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祢。
祢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祂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词 ：李信仪
曲 ：游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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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起中文原创的基督教敬拜赞美诗歌，那么“赞美之泉”的名字一
定为基督徒所熟识。自1996年发行第一张敬拜赞美专辑《让赞美飞扬》
后，赞美之泉创作的敬拜赞美诗歌如同奔涌的泉水川流不息，滋润着广
大中文社群里基督徒的心灵。甚至可以说，很多年轻的基督徒是从小听
着“赞美之泉”长大的。

创办人游智婷出生于台湾，她的钢琴作品演奏会曾为
她赢得许多掌声，但游智婷却思考如何才能用自己的
音乐恩赐事奉上帝，为更多的人带来真正的益处。虽
然赞美之泉的主要成员有着非常深厚的音乐素养与根
基，但他们的定位从来就不是艺术团体，而是要透过
音乐和敬拜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人更亲近上帝。

赞美之泉创作的诗歌，节奏和格式简洁，曲风明朗轻快，利于群体颂唱。
这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即为广为颂唱的诗歌之一。很多听到这首诗
歌的人,在被那优美音乐打动的同时,灵魂也被触动,从而生命不再一样。

2020年6月，在新冠疫情阴影的笼罩下，
赞美之泉推出第二十五张敬拜赞美专辑
《我在这里》。游智婷如此诠释新专辑：
“今年是赞美之泉 25周年,这是一张在
很多不可能当中诞生的专辑 —— 我在这里，
深切寻求祢……

在一次专访上，记者问了一个简单却也难答的问题：“赞美之泉音乐
事工成立至今,为什么所创作的诗歌专辑如此广受好评,传唱海内外?”
游智婷的回答简洁有力：“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简单易学，一听就能
朗朗上口的诗歌。”

过去的几个月，整个世界面临许多巨大的变化，在种种的不容易当中，
神的同在和应许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和盼望……我们都愿意在神面前
委身，告诉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朋友们,在当下这个起伏跌宕的日子,也许你正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愿你的生活因为有耶稣而变得精彩，因为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
信靠主耶稣，即使走在高山深谷，祂也会伴你我同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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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
不住地用

歌声

赞美主！





长老会磐石堂中文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