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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的歌唱 
He Keeps Me Singing 

       在我心裡有美妙樂音，是主溫和細語聲： 
       『安心勿懼怕，有我同在，度過那生命路程。』 
 
       罪惡使我生命絃折斷，曲不和諧何痛心， 
       幸得耶穌調聲續斷絃，再發悠揚美妙音。 
 
       主賜我豐厚恩典筵席，在主翅膀下安息， 
        瞻望主笑容我心歡樂，故我要歌唱不已。 
 
       有時主領我涉過深水，試煉滿佈在前途， 
       有時經歷崎嶇險路徑，仍願跟隨主腳步。 
 
       （副歌） 
       耶穌，耶穌，耶穌，最甜美之名， 
       滿足我心渴慕，使我歌唱往前行。 

  



 

不住的歌唱 

「祂將海變成乾地；眾民步行過河；我們在那裡因祂歡喜。」詩 66:6 

 
按常情說來，百姓過紅海時，波濤在兩邊翻騰，追兵在後面吶喊，他們一定驚

恐、戰慄、痛苦、倉皇；可是作詩篇的人竟說，『我們在那裏』(大水中)『因祂歡

喜』。 

 
有多少信徒能有這樣經歷：『在那裏』在一個失望的絕境中，在一個內憂外患的

時候，能『因祂歡喜』？ 

 
『在那裏』立約的神來了！ 
『在那裏』祂的應許實現了！ 
『在那裏』仇敵消滅了！ 
『在那裏』信不過來的經歷嘗到了！ 

 
如果不『在那裏』，在一個順利的境遇中，即使花盡力氣去找，也找不到這些榮

耀的事實。好像白日有了陽光，把星光遮掩了；黑夜一到，滿天的明星出現了。 

經上的應許、安慰、盼望，也都是在憂愁之夜出現的。 

 
拔摩海島上的約翰，在孤單凄涼中得見主榮耀的異象。今天在地上仍有許多荒涼

的拔摩海島，那裏有主的愛和恩典，有主的同在，可以消滅孤單和憂愁。 

 
讀者，你願不願意去呢？有多少旅客，在經過紅海和約但河的苦難時，能一心想

念神，說：『我們步行過河，在那裏 (在這些黑暗的經歷裏，在波濤四邊翻騰的光

景裏) 因祂歡喜。』－－馬克特夫(J.R. Macduff) 

 
『……從那裏……我必賜他葡萄園，又賜他亞割谷作為指望的門，他必在那裏歌

唱。』（何 2:15） 

前有紅海，後有追兵，似乎是到了絕境，但神使紅海變成乾地，帶領祂子民安然

過去。 不少神的僕人也靠著吟唱走過流淚谷。 

 
「不住的歌唱」是一首活潑輕快的聖詩，很難令人推測作者寫作時的境遇。 羅馬

書 8:35-39「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靠著

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本詩的作者卜理杰（Luther B. Bridgers, 1884-1948）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他是

衛理公會的牧師及佈道家，十七歲時就開始講道。他知道他的決志奉獻將使他與

名利絕緣，不斷的走訪各地，不停地面對各樣的挑戰與困境。 他甘願接受這樣的

一個人生。 婚後，他和妻子經常過著拮据的生活，但伉儷情深，以基督為一家之

主，同心事奉。 他們有三個可愛的孩子，是一個令人羡慕的快樂家庭。 

 
1910 年卜理杰應他城的邀請主領為期兩週的奮興會，他將妻兒安置在岳父母家。

這是一次成功的奮興會，他也在會中時常提到妻兒的故事。 他急於大會結束後與

妻兒相聚，但不幸地接獲噩耗，他岳父家失火，全家葬身火窟，無一倖免。 
當他趕回家時，他的親友都擔憂他如何面對這毀家之痛，有人擔心他會精神崩潰

，有人想他會埋怨神；但他的信心沒有因這悲劇而動搖，反而安慰向他慰問的人

。葬禮後，在寂靜的寒夜裏，惟主相伴，他含淚寫下了這首生命中黑夜的詩歌，

並譜上了優美動人的曲調。 雖然他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如此悲慘地失去家人，但他

並不責問神。 神給他足夠的信心和力量，承受這一切，成為神僕的楷模。 

 
1914 年卜理杰續絃，妻子是一位音樂教師。 從此他專心佈道，在第一次大戰期間

，曾赴蘇聯、比利時、捷克等地作海外宣道工作。 

譚納（David Danner） 在 1979 作了一首詩歌「耶穌是生命歌」 （Jesus Is the Song
），其歌詞如下： 

 

            耶穌是生命歌 
        Jesus Is the Song 

 
       我救主是我主我王，祂曾掌握世上一切， 
       祂愛我並教我歌唱，祂賜詩歌給我。 

 
       祂撫我痛擦乾我淚，祂賜我力面對懼怕， 
       終年賜我莫大恩惠，祂賜詩歌給我。 

 
       救主耶穌，我敬拜祢，醫治憂傷振奮心靈， 
       我將永遠稱頌主名，祂賜詩歌給我。 

 
       （副歌） 
       耶穌是生命歌，耶穌是喜樂歌， 
       耶穌是慈愛歌，耶穌賜我詩歌。 



 

 

不住的歌唱 

歌词 

1。我心内常有美妙音乐，是主细语温柔声； 

“我与你同在，不要忧惧，”主赐平安雨或晴。 

副歌：耶稣，耶稣，耶稣，最甜美之名， 

满足我心渴慕，使我一路歌不停。 

2。犯罪痛苦割断生命弦，曲不和谐肝肠断！ 

耶稣为我调音续断弦，美妙音乐再度传。 

3。主恩厚赐我丰富美筵，安息在主翅膀下； 

常瞻望救主慈祥笑容，就欢唱喜乐无涯。 

4。有时主领我涉过川河，试炼阻挡我前路； 

其间或要经崎岖险道，只要跟随他脚步。 

5。主将再来接我回天家，不再在世间流荡； 

我振翼高飞向未知地，在高处与他作王。 



 

不住的歌唱 He Keeps Me Singing 
不住的歌唱 He Keeps Me Singing 
 
1 在我心里有美妙乐音 
是主温和细语声 
安心勿惧怕 有我同在 
度过那生命路程 
 
副歌： 
 
*耶稣 耶稣 耶稣 
最甜美之名 
满足我心渴慕 
使我歌唱往前行 
 
2 罪恶使我生命弦折断 
曲不和谐何痛心 
幸得耶稣调声续断弦 
再发悠扬美妙音 
 
3 主赐我丰厚恩典筵席 
在主翅膀下安息 
瞻望主笑容我心欢乐 
故我要歌唱不已 
 
4 有时主领我涉过深水 
试炼满佈在前途 
有时经历崎岖险路径 
仍愿跟随主脚步 
 
1 There’s within my heart a melody 
Jesus whispers sweet and low 
Fear not I am with thee-peace be still 
In all of life’s ebb and flow 
 
Chorus: 
 
* Jesus Jesus Jesus 
Sweetest name I know 
Fills my ev’ry longing 
Keeps me singing as I go 
 
2 All my life was wrecked by sin and strife 
Discord filled my heart with pain 
Jesus swept across the broken strings 
Stirred the slumb’ring chords again 
 
3 Feasting on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Resting ’neath His shelt’ring wing 
Always looking on His smiling face 
That is why I shout and sing 
 
4 Tho sometimes He leads thru waters deep 
Trials fall across the way 
Tho sometimes the path seems rough and steep 
See His footprints all the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