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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爱 ...… 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弗三 18-19）
诗：神圣大爱，无何能阻隔，竟使我归回；
大爱为我，成功赎罪祭，我们要赞美！

我所认识那位为我舍命的主，也就是我一生中，天天要与他来往的主，他对待我的一切，都依
据恩典原则。认识主耶稣就在这时，正用他在十字架上替我受死，那爱来怀念我，护庇我，这是何
等宝贵，又是何等使我们得着力量！
他的死打开了水闸，好叫爱的满潮可以涌流到可怜的罪人身上。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中有两个字，世上没有其他二字合起来会发生这样重大的意义，这
两个字就是主和死。那一位称为主的他死了。在这里包含何等多的事情！哦，这是何等爱情！何等
目的！何等效力！何等结果！
哦，主耶稣，有谁像你爱我？因你工夫，我成你工之果；亲你有路，在荣耀中相交；永蒙眷顾，我是你
的珍宝，是你劳苦功效。

设若一个可怜人，看见他要和已经替他打败一切仇敌的那位得胜者相交，他的心是得到何等的
安息！在还没有知道这一个事实时，他每天犯罪的记录，好象要升到神的台前，全書黑字，满纸罪
证，每页所记录都是罪、罪、罪；但如今这些黑字已被涂抹了，神羔羊的血，在其中写上血字----爱、
爱、爱。
神的大爱是避难所， 我们在其中行走，通过世上到处密布的网罗 ------ 人的攻击，通过越多，
外面的纷乱越大，在他面前的安息就越甜美。
我们应该作的一件大事，就是要亲近基督。不断的亲近他，心灵就得安息，如此得享爱的甘甜，
我们的事奉就因住在他里面而流露出来，且有事奉的印证。基督如何将父启示给人呢？“只有在父
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在父怀中，一直作父爱的对象。这样，主享受了父的爱，就能
将父表明出来。主是完全的，我们是常常失败的仆人。这一点的看见，成了唯一的路，使我们能经
常有他同在膏油的涂抹。

当一切风雨都成过去，主预备给我们的光辉，会毫无拦阻的显现。那光辉就是他自
己......。哦，那万福的大爱，就是主耶稣的爱，已经带领我们到那边永远与他同在了！
(达秘)
轉載自《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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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那不肯放我之爱 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
George Matheson 1842—1906

本诗作者马提逊，1842 年 3 月 27 日生于 Glasgow，当他入苏格兰大学后，视力急速衰弱，18 岁
起完全失明。由于天资聪明加上勤奋，成为 19 世纪苏格兰最受欢迎的传道人，1866 年在爱丁堡牧
会，信徒两千余人。他也是当代最伟大的灵修文学家之一。成功的秘诀在于背后有一敬虔爱主的妹
妹作得力的助手。他妹妹研读拉丁，希腊和希伯来文，只为帮助眼瞎的兄弟，提供他讲道时需用的
资料，成了他的眼，他的手。马提逊记忆惊人，能背讲章和一大段的圣经。
这首诗写于 1882 年 6 月 6 日晚上，当晚是他妹妹的婚礼，他独自留在家，感到孤单和伤痛。
因他在未失明之前已与一女子相恋，但这女孩因知他将失明之后，便离他而去。妹妹的婚礼引发他
很大的感触，但他立时快速地将感情化为诗歌，在五分钟之内，便完成此诗。他说：“等我写完最
后一个字的时候（共有四节），第一个字的墨还没有干，这是我一生中所做最快的一件事。”又说：
“这首诗是我痛苦的结晶”。
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
1 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

3 O Joy, that seekest me through pain,

I rest my weary soul in Thee;

I cannot close my heart to Thee;

I give Thee back the life I owe,

I trace the rainbow through the rain,

That in Thine ocean depths its flow

And feel the promise is not vain

May richer, fuller be.

That morn shall tearless be.

2 O Light, that followest all my way,

4 O Cross, that liftest up my head,

I yield my flickering torch to Thee;

I dare not ask to fly from Thee;

My heart restores its borrowed ray,

I lay in dust life’s glory dead,

That in Thy sunshine’s blaze its day

And from the ground there blossoms red

May brighter, fairer be.

Life that shall endless be.

哦！那不肯放我之爱
一

哦，那不肯放我之爱，我将疲魂安息于你；
我把所欠余生归来，好使它在你这深海， 得更丰满洋溢。

二

哦，那照耀我路之光，我将残灯带来交你；
我心因得你光复亮，它的日子藉你太阳，得更光明美丽。

三

哦，那喜乐寻我苦中，我心不能向你关闭；
我在雨中寻得彩虹，知你应许必不落空，天亮便无泪涕。

四

哦，那使我抬头十架，我不敢求与你稍离；
今生虚荣死葬土下，那土长出生命红花，永远开放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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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选集 421 首----

蒙恩見証

称颂耶和华直到永远
---- 志贤
我要称颂耶和华直到永远。回顾我的一生，无时不在神的眷顾之下。我 9 岁受浸得救信主，70 多年来耶
和华一直是我的信靠。无论在学校求学；还是进入社会工作，成家养育子女，直到退休，我都非常蒙福。一
路蒙主引导，随时蒙主的扶助。
我念小学一年级时，成绩很一般。到了三年级，在一位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 1：7） 邻居的提议下，我转入教会学校信了主。我开始聪明起
来，期终考试全班第一，全校第二。我父母都信佛，他
们逼我向菩萨跪拜，我不接受，打我也不服从。因为天父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
3）父母见我在教会学校信主后读书的成绩越来越好，也就不逼我了。
到了中学，我所在的初三年级有 105 人，升到高一为 90 人，升到高二为 70 人，到我高中三年级毕业的
时候，只有 36 个人，先后淘汰 69 人。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感谢赞美主！
高中毕业时，上海还在抗战时期，那时毕业就是失业，但我一路蒙主引导，经过考试，先后进过保险公
司、电报局工作。当时的报考，都是从几百考生当中录取几名。特别是电报局，有好几百人报考，只录取 4
名，我是其中一个。另外 3 名年龄都比我大，而且还是大学毕业生，我只是高中毕业生。感谢主的眷顾！
我 23 岁时，父亲病逝。这时全家已信了
主。主怜悯我们，又让我去投考航空公司。
253 名投考者，仅录取 6 名，我是其中一
个。薪酬比电信局增加了一倍，使我有能力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还能供弟妹上学。感谢主的指引！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 23：1）

1949 年初，航空公司调我到广州工作。三月份的一个礼拜天，我到广州一家教堂做礼拜，散堂时在礼拜
堂门口看见一位姊妹，我的眼睛突然一亮，圣灵启示我：“她就是我的另一半”。经了解，她家从祖父起就
已信靠主，她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从那次以后，我天天祈祷主成全我们。主聆听我的祈祷，如我所愿。
7 月份，公司调我到香港工作，临别时，我们互相表示了信任。

“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 31：30） 两年后我们结了婚。主又带领我回到广州工作，

并有了一儿两女。大儿子和大女儿现都事业有
成。小女儿也有很好的工作。子女都孝顺父母。
外孙女和孙女先后考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并先后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留学、定居。
我的姊妹一生信靠主、敬畏主。她带领子女信主，敬重丈夫，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对人充满眷爱。家
人和亲戚都爱她，邻里也都称赞她。我们的家曾被评为五好家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曾作过报导。主真是恩
待我们全家，感谢主的带领！
我在工作上一直蒙主引导和扶助，我曾当过三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诗 18：1） 个工厂的厂长。一个是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厂；
一个是扭亏增盈的厂；一个是质量好、销路好、
产品出口国外的厂。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的工作突然有了调动。新来接任我的厂长，在文化大革命中
成了被批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却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场灾难。真是“你出你入，耶和华
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 121：8）感恩不尽主的恩典！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10 多年里，我担任了产品出口国外那家厂的总调度。当时我要协调 4 个科室，指挥
7 个车间，联系 10 多个厂外协作单位。耶和华赐给我智慧和力量，要我以荣神益人的宗旨进行工作。工厂月
月，年年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我负责的部门年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个人被评为市级先
进工作者。1986 年我离开该厂，到香港一家公司工作后，厂部还发出全厂员工向我学习的决定。这是一个基
督徒在彰显神的荣耀，一切荣耀归于大能大力大爱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今年我已经 85 岁了。但眼不花、腿不软，看书写字不用戴老花镜，一秒钟走两步路，可以连续走两三
个小时以上。我凡事祷告，每天读经，逢主日去教堂。神赐给我力量。赐给我一生平安喜乐。我把一切交给
所信靠的唯一真神！哈利路亚！阿们！ (志贤 － 本文见证人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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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MENSIONS OF GOD'S LOVE -- F.B.Meyer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by faith; that ye,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may be able to comprehend with all saints what is the breadth, and length,
and depth, and height; and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which passeth knowledge." -Eph3:17-19.
The dimensions of the Love of Christ! It is broad as humanity,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e length--God's love had no date of origin, and shall have none of conclusion. God is
Love, it continueth ever, indissoluble, unchangeable, a perpetual present tense. Its height-as the Flood out-topped the highest mountains, so that Love covers our highest sins. It is
as high as the heaven above the earth. Its depth--Christ our Lord descended into the
lowest before he rose to the highest. He has touched the bottomless pit of our sin and
misery, sorrow and need. However low your fall, or lowly your lot, the everlasting arms of
his love are always underneath.
The apostle talks by hyperbole, when he prays that we may attain to a knowledge of the
knowledge-surpassing love of Christ. We cannot gauge Christ's love, but we can enjoy it.
Probably the only way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is to begin to show it. The emotionalist,
who is easily affected by appeals to the senses, does not know it; the theorist or rhapsodist
does not know it, but the soul that endeavours to show the love of Christ, knows it. As
Christ's love through you broadens, lengthens, deepens, heightens, you will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not intellectually, but experimentally (1John4:11, 12, 20, 21).
But you say, 'there are people in my life whom I cannot love.' Granted, but you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love and the emotion and feeling of love. You may not be able to feel
love at the outset, but you can be willing to be the channel of Christ's love. I cannot love,
but Christ is in me, and he can. Is it too much to ask that all this should be realized in
ourselves and in others? No, because God is already at work within us by his Holy Spirit,
and he is able to do infinitely beyond all our highest requests or thoughts. Ask your furthest,
think your highest, and the divine love is always infinitely in advance.

PRAYER: We thank thee, O God, for the infinite love which thou hast given us in
Jesus Christ. We have no measure for its heights and depths, its breadths and lengths.
Teach us with all saints to know more because we love more. Amen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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