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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序

一口氣瀏覽完《黃永熙作品集》，發覺大部分是關於聖樂和音樂的作

品，由於我是這方面的門外漢，所以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表達。不過，細讀

基督教文字工作部分，卻令我感受深刻。

第一方面是黃博士使命明確，他於一九六七年暴動後來港，與當時一

般香港人走相反的方向，那時很多港人設法離開香港，遠赴美加等外地以

逃避動亂。但黃博士毅然在滿地菠蘿（土製炸彈）的情況下來港，以傳教

士身分，忠於上帝託付的使命，投入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工作，成為本社第

一任華人社長，並於一九七三年領導出版社走向自養，實在非常難得。

第二方面是黃博士工作目標清晰，他上任後立即發動東南亞中文閱讀

調查，然後根據需要推動「基文青年叢書」出版，切合年青人需要，今天

我們仍然以此叢書為榮，亦成為多人集體回憶。特別我們看到《冰點》、

《給你，瑩瑩》、《如此我信》……便明白本社出版的方向，但黃博士不

止是求新，亦幫助我們回顧，所以他亦出版「信徒傳記」叢書：將過往對

中國教會歷史有貢獻的人，以傳記形式回憶，包括梁小初博士、謝扶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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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章文新博士……以幫助我們從教會前輩的嘉言懿行，加強愛主愛人的

心志，所以我們看到黃博士擔任社長期間的出版方向是非常明確的，同

時亦能面向市場。特別他能夠邀請從美國遠道而來的許牧世先生擔任總

編輯，大家彼此扶助，相得益彰，當時的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可說是有史以

來最強盛的年代。另一方面，黃博士亦提醒我們文字工作的重要，因為自

從馬禮遜來華，到郭士立及至廣學會，其實基督教一直重視文字工作，並

且是一個核心的項目，但反觀今天，似乎教會經常不在意文字工作的重

要性，而外界也常給我們種種挑戰：電子書出現、閱讀風氣下降、市場不

景、人才難求……盼望我們在眾多困難之中，承擔艱鉅的出版使命，盡力

而為，毋負上帝的託付。

第三方面，黃博士是非常注重普世合一，他承傳廣學會一路以來的方

向，與本社出版及發展的方向十分吻合，所以他一直強調要參加基督教協

進會成為會員。另一方面，他亦倡議基督教出版聯會，推動聯合倉庫，不

但造福本社亦遍及同業，令我們感到黃博士對香港基督教的出版業貢獻良

多。今天出版《黃永熙作品集》，適逢他逝世十五周年，倍覺意義重大，

盼望我們透過閱讀、一同學習他的敢於承擔使命和普世合一精神，在不同

崗位為基督教文字工作作出努力的貢獻。

翁傳鏗牧師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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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序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編輯黃嘉莉小姐獲得葉長盛博士和蔣慧民先生提供

的資料和意見，從黃永熙博士歷年在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文藝通訊》、香

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基督教週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華基督教

會創會70周年（1918-1988）紀念特刊》、基督教協進會《信息》、香港浸

信會出版社《聖樂季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聖樂文集》、合唱指揮研

習坊《講義─ 指揮雜感》、《一九六八年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圖書目錄》、

《慶祝廣學會創立一百周年特刊》、《音樂家小辭典：黃永熙》、《陽關

曲：黃永熙作品》、《中國民歌獨唱曲集》、1977年版《普天頌讚》、

《香港聲樂作品目錄》等出版書刊，將黃永熙博士所發表的文章和譜寫的

歌曲加以蒐集，分為文章輯錄和音樂作品兩大部分。在文章輯錄部分，定

題為〈普頌詩伴〉、〈其他聖樂文章〉、〈雜文精選〉、〈黃永熙與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訪問錄音〉等五輯。在音樂作品部分，則定題為〈藝

術歌曲〉、〈民歌〉、〈聖樂作品〉、〈福幼兒童歌集〉、〈其他音樂作

品〉等五輯。由於黃博士於一九六七年自美國來港，以至一九九七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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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美，前後在港事奉有三十年之久，歷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香港聖

經公會總幹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聖樂顧問、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

事、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音樂總編輯及中國基督教兩會《讚美詩》中英雙語

編輯等職務，三十年來在各機構發表的文稿甚多，所以黃嘉莉小姐在蒐集

黃博士文稿的功夫上固屬不易，而最難能可貴就是將文稿加以分類，能把

第一部分編成五輯；又能把第二部分編成五輯，使本書內容在分題上取得

平衡，突出黃永熙博士各項工作和人事接觸的重要性。

黃嘉莉小姐將《黃永熙作品集》一書的副題定為「承先啟後，溝通中

外」，這是對黃永熙博士一生工作的貢獻作出肯定性的評價。就黃博士

「承先啟後」的事業而言，他本人是中華基督教會黃氏家族的承先啟後

者。黃博士祖籍廣東南海人，祖父黃述芳先生在佛山倫敦會受洗歸主，其

後獻身教會事奉，一八九四年調派來港在油麻地福音堂工作，翌年調職倫

敦會灣仔堂主任，於一八九八年受遣到元朗開基，成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元朗堂的創堂人，亦為本港教會新界開基佈道第一人。黃博士父親黃

履光及姑姐黃玉梅自小在中環道濟會堂（倫敦會第一所華人自理教會）

長大。而當年道濟會堂主任王煜初牧師長子王寵光自英國留學回港，因富

有音樂恩賜，於一九零三年在道濟會堂成立少年詩班，黃履光蒙受聖詩教

導。及至一九零五年王寵光應郵傳大臣盛宣懷召聘，遠赴漢口主理揚子機

器公司，專責建造輪船。王寵光履任前在道濟會堂招收十三名青年到漢口

學習造船工程，黃履光便屬其中一人，而黃永熙便是漢口出生第一位嬰

兒。民國初立，黃履光闔家遷往上海，隨後參加上海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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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堂聚會，由於富吉堂是一所專注聖樂培育的教會，所以黃永熙博士自小

深受教會聖樂薰陶。及至一九七七年黃博士自美抵港，更是與父母親黃履

光夫婦、姑姐黃玉梅女士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聚會，換言之黃永熙博士

可謂倫敦傳道會同工的後人，更是倫敦會（即今日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聖樂傳承者。黃博士在〈中華基督教會與中文聖詩的發展〉一文則有系列

的說明，其中提及倫敦會早期教士對中文聖詩譯作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以致其後有中國教會的聖樂家的興起，黃永熙博士可說是一位繼承者。

無可置疑，黃永熙博士論及中國教會聖詩的創作和出版的最大成就，

是以一九三六年由中華基督教會、中華聖公會、美以美會、華北公理會、

中華浸信會、監理會等六公會共同出版的《普天頌讚》，實為中國教會聖

詩出版的經典，黃博士於一九六七年到港，於翌年即舉行《普天頌讚》

重編的會議，其後由黃博士擔任主編，在他教導和領導下，至一九七七

年十一月出版新編《普天頌讚》。及至一九九四年黃博士再度組織《普天

頌讚》修訂工作，出任主編之職，至二零零零年轉任為《普頌2000》榮譽

主編，由譚靜芝博士承接為主編。黃博士可說是兩次修訂《普天頌讚》主

力的領導人，若非有他聖樂才華和人事的根柢，則不可能有《普天頌讚》

兩次修訂的成功。黃博士不但是《普天頌讚》兩次的修訂人，他更與第一

屆《普天頌讚》的聖樂家梁耀揚、趙紫宸、劉廷芳、楊蔭瀏、李抱忱、梁

季芳、陳夢家、范天祥、范天祥夫人、許地山、田景福等燕京學派的聖樂

家，均有接觸和維繫，體驗中國早期聖樂家的思想和意志，以致黃博士其

後有如此磅礴的思維，發揚華人聖樂的本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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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刊載黃博士的專文，不但顯示黃博士是《普天頌讚》編修上

的承先啟後者，並且更能陳述黃博士是一位聖樂教育家，歷年在香港、

台灣、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中國內地等各地教會從事聖樂培訓的工

作，並且應邀到教會講述「聖樂主日的意義」、「略談華人教會信眾的音

樂教育」、「回應『本色化的先決條件』」、「教會裏的聖樂人才」、「歌

詠團的精神及成立歌詠團應注意的事項」、「合唱指揮研習坊講義：指揮

雜感」等等聖樂教育實際的題目，將聖樂教育工作普及到教會每一個層

面，以期教會聖樂教育有所擴展和發揚，黃博士可說是香港教會聖樂教育

的導師。舉凡他所發表的聖樂教育專文，均可作為香港教會聖樂培育事工

的參考。

黃 博 士 自 小 在 中 國 上 海 長 大；至 一 九 四 七 年 負 笈 美 國；其 後 於

一九六七年到港工作，他的一生的學習和工作都涉及中西學術的接觸以

及中外人事的交流。特別他在聖樂教育事奉的領域上，無論對西方音樂歷

史和人物的認識，以至對中國本土音樂歷史和人物的認識，都顯出溝通中

西的關聯和配合。尤以兩次重修《普天頌讚》的過程上，無論是中英雙語

的翻譯，在此反映中西文學的調和，以及中外聖樂家接觸的實情。就以黃

博士在港事奉三十年，不少教會聖工的職事都在溝通中西關係，即如他於

一九六七年回港擔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是他接任為第一位華人社

長，並且使該社達到華人自養、自理的地步，正正顯出黃博士在溝通中西

人事的智慧能力的成果。再者黃博士於一九七五年轉任香港聖經公會總幹

事，同屬出任為首位華人總幹事，使香港聖經公會走上華人教會信徒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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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在此反映黃博士具有溝通中西教會人事關係的才華恩賜。

本書編印的文本全是出自於黃永熙博士的手筆，由此得見黃博士在教

會聖樂人事脈絡，在聖樂教育所作的貢獻，以及他在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和

香港聖經公會之出版事工的貢獻。在此特別要感謝黃嘉莉小姐費心找出

黃博士的藝術歌曲、民歌、聖樂作品、福幼兒童歌，這是我們難得認識黃

博士的音樂創作。而黃永熙博士生平大事表，亦有助華人教會弟兄姊妹對

黃博士有系統的認識。我們確信本書的出版定能為華人聖樂界帶來鼓勵，

在教會聖樂事奉得着啟示，從中得着黃博士「承先啟後，溝通中外」的裨

益。甚望本書出版更能榮耀上帝！

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

李志剛謹識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於

香港洪水橋仰聽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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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序

在我心中，黃永熙博士永遠是一個屬靈的巨人！

憶述兒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會主日崇拜中，偶然看到黃博士蒞臨

作客席詩班指揮。當時我年幼不懂事，也不認識黃博士，只從遠處遙望他

魁梧的身軀和背影。他爽朗利落的指揮模式，卻為那首樂曲增添了無窮的

音樂感。那時除了對黃博士佩服得五體投地外，還覺得他是一位音樂上的

巨人！

少年時期，我常愛翻閱《普天頌讚》，看到裏面收錄了黃博士多首

的聖詩作品，覺得不但題材廣泛獨特，詞、曲、和聲都非比尋常。這個寶

藏，我一直銘記於心。直至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修讀聖樂及管風琴演奏的

博士論文，就決意要研究黃博士的聖詩作品。

在研究與撰寫論文的期間，我與黃博士的通訊及電話交談，一方面

豐富了我對聖樂的知識，也讓我領會到他對聖樂的抱負、熱誠、堅持及付

出。很難想像，一位既博學又能幹的學者、工程師、作曲家、指揮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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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並曾擔任多項要職的「猛人」，竟然沒有半點架子，而且極為隨和謙

遜！ 他為後輩樹立的榜樣，就是他在主裏的「所是」，這也是每一位被上

帝重用之人的生命。

《黃永熙作品集》的出版，是華人聖樂界的喜訊！事實上，他對華人

聖樂的貢獻建樹良多，影響深遠！期望他的文章、作品，能豐富信徒的靈

命和增加他們對聖樂的認知。願上帝大大使用這書，賜福每一位聖樂事奉

者，從中得到教導、啟迪及激勵，藉聖樂的事奉榮耀三一真神。

吳忻牧師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特約教授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草於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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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序

每逢碰上李志剛牧師，他都提起我的恩師黃永熙博士在我一生事奉中

深遠的影響。我與恩師的交往是無所不談的：他年青時代在上海是如何珍

惜向猶太老師學習樂理、他在電影配樂上的急材、如何重視在教會詩班裏

如魚得水歡樂服事、如何把握突如其來的一次指揮機會，一舉成名而找到

自己的賞心樂事等，他都娓娓道來。他的一生對上帝敬虔、順服，從事職

業工程師退休後，仍對上帝的帶領保持開放的態度，隻身自美返港，為環

球聖經公會的服事從新起步；香港有幸得此賢師，為香港聖樂團開創一頁

不一樣的輝煌歷史，使香港教會得以豐富廣泛地接觸西方教會音樂史的經

典作品，為當時年青的合唱指揮鋪墊一個穩固的基礎。他對聖樂事奉的委

身與貢獻更可見於在聖經公會服務之餘，為新編《普天頌讚》一九七七年

中英版不遺餘力的貢獻，處理的英文往來信件數量龐大，為要得到來自世

界各地的宣教士在詩歌翻譯上的協助，這些瑣事都早被人遺忘，甚或不為

人所知，他這默默耕耘的事奉態度深深的感化了我，因此亦義不容辭地參

與了普頌校對、審稿的工作，深蒙教益與鼓勵。他在「東南亞基督教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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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會」的領導更是舉足輕重，其後該地區機構進一步發展為現時的「世

界華人基督教聖樂促進會」，就是在他建設的基礎上立足的。還望此作品

集能讓更多人認識這位影響香港聖樂至深遠的巨人。願一切的榮耀都歸予

三位一體的真神！

主僕

譚靜芝

香港聖樂促進會會長兼主席

主降二零一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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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序

實在難得與黃永熙博士「相遇」。

說到底，畢竟在學時常常聽到黃博士的名字，知道他對華人聖樂貢

獻良多，被譽為香港音樂界及聖樂界的「長春樹」，可恨自己年少，沒機

會親自拜訪和認識他。不過，我可以說，藉着閱讀他的文字，以及他的音

樂，我知道他是既多元、又全方位的聖樂人—一個人可以放下自己建築

師的專業，以及已建立十多年的事業，然後跳進毫不認識的文字工作。他

的出版視野，培養後輩，對聖樂之委身—實在是後輩楷模，如今可謂是

我的偶像！他大概不單是高樓大廈的建築師，也是許許多多聖樂同道之信

仰生命的建築師！

能在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擔任編輯，是我的福氣。沒想過，可以透過自

己的工作認識一代聖樂偉人。他畢生所作的聖樂分享與交流，為詩班展示

眾多優秀聖樂曲目及示範高水平的頌唱，提升了聖樂領袖的水平，擴闊了

他們的視野。說白的，就是香港聖樂從前沒有那麼繁盛，合唱水準也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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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高，黃博士對聖樂發展的付出，卻帶來了莫大的改變，是我看到天父給

廣大中國教會的恩典和福氣，也使現今的你我可以享受音樂的樂趣。

本書得以完成，實在感謝葉長盛博士及蔣慧民先生所提供的資料及寶

貴意見，亦不得不感謝陳淑茵小姐和李寶雯小姐，為本書輸入文稿，以及

李子卿小姐協助資料搜集。本書編輯時，除適量修正通用符號，更正註腳

資料等外，主要補註了三種《普天頌讚》（1936、1977及2006版）的版次

資料以便讀者理解。黃博士原希望《普天頌讚》第三次修訂能於二千年出

版，所以他稱之為《普頌2000》，因而這名稱在編輯時予以保留，其他就

篇幅長短、文章結構等均盡量保留黃博士撰寫原貌，務求藉此書對黃博士

在香港音樂及聖樂的參與及貢獻，作出最大的致意！但願黃博士精彩的聖

樂人生，也給你我一點啟發，願你我也在聖樂事奉上得到陶塑與激勵！

黃嘉莉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編輯



第一輯　普頌詩伴

黃永熙博士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間擔

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社長之時，推動重新修訂

《普天頌讚》。後在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七年

間，擔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音樂總編輯時，曾

為《文藝通訊》撰稿，以稱為「普頌詩伴」的專

欄講述對《普天頌讚》有貢獻者的故事，其中

以介紹作者生平為主，讓信徒從不同角度認識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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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顆耀揚星光的隕落：梁耀揚

《文藝通訊》第十六卷第三期 

1995年5月

突然收到梁耀揚先生於本年四月廿六日因癌病逝世的消息，真是像晴

天的霹靂，因為不久以前還見過他，那時他完全沒有患病的徵兆。而且他

一向很注意健康。以往他每天一早就去游泳，即使在寒冷的天氣，也沒有

停止他的冬泳。現在竟給惡毒的癌細胞吞噬了他的健康和生命。

耀揚君生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一個信奉佛教的家庭裏長

大。早年就讀於香港漢文大學。香港淪陷時撤退入內地，曾在貴州省貴陽

醫學院就讀。以後就在貴陽的中國銀行任職。一九四八年返回香港，入上

海商業銀行工作。在貴陽期間，他開始對基督教發生興趣，加入當地的聖

公會。返港後他成為聖公會聖保羅堂的會友。數十年來在教會各部門事

奉，深受該堂主內弟兄姊妹所愛戴。

一九六五年耀揚君與何淑坤女士結緍，育有二子。他的中英文根底甚

佳。五十年代開始成為政府的公務員，先後在香港警察局、市政局及廉政

公署任翻譯員。退休後仍常為高等法院服務。耀揚君的中國文學造詣甚

深，商務印書館曾出版他的《詩海同遊集》。

耀揚君喜好旅遊，足跡遍達國內各地和歐美各國。數年前曾循絲綢之

路遠征西域。返港後還寫了一篇有趣兼富教育性的報導。此外他又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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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河山詩集》及續集分贈親友。

耀 揚 君 喜 愛 古 典 音 樂，尤 其 是 大 型 的 古 典 聖 樂。香 港 聖 樂 團 於

一九五六年成立時，他便加入該團為團員，為該團碩果僅存元勳之一。在

香港聖樂團三十九年的歷史當中，他曾擔任差不多所有的職務，上至主

席、副主席……直至文書、總務、歷史檔案保存等不同的部門。聖樂團的

團員中沒有任何人像他擔任過這樣多的角色。耀揚君做事認真兼細心，

一絲不苟。他在聖樂團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每次聖樂團外出旅遊演唱，都

由他統籌一切。演出地區包括馬尼拉、台北、新加坡、北京、上海、溫哥

華等。因為人數眾多，各人的需要不同，這是一件繁冗吃力不討好的差

事。可是他總是處理得井井有條，絲毫不亂，每次返港後都作詳盡的書面 

報告。

何世明法政牧師在耀揚君安息禮拜中，用了四個最中肯的字「實而不

華」來描述他的為人。他的確是務實派而不是高談派，總是安安靜靜地履

行他的任務。他曾介紹不少人加入聖樂團。也曾把他在廉政公署的英籍上

司夫婦帶來聖樂團，成為聖樂團的中堅分子，直至他們退休返英為止。可

見他與同僚的關係至為融洽。他的英文名字是「彼得」，也許取名為「安

得烈」會更為適合。

耀揚君早在七十年代已協助筆者在重編《普天頌讚》（1977）的事工

上翻譯了十五首新詩。前些時候筆者曾向他提及我這次返港的兩件主要

任務，其中一件就是把目前的《普天頌讚》（1977）再作修訂，計畫在主降

二千年時出版。到時亦需要他像二十多年前一樣大力幫忙。可是工作正在

開始他已離開我們。這次重編普頌的事工已失去了四位得力的同工。除了



第二輯　其他聖樂文章

黃永熙博士對中文聖詩認識之深廣，還可以

從其他由他所寫關乎聖樂之文章了解。從他

為《基督教週報》、各種教會特刊、文集或

研討會所寫的文章，皆可看出黃博士對聖樂

的熱愛及真誠。此輯所收錄的主要與聖詩發

展、教會合唱及詩歌版權相關，可看到黃博

士重視事奉人員質素，致力將聖樂本色化，

鼓勵新曲詞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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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提倡聖樂說到唱聖詩

《基督教週報》527期 

1974年9月29日

過去的一個星期，在台灣舉行了東南亞基督教聖樂促進會的第二屆

大會。出席的代表包括東南亞各地區聖樂工作者，大家共同商討怎樣來加

強信徒對聖樂的認識，鼓勵創作新的曲譜和歌詞，並提高聖樂在崇拜的地

位，以達到榮神益人的目的。最近本港在基督教聯會領導之下，亦決定有

類似的組織，讓各教會的詩班經常有聯繫，也設法增加詩班所需曲譜的供

應，並加強司琴和指揮的訓練。這是一件很有意義和重要的事工。不過通

常我們有一個錯誤的思想，認為提高聖樂水準就是等於提高詩班的音樂水

準。當然，我們承認提高詩班的水準是重要，但到底我們的主日崇拜不是

一個音樂會，我們的教堂並不是一所音樂廳。我們是以音樂來協助崇拜，

而不是崇拜音樂。

促進聖樂最主要目的是使每個信徒都重視聖樂，並能多多利用聖樂來

幫助個人及集體達到靈性更崇高的境地，因此詩班獻詩和會眾唱詩，在整

個崇拜中都是同等重要。為着篇幅關係，我們暫且不談詩班的問題，這是

和領導者及班員的訓練有關，也是聖樂促進會所希望協助的事工之一。我

們現在只談一下有關唱聖詩的問題。這是我們每個信徒所應注意的。

許多人認為聖詩只是在公共崇拜的場合才應用。也許有很多信徒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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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一本聖詩都沒有，認為只有在會眾唱詩的時候才用得着聖詩。其實有許

多首聖詩本來是為個人而寫的。因此聖詩可以成為很好的個人靈修工具。

聖詩當中有不少美好的詩句，對我們靈性的長進有很大的幫助。倘若我們

單靠每禮拜主日崇拜會眾唱詩時方接觸這些聖詩，我們很難注意到詩的內

容，因為我們顧到旋律的高低，節奏的變化和拍子的快慢等，就很容易忽

略歌詞的意義。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對聖詩的內容都很熟悉的話，在會眾唱

詩的時候，我們方能口唱心和地，以靈和悟性來歌唱，整個崇拜氣氛會完

全不同。

詩篇裏多次提及，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可是有許多教會，一年到

頭沒有唱幾首不同的聖詩。理由大概是因為會眾不會唱，索性不開口，因

此牧師也不敢選用新詩。我們教會應當盡量用各樣的辦法，讓教友多學習

新詩。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有好幾間教會曾經試辦過，只要有決

心，不會不成功。新編的《普天頌讚》，將有不少的新詩。希望將來能出

些卡式錄音帶，以便幫助一般教友們來學習這些新詩。

基督教是一個歌唱的宗教。我們利用聖詩來表達我們的情感和思想，

我們利用聖詩來表揚我們的信仰，我們利用聖詩來使我們基督徒能彼此

有更密切的團契，我們利用聖詩來幫助我們應付我們日常生活中種種的壓

力，我們利用聖詩來表達我們基督徒的喜樂，我們利用聖詩來宣傳主的恩

和主的愛，我們利用聖詩來讚美永生的主上帝。聖樂不是我們教會的一種

美麗的裝飾品，用來點綴我們的崇拜。聖樂不但能幫助我們得着更豐盛的

生命，也是我們基督徒靈性生活的一部分。詩人這樣說：「凡有氣息的都

要讚美耶和華！」



第二部分

音樂作品



第一輯　藝術歌曲

黃永熙博士熱愛中國文化，亦致力把中國音

樂推廣於中西內外，因而編寫過不少藝術歌

曲。此部分輯錄之首五首，原以《陽關曲：黃

永熙作品》為題於一九四七年出版，由幸運 

樂譜謄印服務社印行，其初版附註抄錄如

下。此外，本輯另收錄八首合唱及獨唱作品， 

其中《飄泊天涯》亦曾由幸運樂譜謄印服務社 

於一九六六年出版，而《蘇武牧羊》一曲則

原載於《中國民歌獨唱曲集》，後經黃博士

編成合唱曲，故輯錄於本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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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陽關三疊 Triples of Yangguan 王維詩

黃永熙 (1946)

© Heyward Wong.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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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聽！你愛的提琴又為你奏起了一曲 曹沛詞

Listen, Your Beloved Violin Is Playing for You Again 黃永熙曲 (1945)

© Heyward Wong. Used by permission.

編註：手稿下方有以下附註。黃永熙於申江兩會別墅追悼會之用。代為配曲以為輓歌兩
首，並囑咐曹沛小姐特擬為故友鄭立加君逝世一周年紀念。　民國卅四年（1945）七月 
（註：曹沛為鄭立加之未婚妻，輓歌之第二首已遺失。）



第二輯　民歌

此部分所輯之樂譜，原以《中國民歌獨唱曲

集》為題於一九六二年出版，由幸運樂譜謄

印服務社印行，後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再

版，載有二十首比較著名的中國民歌。樂曲

多採用中國五聲音階曲調，並採以西洋和聲

伴奏。黃博士的伴奏可謂充滿趣味，樂曲中

西合璧，情感豐富動人。茲將其序抄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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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白菜 Little Cabbage 中國民歌

黃永熙編

© Heyward Wong.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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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雨不灑花花不紅 中國 (雲南) 民歌

Gentle Showers Bring Red Flowers 黃永熙編

© Heyward Wong. Used by permission.



第三輯　聖樂作品

黃博士的聖樂作品眾多，尤以聖詩為然。單

計在1977年版《普天頌讚》內，黃博士創作

之聖詩曲調多達二十一首，改編十四首，配

和聲三十四首。他的作品旋律往往有強烈中

國風，富有個性和特色，剛柔並重。此輯雖

未能盡行收錄所有聖詩作品，但收錄了女聲

獨唱〈聖母頌〉及大型合唱作品〈收成歌〉；

另收錄一些禮儀歌曲，其中之〈主禱文〉可謂 

深入民心，廣為中國教會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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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母頌 Ave Maria 黃永熙編 (1942年9月2日)

© Heyward Wong.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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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ward Wong. Used by permission.



第四輯　福幼兒童歌集

《福幼》原是廣學會於一九一五年所創辦的

兒童雜誌，後來於一九五二年底復刊，以月

刊形式出版，直至一九八零年停刊。對象為

小學生，內容豐富，除各種故事外，還有益

智題、手工、遊戲等材料。

© Heyward Wong. Used by permission.



黃永熙曾為一九七一年間的每期《福幼》創

作一首新兒歌，後來收錄至《福幼兒童歌集》

（英文版本：Happy Childhood Songs），於

一九七二年出版。其序如此寫道：「小孩子

喜歡詼諧、幽默。他們從嬉戲中可以學習許

多東西。並且他們天真無邪的本質容易引起

真、善、美的共鳴。本歌集的編寫也希望利用

音樂來幫助他們這方面的發展。不論歌詞或

調子都容易學習而鋼琴伴奏也力求簡單。其

中有幾首就是初學鋼琴的幼童也可以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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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蝴蝶之歌 The Butterfly 黃永熙詞曲

Trans. By D. E. Jones

© 1972 by CCLC© 1972 by C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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