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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约翰更新主日崇拜 24.5.2015 

主题：卫理子民，动荡时代的盐和光！ 

登殿敬拜 

礼拜开始时，可播放有关尼泊尔地震、伊斯兰国、马来西亚种族宗教极端主义

等动荡的新闻报导或影片。 

安静默祷：  

宣召敬拜：彼得前书一 6-7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

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

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始礼诗歌：《圣名荣光歌》 普颂 56首1  

 

称赞主名 

同声颂扬：2 

旧约、新约、福音经课： 

唱荣耀颂： 

宣认信仰：《我们的社会信条》3 

弟兄们：我们相信上帝，宇宙的创造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切受造

物的救赎主。我们相信圣灵，藉祂，我们得着恩赐。我们为着滥用这些

恩赐，作远离上帝，自私的用途，而悔罪。 

 

姐妹们：我们肯定这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并委身确保人类维护、改进

和忠心使用它。 

 

                                                           
1
 卫斯理約翰在1738年5月期间，曾为着自觉“是已经卖给罪了”，并且充满各样的可憎恶的，

感到忧愁。他挣扎时，发掘自己没有喜乐。直至 5月 24 日晚上在阿尔德门街经历重生更新以后，

在 5 月 25 日早晨睡醒的那一刻，“耶稣我主”这句话充满他的心和口，他表示：“我觉得我的

全部力量在乎仰望祂，我的灵魂不断地等候祂。”因此，高唱《圣名荣光歌》可挥去灰色阴霾，

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得盼望、得喜乐。此圣诗乃由查尔斯卫斯理创作。他亦在 5 月重生得救，

一年后，即 1739 年，为纪念自己重生而写成此圣诗。参：卢臻长编，圣诗导唱（诗巫：马来西

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2011），41-42。 
2
 领唱团可唱：“世界的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活出爱”、“真光照耀”、

“把冷漠变成爱”等。爱神爱人（太 22:37-40）是卫斯理十分强调的真理。 
3
 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信仰手册（诗巫：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

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2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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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们为自己和他人，喜乐的领受社群、性别、婚姻和家庭所带

来的福分。 

 

姐妹们：我们委身维护男女老少和残障人士的权益、生活素质的改善，

以及每一个人的权益与尊严。我们相信，有权利和义务为上帝的荣耀和

他们的好处而努力，并在期间同时维护他们自己的福利。 

 

弟兄们：我们也相信，他们有权享有上帝所托付之产业、做集体价格，

进行负责任的消费，以及消除经济与社会的困厄。 

 

姐妹们：我们致力于扩展世界的和平、各国的公义与法治统辖、以及普

世个人的自由。 

 

会众：我们相信上帝的道在现今和将来都要在人的事务上得胜，我们也

乐意接受我们的使命，在世上彰显和活出福音的生命。阿们。 

 

静听主话 

诗班献唱： 

见证分享：4 

证道经文：马太福音 5：13-16 

证道题目：卫理子民，动荡时代的盐和光！  

 

回应感恩 

金钱奉献：《主仆颂主歌》普颂 52 首5 

唱献礼颂： 《献礼文》普颂 644 首 

 

差遣服事 

教会消息： 

                                                           
4 牧者可选一位在职场上有美好见证，发光作盐的执事或会友上台分享五分钟见证。又或者是

一位在生命中曾经历大动荡，却仍坚定信靠神的教会领袖或会友，上台作见证。也可以是积极

参与怜悯与公义事工的弟兄或姐妹，如监狱探访、街头事工等，上台作见证。 
5
 1740 年代，英国卫理公会信徒们大遭逼迫，韦斯利兄弟被怀疑对君王不忠诚。查尔斯被拖去

见官员，亦被人标上流氓、坏蛋、恶人、扒手、伪装者等称号；他哥哥约翰则被认为是假祭司。

他们俩根据诗篇 93：1-4及启示录 7：9-12，写下四段震撼人心的诗词。其宗旨在于安慰、鼓励

受苦中的主仆切勿惧怕，因为神仍坐在宝座上。参卢臻长编，同前，43。今天的奉献可特别用

来作尼泊尔救灾，帮助受逼迫之基督徒，或牧区中的怜悯公义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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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祷告：（卫斯理约翰的祷告） 

主席：上帝啊，求祢释放我，能脱离懒散的心思、所有的不泠不热，以

及灵里的沮丧。 

会众：我知道这一切会减弱我对祢的爱；所以求祢充满怜悯的帮助我的

心，能从以上的状况中得自由，并且赐给我一个有活力、热情、积极和

喜乐的灵，以致我可以精力充沛的去执行祢所命令我去作的事，而且还

能感恩的忍受祢所为我选择的一切，也总是能在一切事上顺服祢那圣洁

的爱。 

主席：上帝啊，求祢使我们的脚步稳固，以致我们不会因世界的动荡而

摇晃震惊，反而能坚定的朝向祢的荣耀天家走下去。 

会众：还有，上帝啊，我们也不会因为所遇到的天气而责难和苛评我们

的旅程，亦不会因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离开正路。是的，风常是强劲

的，我们自己的重担也常把我们压下去。但是，上帝啊，求祢伸出祢的

手，祢拯救的手，快快的解救我们！ 

主席：上帝啊，求祢教导我们使用这短暂的生命；就像朝圣的人们将回

到他们所爱的家一样，我们会拿着我们旅程上所需要的东西上路，却不

会想要定居在异地。 

会众：上帝啊，求祢赐力量给祢的仆人，让祢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成为

我们使用我们的理解、情感、触觉、健康、时间和一切从祢而来的才能

的动机。上帝啊，求容许我们的心没有挣扎地让祢来统治，让祢管理我

们的思想、言语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责任和祢的诫

命，能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来爱祢。 

同声：阿们。 

 

委身诗歌：《深爱连系如此福气》联诗 251 首6 

差遣祝福：希伯来书 13:20-21 

唱阿们颂：普颂 675 首 

退殿诗歌：（任选） 

 

 

                                                           
6卢臻长编，同前，89。在卫斯理约翰和查尔斯的时代，分歧和贫富悬殊的情况非常严重。他们

兄弟俩在英国事奉初期，根据圣经传讲合一和完全的信息，不分贫富地宣讲耶稣的福音。然

而，他们仍被民众冠上难听的名号，如反对者、叛徒等等。诗歌内容表达了因着耶稣基督蒙主

悦纳，以致可以合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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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道题目：卫理子民，动荡时代的盐和光！  

经文：马太福音 5：13-16 

证道大纲 

 

引言：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啊！ 

 

卫斯理约翰是一个关心时代，影响时代的基督徒和属灵领袖。他指出，要领受和经历

上帝的恩典，除了信靠基督的福音之外，基督徒努力发光作盐，在日常生活中有怜悯

人和伸张公义的行动，也是令自己经历神恩福的途径。他说：“我们常指蒙恩途径

就是那些敬虔的工，如读经、领圣餐、公祷和私祷、禁食等，但那是否是唯一

的方法？有没有其它方法令上帝喜悦…也能传递祂的恩典？…… 当然有，就是

怜悯之工，它与敬虔之工是一样的，都是真实的蒙恩途径。”7 

 

 “怜悯之工”是什么？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卫斯理说，这包括：“我们所说、

所做和所给予的，使我们邻舍的身心得益，就如把食物给饥饿的、把衣服给赤

身露体的、帮陌生人、探望患病或在囚的、安慰受痛苦的、教导无知的、责备

行恶的。”8  

卫斯理所强调的完全合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5：13-16的教导。  

 

内容： 

（一） 你们是地上的盐（太 5:13） 

1.1 盐的功用。 

1.2 盐失味的结果。     

1.3 例证：卫斯理约翰在讲章《登山宝训第四讲》里说：“基督教基本

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宗教，把它转为独善其身的宗教，就等于把它毁

了”（Christianity is essentially a social religion; and that to turn it into a 

solitary one is to destroy it）。意思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们是不

能，也不可以，与社会及人群分开；我们不能与人和世界没有沟通。

卫斯理认为，我们的信仰最基本的就是良善。但是，良善若没与人

接触就没有意义。我们的信仰也是个和平的信仰，但若没有与世界

交流，也是达不到和平的。我们若与世隔绝，就无法活出信仰！ 

1.4  例证：砂拉越卫理公会第一位宣教士，富雅各(James Matthew 

Hoover)，是美国人，来到诗巫三十二年，在动荡不安的垦场作盐，

一方面传扬基督纯正的福音，一方面积极作社会关怀，引导诗巫走

向现代化！ 

                                                           
7
 卫斯理讲章《论探访病患者》“On Visiting the Sick”，1786。 
8
 卫斯理讲章《登山宝训第六讲》“Upon Our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 Discourse 

VI”，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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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应用：请问，在动荡的时代，我们是地上的盐吗？ 

 

（二） 我们是世上的光（太 5:14-16） 

2.1 光不能隐藏。 

2.2 光的功用──照亮一家！ 

2.3 光的意义──美好行为。 

2.4 光的目的──荣耀天父！ 

2.5 例证：卫斯理约翰在讲章《登山宝训第四讲》里说：“Be not 

ashamed even to stand alone, so it be in the ways of God. Let the light 

which is in your heart shine in all good works both works of piety 

and works of mercy. And in order to enlarge your ability of doing 

good, renounce all superfluities. Cut off all unnecessary expense in 

food, in furniture, in apparel. Be a good steward of every gift of God, 

even of these his lowest gifts. Cut off all unnecessary expense of time, 

all needless or useless employments; and ‘whatsoever thy hand findeth 

to do, do it with thy might.’ In a word, be thou full of faith and love; do 

good; suffer evil. And herein be thou ‘steadfast, unmovable;’ yea, 

‘always abounding in the work of the Lord; forasmuch as thou knowest 

that thy labour is not in vain in the Lord.’” 
2.6 例证：家里、职场、社会上发光的见证。 

2.7 应用：你生活圈子里，身边有多少人是非信徒？这是我们发光的

机会！参与大马卫理公会总议会发动了 M24-7守望祷告运动也是

发光的机会！ 

结语： 

动荡不安的时代需要盐和光！你愿意为主站起来，作盐发光，成为更新转化国

家的一份子吗？你照你的一方，我照我方，以马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