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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卫斯理约翰更新主日 

这主日的主题为“试炼中仰望主”；礼仪是依据彼得前书一章 6 至 7 节为基础。 

一） 我们——得救的人在救恩中是大有喜乐的。 

二） 然而，凡事都有定期定时；我们的生命难免会遇到试炼，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全心信

靠主，因祂是我们的救主，亦是我们的灵友，祂必要带领我们渡过艰难时刻。 

三） 当我们在大试炼中表现信心时，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灾

难是暂时的，主耶稣再来给我们的称赞、荣耀、尊贵是永恒的。 

四） 讲章大纲是根据卫斯理约翰标准讲章第 47 篇：《在诸多试炼中的忧伤》。 
 

 

 

试炼中仰望主   

大 有 喜 乐 
序乐：  司琴 

静候： 《静候善良主》联诗 248 诗班/小组 

醒起： 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 

琴瑟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醒起！ 

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 

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一〇八 1-5） 

司会 

颂赞： 《圣名荣光》普 56 

《你当欢欣》普 68 

会众 

怜悯： 司会： 弟兄姐妹，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让我们同心祷告： 

司会： 丰盛怜悯似海深，怎可负义又忘恩？ 

上帝能将怒气抑，饶恕我这罪愆身？ 

姐妹： 长久背弃祂恩典，多时触怒祂慈颜。 

数次跌倒伤祂心，不听祂口亲呼唤。 

弟兄： 否认耶稣我救主，再起高县十架柱。 

常让圣名遭玷污，使祂公开蒙羞辱。 

司会： 救主伫立我眼前，显祂伤痛双臂展。 

我主是爱爱我深，感主哀痛爱无限。 

全体： 诚心悔改到主前，抚今追昔思万千。 

痛定思痛深负疚，信我自今不再犯。 

司会： 上主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经文取自诗一〇三 8；八十六 5；祷文取自《丰盛怜悯》联诗 172） 

司会/会众 

颂祷： 《主祷文》 会众 

献诗：  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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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心 信 靠 

 奔投： 《灵友歌》普 357（第一节） 会众 

定时：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传三 1-8） 

司会 

保全： 《灵友歌》普 357（第二节） 会众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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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一 6-7）  

司会 

宣讲：  “在百般的试炼中”  牧者 

回应： 《使徒行经》 会众 

奉献： 《培养情操》普 375 会众 

献呈： 《献礼颂》 会众 

报告：  牧者 

 

荣 美 盼 望 

盼望： 《吹起号角》普 581 会众 

祝福：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在百般试炼中，仍然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根据罗十五 5-6） 

阿们。  

牧师 

回应： 《阿们》 会众 

遣散： 《遵主做工》普 474 会众 

殿乐：  司琴 

默祷：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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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卫斯理约翰更新主日讲章大纲 

主题：“在百般的试炼中”  经文：彼得前书一 6-7 

根据卫斯理约翰标准讲章第 47 篇： 

《在诸多试炼中的忧伤》(Heaviness through Manifold Temptations) 

参考：Albert C. Outler, ed., The Bicentennial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ume 2): Sermons 

II, 34-70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5), 222-235. 

引言： 

过去几个月，世界经历许多苦难和冲击：澳洲山火、东非蝗虫肆虐、美国严重流感侵

袭、武汉肺炎疫情……。在各地的基督徒并没有幸免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一

切灾难？请看彼得前书一 6-7。 

一，不要忘了我们在救恩里的大喜乐（一 6 上）： 

1. 父神借圣灵，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大怜悯，预备了永恒的救恩（一 1-5）。

因此，我们有大喜乐！卫斯理约翰强调，救恩的两大果子就是圣洁和喜乐

（holy and happy）。 

2. 例证：分享自己重生得救之乐。 

3. 请问，你有这大喜乐吗？你亲爱的家人获得这大喜乐了吗？在世上我们有苦

难，但它们不能夺走我们在救恩里的大喜乐。 

 

二，不要让各种苦难击垮我们的信心（一 6 下-7 中）： 

1. 虽然基督徒有救恩里的大喜乐，但在世上仍会面对大试炼---“百般的试炼”，

以及它所造成的“暂时忧愁”。“试炼”一词在希腊文里（名词 peirasmos，动词

peirazo）可指考验、试验、试探。它有消极和积极两面的意义，要看经文的

上下文来决定。若上下文谈的是源自慈爱又光明之上帝的考验，为要使祂的

儿女更成熟，《和合本》多译成“试炼”；若上下文论的是来自魔鬼的引诱，

为要使我们受迷惑、行不义、离开神，《和合本》多译成“试探”。  

 

2. 基督徒会面对“百般”（各种各样，manifold, various）试炼、试探、考验、苦

难、挑战、冲击、压力、疾病、丧亲之痛、家人执迷不悟的问题、魔鬼的攻

击等等。甚至会“忧愁”（忧伤，苦恼，suffer grief, distressed）。卫斯理约翰在

他的讲章《在诸多试炼中的忧伤》里指出，有活泼的信心和诚心爱上帝的基

督徒，也有可能经历这种忧愁和忧伤笼罩他的整颗心与灵魂。 

 

3. 不过， 这一切苦难使基督徒结出更纯真、坚固、增长的信心，就像金子被火

试验一样。卫斯理约翰指出，苦难和忧愁不能削弱和毁灭上帝在信徒心中的

工作（Their heaviness did no way impair, much less destroy, any part of the work 

of God in their hearts）。“虽然他们忧愁，但他们仍然圣洁。他们保持同样的能

力胜过罪。”（Though they were heavy, yet were they holy. They retained the same 

power over sin）。卫斯理强调，当信徒的信心更纯真、坚固与增长，他们的

盼望也增长，对神的感恩及对人的善意（即爱神爱人的心）也增长。我们变

得越来越谦卑与圣洁。这样的生命和表现通常会成为别人的榜样，让人们看

见一个在风暴、忧伤、疾病和伤痛中，仍然平静安稳、坚强、喜乐、善良、

有美德，成长的生命。在 1739 年 3 月 16 日，卫斯理在一封写给乔治.怀特腓

的信中，赞扬一位 17 世纪中叶的伦敦圣公会牧师 Simon Patrick，他在 1665-

1666 年伦敦发生可怕的鼠疫时（当时伦敦 46 万人口，死了约 10 万人），不

离不弃社区里的人，留在牧区内牧养受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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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证：分享自己（或某弟兄姐妹，或教会历史中的圣徒，如英国曼彻斯特东

南部，伊姆村的圣公会牧师威廉.蒙佩森 William Mompesson 如何在 1665 年带

领 344个村民自我牺牲，面对黑死病，将自己隔离起来，使疫情止步）所经历

的苦难与忧愁，以及从中所产生的纯真信心和信仰、美德和成长。 

 

5. 请问，你的信心经得起考验吗？你的家人对主有坚定的信心吗？我们当重视

家庭门训，坚固家人对主的认识和信心。 

 

三，不被眼前灾难模糊主前的大荣耀（一 7 下） 

1. 有得救之大喜乐，以及在大试炼中表现宝贵信心的基督徒，将在主耶稣再来

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praise, glory and honor）！眼前的灾难只

是暂时的；主耶稣再来时给我们的称赞、荣耀、尊贵是永恒的。 

 

2. 卫斯理约翰说，有信、有望、有爱、圣洁的基督徒，将得着“从上帝自己而来

的称赞”（praise from God himself）、“由伟大的审判者赐给所有忍耐到底之基

督徒的荣耀”（glory assigned by the great Judge to all that have endured to the 

end）、“从他人和天使来的尊重”（honor from men and angels）。 因为马太福

音十六 27指出：“人子将要在他父的荣耀中，与他的天使们一起来临。那时候，

他要按照各人的所作所为回报每个人。”（中文标准译本）还有，哥林多后书

四 17说：“原来我们这暂时、轻微的患难，正为我们带来极重无比、永恒的荣

耀。”（中文标准译本） 

 

结论： 

    面对灾难和百般试炼，不要忘了我们在救恩里的大喜乐，不要让各种苦难击垮我们的

信心，不被眼前的灾难模糊了在主面前的大荣耀。卫斯理约翰说，基督教的信仰给了我

们永恒的盼望，以及现在生发仁爱与美德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