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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约翰更新主日崇拜 19.5.201319.5.201319.5.201319.5.2013 
主题：恩上加恩 

登殿敬拜：登殿敬拜：登殿敬拜：登殿敬拜：    
安静默祷 
进殿诗歌：普诵 56 首“圣名荣光歌”（O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崇拜主席可在唱诗前解释说: 1738 年 5 月，31 岁的卫斯理查尔斯从一位莫拉维夫海外
宣教士彼得.贝勒口中听见：“我若有一千个舌头，就全都用来赞美祂！”结果，在查尔斯
真正重生的一年后，即 1739 年 5 月 21 日那天，为了记念他宝贵的属灵生辰，他写了
这首十八节的圣诗，后被其兄改为十一节。八天后，即 1739 年 5 月 29 日，他在一位
农夫法兰竞先生的邀请之下，第一次在农田向大约五百听众露天讲道！一个月内，圣
灵已感动上万人在伦敦听他布道！ 
 
其实，普诵里“圣名荣光歌”的第二排正唱出了查尔斯重生时的经历，也就是 1738 年 5
月 21 日那一天，查尔士病倒在床上，且正处在怕死的阴影中。但是，有几位朋友来看
他并唱诗给他听。他在日记中说：“我正十安静平稳的睡着，那时听到有声音对我说，‘因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相信，祂要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话刺我的心，我惊奇又战
栗的躺着，用惊悸的心说，‘我信！我信！’”请会众起立唱普诵 56 首“圣名荣光歌”。（这内
容可放在演示文稿上给会众看） 
 

始礼诗歌：普诵 625 首 “主在圣殿中” 
宣召敬拜：诗篇 107:1,8. 
 
称讚主名：称讚主名：称讚主名：称讚主名：    
同心讚美：普诵 363 首“神圣纯爱歌”（Love Divine, All Love Excelling） 

 
崇拜主席可在唱诗前解释说：40 岁的卫斯理查尔斯发表这首圣诗，歌颂神圣纯爱，进
入罪人的战栗心中，带来甜蜜安息丶自由与成圣，并最后天堂里的完全和荣耀！查尔
斯被神圣纯爱所激励，就在同一年里，他开始去爱尔兰传道丶传爱。（这内容可放在演
示文稿上给会众看） 
 
若有“敬拜赞美”时光，可唱与恩典有关的诗歌，如“主恩典”、“仰望恩典”、“奇异恩典”、“何等
恩典”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启应祷告（卫斯理约翰星期日早晨的祷告文）： 
 
主席：全能的上帝，慈悲的父：祢卑微的僕人带著谦卑，愿意在祢跟前献上自己，要
把自己清晨的爱和感恩之祭献给祢。配受敬拜的父，祢完成创造奇功而后进入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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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歇，愿荣耀归给祢！ 
 
会眾：圣子耶穌，祢藉著永恒的灵把自己献上，為全世界的罪恶成為了园满、完美和
全备的赎罪祭。三日后祢的确从死里復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於祢，愿荣耀归
於祢！ 
 
主席：赐福的圣灵，祢从父和子而出。七日的第一日，祢在使徒当中犹如舌头的火焰
临在，祢也赐给他们力量把救恩的好消息向罪恶的世界宣讲，愿荣耀归於祢！ 
 
会眾：神圣却不分隔的三位一体，祢一致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并且復修了我们，使我
们再次能成為满有荣耀和自由的上帝之子，愿荣耀归於祢！ 
 
主席：祢怜悯世人的软弱，為我们立定这样严肃的一天来记念祢带给我们无尽的恩
惠，愿荣耀归於祢！ 
 
会眾：愿圣灵光照、防备和帮助我们，在这样神圣的一天去完成我们的责任，让我们
游移不定的思潮可以定睛在祢那里，我喧哗骚动的情感可以镇静，而我平淡又泠漠的
意愿可以被挑旺，热切渴望并渴慕祢。阿们。 
 
唱主祷文：普诵 648 首 
旧约经课： 
新约经课： 
福音经课： 
唱荣耀颂： 
宣认信仰：同唸使徒信经 
 
静听主话静听主话静听主话静听主话    
诗班献唱： 
证道经文：约翰福音 1:16; 罗马书 8:1-4, 18-23. 
证道题目：恩上加恩 
 
回应感恩回应感恩回应感恩回应感恩    
金钱奉献：普诵 367 首“颂主之心歌” （O For a Heart to praise My God） 

 
崇拜主席可在唱诗前解释说：卫斯理查尔斯在 1742 年时，根据诗篇 51:10 写下这首诗
歌：“上帝啊，求祢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甚愿自己能有一颗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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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自由的心丶全然降服於基督的心丶谦卑忠信的心丶神圣纯爱的心丶具神性情的心。 

 
唱献礼颂：普诵 644 首“献礼文” 
 
差遣服事差遣服事差遣服事差遣服事    
教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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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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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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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拿著我们旅程上所需要的东西上路，却不会想要定居在异地。 
 
会眾：上帝啊，求祢赐力量给祢的僕人，让祢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成為我们使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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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诵 68 首“你当欢欣歌”（Rejoice, the Lord is King） 

 
崇拜主席可在唱诗前解释说：1744 年是很独特的，因为卫斯理约翰召开了第一届的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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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年议会（6 月 25 日）。已经露天到处布道约五年的查尔斯暮然回首，巡回传道中
种种遭遇，包括许多不理性的暴徒扰乱他的聚会，甚至造成他身体受伤，有些反对者
敲锣打鼓丶叫嚣咒骂丶掷石丶用利刀抵着他的脖子胸膛等，也有者曾经推倒房子将他
拉出来，还试过把他从马上硬拉下来，将他投进河流中！但是，查尔斯想起使徒保
罗，当年他为福音受苦时在腓立比书信中却还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
们要喜乐！”（4:4）这感动查尔斯写了“你当欢欣歌”这首圣诗，邀请基督徒们无论如何，
都要欢欣高颂救主为君王，祂是真理慈爱之神丶为世人罪而死并升天的神丶拿着死亡
和阴间钥匙的掌权者丶坐在天父右边的得胜者丶必再来带祂众仆人归永恒天家的审判
主。（这内容可放在演示文稿上给会众看） 

 
差遣祝福：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24 
唱阿们颂：普诵 675 首 
退殿诗歌：（任选） 
 
 
 
 
 
 
 
 
 
 
 
 
 
 
 
 
 
 
 
 
 
 
 
 



 5 

证道经文：约翰福音 1:16; 罗马书 8:1-4, 18-23. 
证道题目：恩上加恩 
 
证道大纲：证道大纲：证道大纲：证道大纲：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天父上帝在耶穌基督和圣灵里的恩典浩瀚伟大。使徒约翰说：“从祂丰满的恩典里，我
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卫斯理约翰和查尔士都非常看重和高举上帝的恩典。例
如，在十八世纪时，当卫斯理约翰解释主祷文里“愿祢的国降临”时，他写下的註解
是： 
 

愿祢的国降临－即愿祢那恩惠的国度恩惠的国度恩惠的国度恩惠的国度快降临，吞没地上所有的国度！基督，

愿全人类接受祢作他们的王，真实相信祢的名，并被公义、平安、喜乐所充
满，且被圣洁和快乐充满，直到他们进入祢荣耀的国度中，与祢一同掌权到永
远。（参卫斯理约翰所著新约圣经註解笔记，页 38） 

 
恩上加恩包括什麼呢？请看罗马书 8:1-4, 18-23。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1. “不定罪”的恩典（罗 8:1）－在基督里，一切罪孽都被主宝血所洁净！这恩
典带来喜乐与平安（happy and peace）！ 

 
2. “释放”的恩典（罗 8:2）－在圣灵的权能和管治里，一切罪恶的权势和捆绑

都可被破除！这恩典带来圣洁与能力（holy and power）！ 
 

3. “成圣”的恩典（罗 8:3-4）－上帝藉祂独生子所成就的救赎，能使律法的义/
要求（即爱神爱人的生命）成就在那些时刻顺从圣灵的人身上！江山易改，
本性“能”移！这恩典能使人迈向和达到卫斯理约翰常说的“基督徒的完全”
（Christian Perfection; 太 22:37-40）。 

 
对卫斯理约翰来说，圣洁，或圣洁的爱，是基督教信仰的终极关怀。他曾这
样说： 
 
我们主要的教义有三，即关乎悔改的，信心的，和圣洁的。这三个中的第一
个，我们视之為信仰的门廊，下一个是信仰的门，而第三个则是信仰本身。
信仰的门廊代表悔改或知罪，这常发生在信心之前。信仰的门则代表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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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我们视这信心，绝对不仅是对圣经真理有理性上的同意，也是确信基

督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信仰本身，即圣洁，我们定义為：圣洁，我们定义為：圣洁，我们定义為：圣洁，我们定义為：““““我们全我们全我们全我们全
心爱上帝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并且在这爱中戒绝诸恶，向眾人尽心爱上帝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并且在这爱中戒绝诸恶，向眾人尽心爱上帝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并且在这爱中戒绝诸恶，向眾人尽心爱上帝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并且在这爱中戒绝诸恶，向眾人尽
行诸善。行诸善。行诸善。行诸善。””””我们相信，这爱是生命的良方，是对堕落世界的诸邪恶、诸痛

苦、诸恶习的最佳治疗法。那里有这爱，那里就有美德和快乐携手相随。也
有谦卑的心思、温柔、坚忍、上帝的全部形像，同时，还有那出人意外的平
安、无法言喻的喜乐，以及充足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渴望在世上建立的信
仰，一种有爱和喜乐，以及和平的信仰；它的座位是在心中，在灵魂的深
处，但它却常藉著果子显露自己，而且不断在无邪（因爱是不对邻舍作恶）
和各样善行中涌流出来，向四周传播美德和快乐。（参 The Principles of a 

Methodist Farther Explained） 
 
Our main doctrines, which include all the rest, are three---that of repentance, of 
faith, and of holiness. The first of these we account, as it were, the porch of 
religion; the next, the door; the third, religion itself…Religion itself…we 
define,“The loving God with all our hearts, and our neighbor as ourselves; and in 
that love abstaining from all evil, and doing all possible good to all men…The 
[holy] love we believe to be the medicine of life, the never-failing remedy for all 
the evils of a disordered world, for all the miseries and vices of men. Whenever 
this is, there are virtues and happiness going hand in hand. There is humbleness 
of mind, gentleness, longsuffering, the whole image of God, and, at the same 
time, a peace that passeth all understanding, and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 This religion we long to see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a religion of love, and 
joy, and peace; having its seat in the heart, in the inmost soul, but ever showing 
itself by its fruits; continually springing forth, not only in all innocence, (for love 
worketh no ill to his neighbour), but likewise in every kind of beneficence, 
spreading virtue and happiness all around it. 
Cf.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ume 8,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7), pp.472, 
474. 

 
為了帮助所有循道信徒追求个人圣洁，卫斯理约翰督促他们在百人，甚至千
人的，会社（Society）中学习真道，又在 12 人左右的班会小组（Class 
Meeting）中藉高互动的认罪和督责追求品行的改进，以及在 5 至 10 人左
右，由同样性别和相近年龄，也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小团（Band）
中，追求圣洁的心和生活，力求达到“基督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即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且爱人如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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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见证，上帝重用卫斯理约翰所领导的福音復兴运动，来激发成千上万个
基督徒认真追求圣洁，进而转化国家，特别是教会，并在全地上宣扬圣经圣
洁。马来西亚前任会督华勇牧师曾引用 Ronald Wraith 和 Edgar Simpkins
所写的书──在发展中国家的贪污腐败（Corrup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来指出，“卫理循道运动及它的餘波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它
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大的影响了大部份劳工的诚信。”而就是这个因素，使
19 世纪在英国出现的劳工运动稳定、节约，并在道德上不受腐蚀（179
页）。 

 
4. “荣耀”的恩典（罗 8:18-23）－上帝為祂的儿女们预备了极大的荣耀，即脱

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身体得赎復活的荣耀（参考林前
15:35-57）！ 

 
卫斯理约翰在其第 64 篇讲章, 取名為“新创造” (The New Creation; Rev. 
21:5)里这麼说： “将来会出现完全的圣洁与快乐，是超越亚当当年在伊甸园
里所享受过的…最特别的是，我们将会与上帝有极深、亲密及不受干扰的合
一；透过圣灵，我们能与天父和祂的儿子耶穌持续地团契相交；还有，我们
会不断享受三一上帝，以及在祂里面的一切受造物！ 
 
Hence will arise an unmixed state of holiness and happiness far superior to that 
which Adam enjoyed in paradise……And to crown all, there will be a deep, an 
intimate, an uninterrupted union with God; a constant communion with the Father 
and his Son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 Spirit; a continual enjoyment of the Three-
One God, and of all the creatures in him! (Outler, ed., Sermons, 2:510) 

 
结语：圣父、圣子、圣灵，恩上加恩，我们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悔改离罪，爱神爱
人，过丰盛人生，直到进入荣耀中与基督同做王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