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卫斯理更新主日（5 月 19 日） 

主题：“让我成为一本书的人” 

(Let me be a man of one book)  
（马来西亚 诗巫 卫理神学院，卫斯理研究中心设计和提供） 

神的默示，对人有益 

安静默祷：  全体 

全备律法：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诗 19:7-11） 

司会 

欢呼颂主： 《主仆颂主歌》 普颂 52 首 

（1744 年由 Charles Wesley 所写） 

（领会：查理斯写《主仆颂主歌》之时，正面对大逼迫。有人怀疑卫斯理两兄弟对英国君

王不忠；暴徒也在他们的聚会里捣蛋、毁谤、攻击他们。但查理斯坚定地信靠神。这诗收

集在 1744 年出版的《患难逼迫之歌》的诗歌集中。查理斯的灵感来自诗篇 93:1-4，以及启

示录 7:9-12。） 

全体 

同声颂扬： 

 

（建议领诗小组带领会众唱以“圣经”和“上帝的话语”为主题或内容的诗歌， 

如：天韵的 “祢的话”、赞美之泉的“每一天我需要祢”、《世纪颂赞》之 263-267 首
等。） 

全体 

感恩称谢： 全体： 感谢你赐宝贵圣经，感谢事奉你的人， 

他们写作保卫真理，使圣经足以宣扬， 

你大爱慈恩怜悯，遍传各处神子民。 

姐妹： 感谢你赐宝贵圣经，感谢正作工的人， 

他们帮助万国万民，读圣经跟随主行， 

知你爱慈恩怜悯，遍传各处神子民。 

弟兄： 感谢你赐宝贵圣经，愿信息为我引导， 

了解你所赐下律法，得着真理的智慧， 

并你爱慈恩怜悯，遍传各处神子民。 

全体： 感谢你赐宝贵圣经，愿其信息藏我心， 

引导我们看见耶稣，明白主恩惠之道， 

你大爱慈恩怜悯，遍传各处神子民。 

 取自歌词《感谢祢赐宝贵圣经》世纪颂赞 264 
 

全体 

  



神的真理，生命天粮 

诗班献唱： （以诗歌内容来决定在合适的环节献唱）  诗班 

光照开启： 《静听主言》 普颂 632 全体 

旧约经课： 诗篇 130 * 读经员 

新约经课： 彼后 1:4 * 读经员 

福音经课： 可 12:28 –34a * 读经员 

回       应： 《荣耀颂》 全体 

宣读圣言： 提后 3:14-17 司会 

宣讲圣言： “让我成为一本书的人” 

(Let me be a man of one book) 

牧者 

宣认信仰： 

 

司会： 你信上帝吗？ 

会众：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 

         照着祂荣耀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使人管理世界，有真善美的道德，有思想、情感和自由意志； 

         父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 

司会： 你信主耶稣基督吗？ 

会众：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 

        成全救赎之工，在基督先知的职分里， 

    上帝唤起我们对恩典的需求，驱使我们转向祭司的基督； 

    在基督祭司的职分里， 

    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使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复原； 

    在基督君王的职分里， 

    上帝继续赋予我们力量权能，使我们能进入圣洁与幸福。 

司会： 你信圣灵吗？ 

会众： 我信圣灵，是上帝在人类生命中的临在， 

圣灵是神圣的医治者， 

他的临在使我们因罪恶罹疾的本性得到医治。 

叫我们在因信称义和重生之后，能成长成圣，生发仁爱， 

满有恩赐和能力，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教会、社会。 

司会： 你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仍然在世界中动工吗？ 

弟兄： 我信上帝赐圣而公之教会来宣扬圣经圣洁，更新转化国家， 

姐妹： 我信上帝赐圣徒相通的能力，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弟兄： 我信上帝赐罪得赦免的应许， 

        还有将来荣耀、强壮、神圣的复活身体， 

姐妹： 我信上帝赐永生，有完美圣洁和喜乐的新天新地，阿们。 

 （按卫斯理神学思想来诠释） 
 

司会/ 

会众 

感恩奉献： 《奇异的爱》联诗 133  会众 

献呈礼赞 《献礼文》普颂 644  会众 

教会消息：  

 

牧者 



神道永存，听道行道 

委身祷告： 司会： 圣言永远常存，导我步步前行，凡信圣言人们，得享快乐光明。 

弟兄： 当我遇见试诱，圣言坚固我心，忧思常获抚慰，灵魂藉得永生。 

若遇风狂雨怒，惨雾愁云密布，圣言发光普照，护我安然行路。 

姐妹： 圣言使人欢乐，圣言使人满足，只要虚心诚笃，自见主恩天福。 

圣言充满慈恩，救赎世人万民，圣言源源生命，安慰临死众人。 

全体： 但愿专心致志，研诵主之圣言，使能虔诚爱主，永远敬拜主前。 

 取自歌词《圣言常存》普颂 234 首 
 

司会/ 

会众 

委身诗歌： 《颂主之心歌》普颂 367  会众 

差遣祝福： 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 

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祂必成就这事。                                         （帖前 5:23-24） 

牧者 

回       应： 《阿们》 会众 

默       祷：  会众 

 

 

* 这是卫斯理约翰在 24/5/1738 所阅读或听到的经文。 

  



证道题目：“让我成为一本书的人”(Let me be a man of one book) 

经文：提摩太后书 3:14-17 

 

引言： 

   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开心的人，幸福的人，成功的人，有钱的人……？为什么你希望成为

这样的人呢？请跟坐在你旁边的人分享一下。 

 

   十八世纪的英国布道家卫斯理约翰说，他希望“成为一本书的人”(Let me be a man of one book)！他是

在所出版的《不同时刻的讲章》之序言中（“Preface to the Sermons on Several Occasions”，1746-60），

提到他这个渴望。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I am a creature of a day, passing through life as an arrow through the air. I am a spirit come from God, 

and returning to God: just hovering over the great gulf; till, a few moments hence, I am no more seen; I 

drop into an unchangeable eternity! I want to know one thing---the way to heaven; how to land safe on 

that happy shore.  

 

God himself has condescended to teach the way: For this very end he came from heaven. He hath written 

it down in a book. Oh, give me that book! At any price give me the book of God! I have it: Here is 

knowledge enough for me. Let me be a man of one book. 

 

Here then I am, far from the busy ways of men. I sit down alone: Only God is here. In his presence I open, 

I read his book; for this end, to find the way to heaven. Is there a doubt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what I 

read? Does anything appear dark or intricate?  

 

   卫斯理约翰相信圣经记载了上帝的启示，是无价的“宝书”，帮助人类明白永恒的天国之道，以及如何

安返快乐的天家。虽然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讲师，畅游书海，饱读群书，他却认定圣经的话最

为宝贵，而且立志：“让我成为一本书的人！”这一本书成为他心思意念的中心，行事为人的标准，以及

事奉神与服务社会的指南。 

 

卫斯理约翰喜爱和看重圣经的话。你喜爱和看重圣经的话吗？ 

 

请看使徒保罗如何在他最后一封的教牧书信中，谈到圣经的重要性。提摩太后书 3:14-17。 

 

1. 圣经的话语使你得救（提后 3:14-15）： 

a. 圣经的话要“学习”、“确信”、“存在心里”、“跟人学”（14节）。 

b. 圣经的话要使你认识和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而得救（15节）。 

c. 例证：分享自己的见证，过去怎么样因圣经的话而信主，重生得救。 

 

2. 圣经的话语使你得胜（提后 3:16-17）： 

a. 圣经的话是“神所默示的”（16节上）。 

b. 圣经的话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你成圣得胜（16-17节）。 



c. 例证：分享一个见证，关乎圣经的话改变基督徒的生命，以致能在家庭里，人际关系方

面，或职场上得胜。 

 

3. 卫斯理约翰的改变生命读经法： 

卫斯理在他于1765年出版的《旧约圣经注释》（Explanatory Notes upon the Old Testament）之引

言中教导信徒读经： 
 

a. To set apart a little time, if you can,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for that purpose? 

b. At each time if you have leisure, to read a chapter out of the Old, and one out of the New Testament: 

if you cannot do this, to take a single chapter, or a part of one?  

c. To read this with a single eye, to know the whole will of God, and a fixt resolution to do it? In 

order to know his will, you should,  

d. Have a constant eye to the analogy of faith; the connexion and harmony there is between those 

grand, fundamental doctrines, Original Sin,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e New Birth, Inward and 

Outward Holiness.  

e. Serious and earnest prayer should be constantly used, before we consult the oracles of God, seeing 

"scriptur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thro' the same Spirit whereby it was given." Our reading should 

likewise be closed with prayer, that what we read may be written on our hearts.  

f. It might also be of use, if while we read, we were frequently to pause, and examine ourselves by 

what we read, both with regard to our hearts, and lives. This would furnish us with matter of praise, 

where we found God had enabled us to conform to his blessed will, and matter of humiliation and 

prayer, where we were conscious of having fallen short.  

And whatever light you then receive, should be used to the uttermost, and that immediately. Let 

there be no delay. Whatever you resolve, begin to execute the first moment you can. So shall you 

find this word to be indeed the power of God unto present and eternal salvation? 

以上的教导显示改变生命的读经法包括： 

a. 花时间读经 a little time 

b. 读旧约新约 a chapter  

c. 知道和行道 a single eye 

d. 记信仰核心 a constant eye （特别是原罪、因信称义、重生、内外圣洁的基本教义） 

e. 祷告求光照 pray 

f. 停顿和省察 pause 

g. 马上就应用 power 

 

例证：分享以上那一两个方法实际地改变了你的生命。 

 

结论： 

愿那感动卫斯理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喜爱、看重、遵行圣经的话，“成为一本书的人！圣经的话语常充

满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享有得救的福分，也有得胜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