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系統神學
救恩論

第卅九課…

什麼還是很多人相信救恩可能失落？
因為有 些經文讓我們產生這個印象
因為有一些經文讓我們產生這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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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會被眾人恨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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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橄欖山耶穌論末日這件事
這幾話被解釋成是一個得救的條件 —
我們雖然靈魂得救了，
我們雖然靈魂得救了
可是如果不小心，就不得救了。
跟前面講的二 三十處 好像有矛盾
跟前面講的二、三十處，好像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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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心中，祂來了、到祂下一次再來，
這個時期都是末期 是有很多艱難的 —
這個時期都是末期，是有很多艱難的
我們會被眾人恨惡、抵擋、逼迫，
受到莫名奇妙不義的對待，
義
 過程當中，耶穌勉勵我們「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這句話不是一個條件，而是一個應許，
即使我們在艱難當中，因為祂應許必然會得救，
所以我們就有忍耐下去的勇氣跟能力
這句話的重點不是 —
「沒有好好忍耐，就永遠失落救恩」，
如果這樣解釋 就違背前面很清楚的應許
如果這樣解釋，就違背前面很清楚的應許
 這句話意思 — 你會得救的，所以忍下去吧！
最主要是勉勵的意思
最主要是勉勵的意


太廿四13、可十三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路廿一19
路廿
19 你們常存忍耐
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必得生命)。
就必保全靈魂(必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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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22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3.

林前九24-27 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

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當
得著獎賞
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一不小心就會失落了，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呢？
這是一個比喻，重點 —
向著標竿、存著要得獎賞的心、有定向、
要功克己身 運動員要很有紀律
要功克己身、運動員要很有紀律，
沒有這樣跑，一定得不到獎賞、一定是落後。
 棄絕就是得不到獎賞，而不是永遠掉入沉淪裡面
棄絕就是得不到獎賞 而不是永遠掉入沉淪裡面
 我們一方面傳福音給別人，一方面自己也不會落後
這一節是在講得獎賞，而不是在講得救。

4. 林前十1-13 以色列人的祖宗雖然在雲裡、在海裡受洗，
上帝用雲柱、火柱來引導他們，
帝
來 導
讓他們過紅海，好像受洗一樣歸了摩西，
 吃靈食，這個屬靈的食物就是嗎哪
 喝靈水，路上沒有水了，
上帝叫摩西擊打磐石就流出水來
他們經歷過這麼多，可是中間大半是
神不喜歡的人，他們大半就倒斃在曠野了。
這些事要成為我們的鑑戒 — 不要像他們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這句話的重點是說 — 我們不謹慎會不會跌倒？會啊！
還可能偶然會貪戀惡事 拜偶像 犯姦淫，
還可能偶然會貪戀惡事、拜偶像、犯姦淫，
但這個跌倒是不是掉入永遠的沉淪，
保羅沒有這樣講…
保羅沒有這樣講
 那一些沒有真正跟隨摩西的人是永遠沉淪的
 但是我們只要不自以為站立得穩，
其實我們就不會跌倒了
保羅這段話的意思是告訴我們 —
 雖然我們已經得救了、有蒙保守的應許，
雖然我們已經得救了 有蒙保守的應許
但還是有儆醒、有謹慎的責任，
要不然是有可能跌倒的
 不能過度解釋成「一不小心就永遠沉淪」

貪戀這些惡事，拜偶像、行姦淫，
天就倒斃了 萬三千
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這些當然是永遠沉淪的。
保羅下面說 —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5. 加五1-4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律法主義，很多人以為守律法才會得救，這不對的，
律法是讓我們知罪 不是讓我們得救的
律法是讓我們知罪、不是讓我們得救的。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以為可以靠律法稱義的人，這些人是會沉淪的
 我們不是，我們是靠恩典稱義的，
可是不小心時，可能變成基督徒當中的律法主義者 —
 為救恩增加新的條件、沒有給人平安的感覺…
 按照應許是不會沉淪的，
可是會跌倒、被奴僕的軛挾制

處理希伯來書的警告，第一個警告…
6.

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永遠沉淪
誰會永遠沉淪？就是不鄭重所聽見的道。
什麼道呢？
麼
來一14 救恩，我們將來要承受的救恩，
 現在是承受了靈魂得救
 將來還要承受的是肉體得救、得榮耀



我們已經靠恩典得救了，是因信守律法；
保羅對付的是律法主義者 —
想要靠律法稱義的人才會永遠沉淪。

來一14 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

如果沒有鄭重 — 不好好的聽救恩之道、好好的信…
希伯來人自以為有摩西的律法，以為就會得救
 救恩之道不是靠律法，
救恩之道不是靠律法
乃是耶穌基督十架的救恩
所以誰會沉淪？就是那些
不鄭重所聽的道的人，會隨流失去的。


7. 來三12-14 弟兄們，
 教會的弟兄們，是已經得救進入神的家、
教會的弟兄們 是
得
家
成為神的兒女的這些弟兄們
 希伯來書講的弟兄們，是希伯來的同胞，
作者是希伯來人寫信給希伯來人，叫希伯來書 —
我希伯來同胞啊，你們如果存著不信的惡心、
希 來 胞
只守外在的規條，卻離棄永生的神，會沉淪的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這麼多人沒有鄭重所聽見的道，沉淪了
 如果我們起初確實已經信了耶穌，
就應該靠主的恩典堅持到底
這一段在講我們信的人，不要像不信的人，
要靠神堅持，來表明
我們已經是在基督裡有分的人。

希伯來書讓我們產生救恩論的衝突，
最主要是因為到底
 是講每一個基督徒，還是希伯來人？
 其實主要在講希伯來人，同時警告每一個基督徒
希伯來人如果自以為有過去這麼多屬靈的經驗，
卻沒有好好領受真道，他們是真的會沉淪的！
來六9-12 親愛的弟兄們！我們雖是這樣說，

卻深信你們的行為強過這些，而且近乎得救。
相信不是所有希伯來的弟兄們都是糊塗的
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並且不懈怠，
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勉勵讀者要像那些真有信心的人，
而不是像那些糊塗
而不是像那些糊塗、
沒有好好信跟接受救恩之道的人。

8. 來六4-8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嘗
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
的 味
於聖靈有分 並嘗
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
真的很像在講基督徒
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
非常嚴重的

永遠沉淪了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
其實仔細看上下文，他是在講希伯來人 —
在歷史的過程，真的曾經蒙了光照…
 這些大能他們很多人
都親眼看過、親身經歷過了
 所以這個不等於已經得救的基督徒

9. 來十25-39 我們得知真道以後，
若故意犯罪 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惟有
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惟有
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
約壹 真正信的人是不會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
贖罪的祭就再也沒有了 真的永遠沉淪
贖罪的祭就再也沒有了，真的永遠沉淪。
最主要是提供一個警告 —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所以警告希伯來的基督徒，
不要像其他希伯來的弟兄們那樣子 —
 他們中間很多人是故意犯罪、是會沉淪的
 我們是有信心以至得救，跟他們不一樣，
我們是有信
至得救 跟他們不 樣
不要在不小心的時候，像他們那樣犯罪

10. 彼前五8-10 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
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
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這話很嚇人，好像一不小心被那
獅子 魔鬼 把我們 塊 塊的吃 去
獅子、魔鬼，把我們一塊一塊的吃下去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我們有暫時的苦難 — 魔鬼的驚嚇、傷害，這是暫時的，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所以後面這個比較穩固 前面那個是 個警告 —
所以後面這個比較穩固，前面那個是一個警告
 我們不小心真的會被牠咬傷
 可是不要以為我們那麼軟弱
可是不要以為我們那麼軟弱，
我們靠神是很剛強
這裡不是說被牠吃掉永遠沉淪，
而是說不要被牠咬傷了。

12.

彼後三17-18 你們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

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這裡沒有說從得救墜落到永遠的沉淪
 真正的解釋 — 我們原來從堅固的地位墜落，
就跌倒、變成不堅固，不是永遠沉淪


13.

約壹五16-18 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求，

神必將生命賜給他；
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求。 祈求也沒有用
主耶穌有解釋，就是褻瀆聖靈 — 故意把聖靈當做邪靈，
太十二31、太十二22~24 上文說耶穌趕鬼，
耶穌的仇敵卻說耶穌在靠大鬼在趕小鬼，
耶穌說：你們這樣褻瀆聖靈，必然不得赦免。
基督徒會不會褻瀆聖靈呢？會不會沉淪呢？…

11. 彼後二20-22 倘若他們脫離世上的污穢，
後來 在其中被纏住
後來又在其中被纏住，
他們末後的景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俗語說：「狗所吐的 他轉過來又吃
俗語說：「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吃。」
信主的人把以前的骯髒污穢已經吐出來了，
可是又不小心的回頭去吃，
可是又不小心的回頭去吃
像「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滾」，
是讓上帝很傷心 很失望的
是讓上帝很傷心、很失望的。
這種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
景
 已經得救的人如果還回到以前的罪裡面，
有時受到的處罰是非常嚴重的
 這句話不能直接說 — 就永遠沉淪了，
 這是過度解釋
 這是警告，而不是直接解釋成永遠沉淪

14. 啟二4-5 寫信給以弗所教會，以弗所教會是很好的…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
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我們的愛心若冷淡了，神的榮耀就黯淡了，
我們的愛心若冷淡了
神的榮耀就黯淡了
神的榮耀就離開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顯得黯淡無光 沒有見證
這個教會顯得黯淡無光、沒有見證。


這裡講不是永遠沉淪



而是說這個教會是不是有很大的榮光 —
 如果有愛，就有榮光
 如果失去起初的愛、就沒有榮光，
好像燈臺被挪去了

不要過度解釋成「以弗所教會就永遠沉淪了」。

15. 老底嘉教會…
啟三15-19 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是不是吐到地獄裡面永遠沉淪呢？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一個比喻 — 老底嘉附近有溫泉，
如果泡溫泉，發現不冷不熱，真的很生氣
 如果喝熱水，卻是溫溫的，真的想吐出去
比喻上帝很討厭這樣的事情，
我們應該維持、追求火熱，而不是不冷不熱，
不要過度解釋成永遠沉淪。


會沉淪」的經節已經
講過了 下 講會補充 —
「會沉淪」的經節已經一一講過了，下一講會補充
既然有那麼多永蒙保守的應許說不會失落，
可是有這些經文的警告 讓人覺得好像會失落
可是有這些經文的警告，讓人覺得好像會失落，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