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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論四救恩論四壘壘

神學家根據罪跟稱義的定義，給救恩論歸納了四個重點；就好像打棒球時的四壘，

你要跑回本壘的時候，你要踏上每一壘，你奔回本壘的時候才有分數。

如果你辛辛苦苦地跑回了本壘，可是漏掉了一壘沒有踩上，你即使回到本壘，如果你辛辛苦苦地跑回了本壘，可是漏掉了 壘沒有踩上，你即使回到本壘，

你還是無法過關，還是不能得分，這是用救恩論的四壘。

這四壘，每一壘都是環環相扣的、都非常重要，每一壘你漏踩了就會淪為異端。

第一壘是人完全敗壞、人完全墮落，英文叫做 total depravity；人完全敗壞、墮落。

這句話有點危言聳聽，所謂完全敗壞墮落並不是說人沒有行善的能力，

它不是在講道德的層面 不是在講你表現出來的行為 幫助人 救濟人 同情人它不是在講道德的層面，不是在講你表現出來的行為，幫助人、救濟人、同情人，

這一些善心善行。救恩論，請你鎖定我們人跟神的關係，

它是關乎我們人類救恩的問題，救恩論所講的重點，都是在這個架構之下，它是關乎我們人類救恩的問題 救恩論所講的重點 都是在這個架構之下

不是倫理的問題、哲學的問題、教育的問題、心理的問題，而是神學的問題。

就是我們人跟神的關係，所以完全敗壞墮落主要的意思還是在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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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救恩的事情上，我們跟神的關係已經斷絕了，我們無能為力，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主動的尋找神，我們無法行屬靈的善事，人無法不犯罪。

至於在一般道德倫理上，人還是有一些行善的能力，就像耶穌說：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

稅吏都會愛那些愛他們的人，所以關懷別人，照顧孤兒寡婦，救濟窮人

是很多人都有的行善能力。台灣慈濟功德會，世界有名的，每一次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有重大災難發生的時候，慈濟功德會的人，總是會去那裡幫助救濟；

台灣任何一個地方，發生重大急難的時候，第一個趕到現場的，總是慈濟會。

就是連外邦人都有幫助人救濟人的能力。當我說人已經完全墮落敗壞的時候，就是連外邦人都有幫助人救濟人的能力。當我說人已經完全墮落敗壞的時候，

不是在指道德行為上，而是在指我們在尋找神的事情上，我們已經無能為力，

我們沒有人能夠主動尋找神，連一個都沒有。

羅三10-11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聖經講得很霸道，很直接，「一個都沒有」。

羅十一32 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加三22 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

沒有例外。人類就好像一團土，亞當夏娃犯罪了，已經代替所有的人墮落，

所以我再講一次，全人類在尋找神，在渴慕神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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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再講一次，全人類在尋找神，在渴慕神的事情上，

已經無能為力，我們已經完全敗壞墮落。

其實人類犯罪以後、被趕出伊甸園以後，不斷地在尋找回伊甸園的路。

很多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前，都企圖在其他宗教裡面尋找生命的答案，很多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前，都企圖在其他宗教裡面尋找生命的答案，

古今中外有不少的哲學家、學者、科學家，都是在尋找心目中的上帝，

他們在探求宇宙的根源、人生的意義、生命的根源、或者是真理的答案。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也都一直在尋找上帝，當然最後尋找到的是自己心目中的上帝，

甚至有人說沒有上帝，無神論也是一種神論。所以我們不禁要問

羅馬書三章會不會太霸道了呢？「沒有人尋找上帝 個都沒有羅馬書三章會不會太霸道了呢？「沒有人尋找上帝，一個都沒有。」

羅一19-20 有另外一個邏輯上的困難，「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沒有認識神的嗎？沒有啊，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沒有認識神的嗎？沒有啊

保羅自己說，自己打自己嘴巴，神的永能跟神性，就是有一位上帝，祂是全能的，

這個觀念是明明可知的，人沒有辦法推諉說他不知道，

會不會跟第三章說的沒有人認識神衝突呢？跟實際的情況是不是也不吻合呢？

科學家，即使他不是基督徒，他沒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有科學家會承認說：

這個宇宙有一個創造主、會承認有一位上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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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宇宙有一個創造主、會承認有一位上帝嗎？

有一些學者，他們可能會認為理性就是神，良知就是上帝，科學就是上帝。



羅馬書，保羅有正面跟負面的敘述，都是同一位作者，可是他的敘述是有矛盾的，

一方面是正面的描述，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可是第三章，方面是正面的描述，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可是第三章，

保羅又說沒有人認識神，沒有人尋找神。表面上是有邏輯的衝突，其實不衝突。

保羅在羅馬書的邏輯，是有一點繞圈子說道理，保羅也給我們提供答案，

羅一19-20 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21緊接著說「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

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表現出來是非常負面的，他們就是無知、虛妄。

25 即使是知道上帝，也不感謝祂。25 即使是知道上帝 也不感謝祂

羅一32「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就是前面講了很多罪行，

裡面的罪行、外面的罪行，他們知道說行這些惡事的人，心裡有不好念頭的人，

神都會判定這些人該死，「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也就是說，雖然知道有神，可是也不能夠阻止人犯罪，人還結夥犯罪。

所以沒有衝突，如果沒有聖靈的工作，這一些正面的知識也不能夠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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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沒有衝突，如果沒有聖靈的工作，這一些正面的知識也不能夠幫助人

去榮耀上帝、去承認上帝、去敬拜上帝、或者是去行善事不做惡事。

弗二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我念這一節是要糾正一個錯誤，

過去美國的佈道家在呼召的時候 通常會用 些例證來鼓勵聽眾舉手決志過去美國的佈道家在呼召的時候，通常會用一些例證來鼓勵聽眾舉手決志，

講員就會講得很生動，把聽眾的處境描繪成說：你們就好像在汪洋大海中，

你們即將溺斃快要淹死了，你們情況非常危急了，我現在給你們決志的機會，即將 斃 情 非常 急 我 在 決志 機會

我就是把救生圈丟給你們，如果你願意舉手決志信主的話，

你就好像抓住了救生圈，你就有機會得救。

這種說法，其實是有神學上的瑕疵的，人沒有信主以前，

他不是快要溺死了，根據弗二1「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人已經死了，人早就淹死了，甚至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很危險的當中。人已經死了，人早就淹死了，甚至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很危險的當中。

如果一個人肯承認自己是罪人，肯承認自己無能為力，肯承認自己快要溺死，

其實他離救恩已經非常靠近了，已經快要跨過那個門檻了。

一般的人總是拒絕承認自己是罪人，不肯承認自己需要救恩，所以講罪講完全墮落，

這個是我們傳福音的時候需要跨過的一個門檻，我並不是說你傳福音的時候

要講得這麼地白 說人已經完全敗壞墮落 這可能會先引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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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得這麼地白，說人已經完全敗壞墮落，這可能會先引起反感，

我的意思是說你可能要先談罪。

第二壘：上帝主動施恩。第一壘是人無能為力，人絕望無助，所以只好倚靠上帝，

所以是上帝主動，人被動；除非上帝主動施恩，除非上帝主動來尋找拯救所以是上帝主動，人被動；除非上帝主動施恩，除非上帝主動來尋找拯救

我們這些失喪的人，否則沒有人能夠得救。我要換到另外一卷書卷，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第六章非常重要，很多重要的教義都來自於這一章，

約六44 揭示了上帝在救恩上的主動性，「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

到我這裡來的；」「我」是指耶穌，「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不是人主動尋找耶穌，不是人主動進入教會，可能你過去的經驗是你很失意、不是人主動尋找耶穌，不是人主動進入教會，可能你過去的經驗是你很失意、

情場失意、失戀、考場失意、聯考失敗，所以你心情不好你就來到教會，

「是我主動來教會，我自投羅網的」，也許表面上是這樣，

但是聖經說得很清楚，除非神吸引人，否則你就算來到教會很久，

有人在教會混水摸魚幾十年還未必能夠重生得救，

來到教會不代表你重生得救 來到教會不代表你主動來尋找上帝來到教會不代表你重生得救，來到教會不代表你主動來尋找上帝。

約六65「耶穌又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

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還是講得很清楚：如果不是神的恩賜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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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能到我這裡來 』」還是講得很清楚 果不是神的恩賜在先

如果不是上帝先吸引人、上帝的恩典在先，人不能夠來到上帝面前。

第二壘是上帝主動，第三壘是人完全被動，連信心也是上帝所賞賜的禮物，

救恩是上帝單方主動完成的工作，人只是用信心來回應。救恩是上帝單方主動完成的工作，人只是用信心來回應。

信心是一種回應，信心不是恩典的源頭，連信心也是上帝賞賜的禮物，

弗二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弗六23 保羅的祝禱「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那也就是說信心、愛心、平安都是上帝所賜的，不是人靠努力賺取的。

羅十 「我憑著 賜我的恩對你們各 說 要看自 於 當看的羅十二3「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有些人信心比較大，有些人信心比較小，源頭都是上帝，都是上帝賞賜的禮物。有些人信心比較大 有些人信心比較小 源頭都是上帝 都是上帝賞賜的禮物

信心大的人不用自誇，因為那個不是你與生俱來的；信心小的人也不用太沮喪，

因為上帝是按著各人的需要分給各人的，何況信心是可以操練的。信心不是你

個人的掙扎，不是你的選擇，也不是你的決定，而是神要給誰就給誰的恩典。

林前四7「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

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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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

在救恩的事情上，人一點功勞都沒有，人是完全被動地領受恩惠。



我們現在稍微糾正一下過去有一些不對的說法。有一次我在大專團契講救恩論的時候，

有一個學生提出的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他看過一幅世界名畫，有一個學生提出的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他看過一幅世界名畫，

畫著耶穌拿著燈籠正在敲門，就像啟三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可是那幅名畫，把門栓畫在門裡面，門外是沒有門把的，

也就是說 要不要開門 要不要相信耶穌 要不要接納耶穌也就是說，要不要開門，要不要相信耶穌，要不要接納耶穌，

主控權是人這邊，所以信心是人來決定，是人掙扎最後的選擇。

這一幅畫的確是有問題的，信心不是人來控制，人來操控。這 幅畫的確是有問題的 信心不是人來控制 人來操控

福音書裡面至少有兩次耶穌對求醫治的人說：「你的信救了你。」

那也就是說，求助者他的信心也扮演某一個角色，某一個功能，就是人的信心

人的態度，的確好像在救恩上佔了某一個份量，或是某一個角色，

唐崇榮牧師也是這麼說：「信心是人被動中的主動。」

或者用路德的說法「是人被動中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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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路德的說法「是人被動中的回應。」

我一直講信心不是恩典的源頭，信心是人的回應。

人如果願意開門讓耶穌進來，願意接受耶穌為主，

那是因為上帝已經吸引他了，聖靈已經感動他了。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經文，看到第一步永遠是上帝先做的，主控權在神，

「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信心好像看起來是人這邊的表現，我們在決志的時候，

好像是人這一方面的舉手，你一定要有這個表現，

但是讓你舉起手的那個能力來源是上帝，是聖靈先感動你，

根源是神，人是在被動中來到上帝面前來回應神。

也可以這麼說，你只要不消滅聖靈的感動，

若非聖靈感動，沒有人能夠認耶穌為主，

所以當聖靈在呼召你，當聖靈在感動你，在作工的時候，所以當聖靈在呼召你，當聖靈在感動你，在作工的時候，

你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你不要抗拒聖靈，你就可以進入神恩典的國度，

信心既然源自於上帝，人就沒有任何可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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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壘，羅八15「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有人信主以後會擔心再跌倒再軟弱再失去救恩，就像馬丁路德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奉獻給上帝，他進入修道院全職事奉上帝，

但是路德一直沒有得救的確據。他就是超完美主義者，對自己有超高的標準。

有屬靈潔癖的人活得很辛苦，常常擔心自己沒有達到神的標準會被上帝懲罰，

路德不容許自己內心有 絲絲的罪咎 或任何不好的念頭 所以他在修道院的時候路德不容許自己內心有一絲絲的罪咎，或任何不好的念頭，所以他在修道院的時候，

整天不停地在懺悔在告解。路德的心裡其實就是害怕，他沒有把握沒有確據，

他在重生得救以前領受的是奴僕的心，但羅馬書說我們所領受的是兒子的心，他在重 得救以前領受的是奴僕的心 但羅馬書說我們所領受的是兒子的心

所謂孩子、兒子，這個是一個永遠的身份，很有安全感。

你做壞事做錯事，就像我小時候，被爸爸打被爸爸罵被爸爸管教，

但是你知道爸爸管教你是因為要你學好，爸爸的動機是愛我們，

我們的地位是很有保障的，希伯來書也說：

「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兒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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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兒子了。」

如果是親生子的話，做壞事一定會被管教，那個是出於愛的動機。

約十三1，讓我們看到那個救恩的終點，也是非常有把握，很有安全感的，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有沒有看到「到底」，到底是終點站，即使我們不可愛，

我們常常軟弱，我們甚至會背叛上帝，但是耶穌愛我們愛到底，

祂也為我們代求到底，所以神的救恩是徹底的，在耶穌裡的救恩是完整的，

祂起了頭，也會完成那個結局，耶穌是始也是終，祂是起點也是終點。

來十二2「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十二2「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創始 beginning 開頭，成終 finish 是指結束，開頭跟結束都是上帝的工作。

容我再次的重複救恩是上帝單方主動完成的工作，所以我們不用擔心，容我再次的重複救恩是上帝單方主動完成的工作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不用害怕，上帝會負責到底。信心是上帝賞賜的禮物，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得救的確據其實輕輕往前面推一下就是預定論，

這是救恩論最爭論的一個議題「預定論」。

預定論是講給基督徒聽的，很多非基督徒聽到預定論就開始反彈，

其實連基督徒也不太容易接受預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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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連基督徒也不太容易接受預定論。

但是如果不講預定論，就沒有辦法把救恩論，把上帝白白的恩典講得透澈明白。



羅馬書是在講因信稱義的救恩論，

但是從第九章到十一章，保羅用預定論來接續救恩論的主題。但是從第九章到十一章，保羅用預定論來接續救恩論的主題。

所謂預定論就是告訴我們在救恩的事情上，人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角色，

就是在上帝創造世界以前，已經在耶穌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這是以弗所書一4-5 的教導。

在創世以前各位，在你我出生以前，你我還不存在以前，

神已經預定了我們 神已經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神已經預定了我們，神已經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整本聖經從創世記一直到啟示錄把上帝的預定、

上帝揀選人的主權講得非常的清楚，我給兩處講得非常震撼的經文…上帝揀選人的主權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給兩處講得非常震撼的經文…
但十二1「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

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

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但以理在預告在大災難的時候，很多人可能會背棄信仰，可能會離棄神，

但是如果你的名字是登在生命冊上的，就是你已經被揀選被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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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的名字是登在生命冊上的，就是你已經被揀選被預定的，

你就能夠堅持到底，那個堅持的能力是來自於上帝，人是領受救恩。

徒十三48「外邦人聽見這話，就歡喜了，讚美神的道；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預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我們一般傳福音說「信耶穌得永生」，但是聖經說預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我們 般傳福音說 信耶穌得永生」，但是聖經說

預定在先、相信在後，因為你被預定被揀選，所以你才會相信你才會得永生，

所以預定論是說我們在救恩的事情上沒有絲毫的角色跟功勞，

這個是講得徹底到一個地步是說都是上帝完成的。

預定論是給基督徒的教義，如果是慕道友的話，信仰還不是很清楚的朋友，

我通常是會給「得救的確據 給他安全感 這個在大陸的教會是很敏感的議題我通常是會給「得救的確據」，給他安全感，這個在大陸的教會是很敏感的議題。

所謂得救的確據就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為什麼有些人還是有爭議呢？

主要的經文是在 希伯來書六4-10，經文有一點長，我來讀，我讀經文的時候，主要的經文是在 希伯來書六4 10 經文有 點長 我來讀 我讀經文的時候

請各位想一想，所講的這一群人，究竟是已經得救的、還是還沒有得救？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祂。就如一塊田地，

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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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神得福；

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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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祂名所顯的愛心，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祂名所顯的愛心，

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希伯來書第六章 有三種解讀：

一、這些人已經得救了，

我引用的學者叫做 I.H. Marshall，他是很有名的新約學者，他是雙公派的，

循理公會衛理公會的學者，他說這些人已經得救了可是後來又失掉救恩。

二、這些人快要得救了，還沒有真的跨進去那個門檻，但是已經非常接近恩典的邊緣，二、這些人快要得救了，還沒有真的跨進去那個門檻，但是已經非常接近恩典的邊緣，

加爾文就是絕對預定論的學者，還沒有得救，快要得救了，本來就是沒得救。

三、這些人是得救了，救恩是真的，跌倒再不得救那個是假設語氣。

跌倒是假設語氣，6-8 都用「如」或是「若」。

如果你問我的立場，我的立場是第一個，這些人已經得救了，但是最後又失去救恩。

但是我跟 Marshall 的立場不一樣，我是絕對預定論，他是雙工論。

我覺得我們的救恩是很穩固的，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但是有一些少數的例外，

譬如舊約的掃羅王，而且我還是要提醒各位，失去救恩，不是因為行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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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舊約的掃羅王，而且我還是要提醒各位，失去救恩，不是因為行為不好，

而是又失去了信心，重新地否認耶穌基督；我們因為信心入門，也因為信心再跌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