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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召與人的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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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六個步驟
1. 神的恩召
2. 人的歸正

3. 稱義
4. 成為神的兒女

5. 成聖
6. 得榮耀

一、神的呼召又稱為神的恩召，分成兩類…
1. 特別的呼召又稱為有效的呼召，是指著聖靈的能力
藉著佈道者的宣揚、或者蒙召者對神話語的閱讀，
在各地來召聚祂的選民使他們全都歸正。
 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是佈道者，但不是因我們讓人歸正信主，
是聖靈的能力使他們歸正、藉著我們的宣揚。
羅十13-17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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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信主歸正，不是聽見佈道而歸正的，
有人自己在讀聖經 讀到神的道 特別
有人自己在讀聖經，讀到神的道、特別
救恩之道時，聖靈感動他，也就得著了
特別的呼召是神所揀選的人、就得著了。

羅八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

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很顯然神有祂的預定跟揀選。
很顯然神有祂的預定跟揀選
羅十一7b 惟有蒙揀選的人得著了。

特別的呼召 — 神所預定跟揀選的人真的回轉歸正了。
帖後二13-14 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祂從起初

揀選了你們，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
神先有揀選，後來藉著佈道者、所讀到的救恩之道，來呼召他。

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
然而
未曾信祂 怎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 怎能信祂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我們很準確的講救恩之道，聖靈藉著我們可以使人歸正。

世人按自己的理性，是不喜歡神的預定跟揀選這樣的理論，
我們原則上傳福音時 也不會主動講預定論
我們原則上傳福音時，也不會主動講預定論。
【神國俠侶】女主角母親，信主就是跟預定論有關…
母親唯一的兒子病得非常嚴重，存著一線希望到教會，
長老在講道提到神的揀選，媽媽聽到
至高的神揀選我，心裡說有救了，
神的 召
滿心相信神的恩召臨到他們家，
禱告完孩子得醫治，他們一家很快都歸主。
能夠信耶穌不是因為特別有慧根 耳朵軟
能夠信耶穌不是因為特別有慧根、耳朵軟，
上帝喜歡我們、就讓我們得救，不是的！
弗
弗一 本在創世以前就揀選我們了
本在創世以前就揀選我們了。
特別的呼召臨到神所揀選的人，產生本質上的扭轉，
就會成為內在的呼召 — 不是暫時的悔改、轉變，
而是徹底從內心本質上的一個扭轉、一種改變。


這樣的呼召也稱為「不可抗拒的呼召」，
 神所揀選的人當聖靈光照、感動他時，就一定轉過來
揀
當 靈光
感動 時
定轉 來
 常常伴隨神的話 —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有些人在傳福音時，只講到神的愛、神的幫助，
這樣不等於真正的佈道
 真正的佈道也提到神的救恩之道，
也伴隨著聖靈的感動
有些人還要進一步伴隨著神蹟奇事，
人如果聽見神的道就信了這是比較有福的
 有些人信心不夠，可是看見神超自然的作為就信了，
 請注意
請注意，不是信神蹟，
不是信神蹟
信神蹟不等於得救、回轉歸正
 藉著神的道和神蹟奇事
藉著神的道和神蹟奇事，然後信了福音，
然後信了福音
才是真正的一個完整的呼召


約七37-38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著高聲
「
我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指信的人要領受聖靈，聖靈在我們裡面
像活水的泉源，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那天是不是聽到的人都來信耶穌了呢？
那天是不是聽到的人都來信耶穌了呢
沒有，多數人置若罔聞、聽而不見
 一小部份人真正在那天接受耶穌的呼召、得著了


連主耶穌佈道，也不是讓每個人都悔改歸正，
勸大家都要來領受活水的泉源，普遍性對大家
 所有有機會接觸的人、所做一切佈道的活動，
所有有機會接觸的
所
佈道的 動
都是普遍的呼召


2. 普遍的呼召 —
 所有佈道的活動、勸人信耶穌，全部都是普遍的呼召
所有佈道的活動 勸人信耶穌 全部都是普遍的呼召
 在這些聽到福音的人當中，有一群人
神特別揀選他、聖靈特別來感動他、光照他， 普遍呼召
特別
他就真的回轉過來 — 就是特別的呼召
太廿二2-14 耶穌講了一個比喻，

呼召

天國好像一個王為他的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打發僕人去邀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
 邀大家都來信耶穌，可是有些人不來
 勸大家都要信這一種勸告、佈道，就是普遍的呼召
後來主人就再派僕人去特別邀一群人，參加天國的宴席。
太廿二14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佈道的活動都是普遍的呼召，
其中有一小群是蒙揀選，就真的得著了。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
賽五五 一切乾渴的人都可以來，不用花錢就可以買。
花
是上帝在呼召大家：你們就近我來側耳而聽，
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來尋找祂。
這就是一種普遍的呼召，
勸大家都來靠近耶和華，來聽、不要錢。
賽六五2 上帝非常的感傷、難過…
上帝非常的感傷 難過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他們隨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他們隨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這個又稱為外在 呼 —
這個又稱為外在的呼召
我們講了、他們耳朵聽見了，
可是卻沒有得著
可是卻沒有得著，
沒有真正的覺悟、開竅、悔改。

徒五31b 神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廣義的我們就是神的選民、神所揀選的人，
有 樣 神所
有這樣的神所賜的悔改的心、赦罪的恩，
罪
才能夠使普遍的呼召變成特別的呼召。
太十三 撒種的比喻，講完以後耶穌特別說…
撒種的比喻 講完以後耶穌特別說

多數人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心裡也不明白，
因為 蒙油 耳朵發沉 眼睛閉著
因為心蒙油、耳朵發沉、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更準確翻譯 — 任憑，神讓他繼續不明白下去、神任憑他，
不能怪神為什麼不施恩給他 不順從神 人也要負責任的
不能怪神為什麼不施恩給他，不順從神、人也要負責任的，
 普遍的呼召臨到很多人的身上
 很多人背逆不順從
很多人背逆不順從、就沒有得著
就沒有得著
所以普遍的呼召稱為外在的呼召，不一定有效。

3. 總是伴隨著神的道
羅十17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道
道來
道
基督
來
一定要聽到救恩之道，從基督所傳講、成就了救恩之道，
真正聽到了，我們才真正的得到
4. 有效的
羅八30 神預先所定下的人、就呼召他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約六37 父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
所以就是有效 — 一定會來
5. 效果是長久的、是不變的
效果是長久的 是不變的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在教會界有很大的爭議跟對立，
得到了呼召 然後得救 這個救恩會不會再失落？
得到了呼召、然後得救，這個救恩會不會再失落？
後面再詳細談

二、特別呼召的性質
1. 發動者是神
約六65 如果不是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

— 也因著信
提後一9 我們蒙召、得救，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弗二5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8 才說

2. 確定的行動
林前一2-9
林前
2 9 我們在基督裡成聖
我們在基督裡成聖、蒙召做聖徒，
蒙召做聖徒
祂必堅固我們到底，
神是信實的 我們原是被祂所造
神是信實的，我們原是被祂所造，
要跟祂的兒子就是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
 同繼承產業，得到神兒子的名份
繼承產業 得到神兒子的名份
 本來上帝只有一個獨生子是耶穌基督，
現在我們也成為神的兒女了
我們得到產業、福份，是非常確定的行動

三、特別呼召的過程
1. 弗二1 我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是祂叫我們活過來。
還沒信主的時候，心思、頭腦是不會自動
信主、悔改歸正的，死人是不會有回應的


我們原來是逃避神 —
創三8 人不聽神的話，吃了禁果以後上帝來尋找人，

亞當、夏娃就躲藏在伊甸園的樹木中，
躲避耶和華的面。
原來是死的、逃避神的、不會欣然接受神的


聽見福音也是不能信的 —
林前二9-14 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神聖靈的事情，

反而把這樣的事情當做是愚拙的。
原來是屬血氣的，是不能領會、不能明白的

2. 聖靈在一些人的心裡面動工，讓原來因為離開神
而死掉的、失去功能的悟性活過來了。
弗二1 是神叫我們活過來的。
5 我們以前是在過犯之中，
神 我們 基督 同
神叫我們跟基督一同活過來。
來
基督從死裡復活了，
我們本來是死的，神的聖靈動工
我們本來是死的
神的聖靈動工 —
讓我們領悟的能力恢復正常、活過來了
3. 我們就得到福音的效果、
就歸正了

人的歸正 — 聖經所提到的歸正
一、歸正的過程
1. 看見自己是失喪的
亞十二10 上帝說：我必將那
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
 我們能夠從逃避神、變成仰望神，
是神先施恩我們才懂得這樣來懇求
 我們會為自己的罪覺得懊悔 —
徒十一15-18 彼得一開講聖靈就降下來，
最後彼得很感嘆的說：「這樣看來神也
施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2. 看到上帝的愛、看到基督的救贖



這個悔改是得生命的悔改，就得到永遠的生命



這一種懊悔是得生命的懊悔，
確實在神面前看見自己的失喪、看見自己的罪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有效的恩召（神的行動）
↓
歸正 — 悔改、相信（人的行動）

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羅五6-8 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著神所訂的日期為我們死了，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讓我們看見耶穌是為我們的罪而死的，



神沒有罪，祂雖然很主動，可是不能替我們認罪
有
動
是
替我



我們要親自認罪，
我們怎麼能認罪呢？因為祂施恩、我們蒙聖靈光照

進一步覺得很感激，就體會到神的愛向我們顯明了。
3. 結果 — 我們就向神悔改、求主赦免，就接受耶穌，
也轉身離開不義 行在光明中
也轉身離開不義、行在光明中。
 不但當時得到潔淨、赦免，也從此學習過聖潔的生活
 從事後印證這個人已經悔改歸正 — 不會繼續讓罪轄制
不會繼續讓罪轄制，
基督徒偶然犯罪，不像以前是罪的奴僕、在黑暗中…

可能突然發生的
 有一些人、特別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
他搞不清楚是那一天得救的 —
以前聽父母講，現在親身向神悔改、接受耶穌，
在某一個時期就這樣轉過了


二、歸正的表現 — 向神悔改、信靠耶穌
可一14-15 施洗約翰：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要悔改信福音。
施洗
滿
神
近
悔改信福音
約一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什麼叫做信
什麼叫做信？就是接待、就是接受主
接待
接受主
羅十9-10 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為
裡相信就
稱義
裡承 就
得救
 歸正一定有清楚的表現…
 真正信耶穌不是信有一個很偉大的人叫耶穌而已，
真正信耶穌不是信有 個很偉大的人叫耶穌 已
是信祂為我們死、然後從死裡復活，真正接受 —
祂的救贖 是神所設立的拯救者 就得救了
祂的救贖、是神所設立的拯救者，就得救了
約壹三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裡。
基督徒還可能犯罪 不犯罪更準確的翻譯 — 不繼續犯罪，
基督徒還可能犯罪，不犯罪更準確的翻譯
不繼續犯罪
 以前是習慣性、持續性的犯罪
 現在不小心、不警醒時才偶然被過犯勝過
現在不小
不警醒時才偶然被過犯勝過
這是悔改的表現 — 離開不義，會行在光明中。

行在光明中就是行神的義 —
約壹二9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
信耶穌以後，就會練習饒恕，
不會 直在恨我們的弟兄
不會一直在恨我們的弟兄。
這樣才是神所生的，這是歸正的表現 — 向神來悔改，
不但懊悔 而已還會離開不義 會行在光明中
不但懊悔，而已還會離開不義、會行在光明中。
進一步也就相信、接受耶穌，
相信 接受耶
 這個信不是只是知識上知道、
或者同意耶穌的事情
 包括情感上愛慕耶穌，
 為耶穌的愛覺得很感激
 意志上降伏於耶穌，接受祂做我們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