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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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到底會不會再失落，爭議很大…

成聖分為「已然成聖」跟「尚未成聖」，

已然成聖，或者說已經成聖 already已然成聖 或者說已經成聖 y
尚未成聖是 not yet

新約神學常常出現的一個公式，

成聖可以簡單的說—
在地位上，我們一信主就已經成聖了

在實際的生活上，還需要追求聖潔

所以這兩個是同時存在

一、已經成聖

1. 定義：歸正的時候，回應神的呼召、

向神悔改、接受耶穌時，

不但被神稱為義人、算為無罪

同時已經成為神的兒女、已經成聖了

又稱為確定性的成聖，因此新約常常稱基督徒為聖徒，

在講地位上我們一信耶穌已經被分別為聖了在講地位上我們 信耶穌已經被分別為聖了

林前一1-2 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

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

稱已經蒙召的人都是聖徒，跟天主教、東正教不一樣，稱 經蒙召的人都是聖徒 跟天 教 東 教不 樣

天主教、東正教

把特別有成就的、偉大的基督徒封為聖把特別有成就的 偉大的基督徒封為聖

聖經稱每一個蒙召的人已經成聖，已經是聖徒

哥林多教會其實問題很大—
然 有恩 有學雖然很有恩賜、很有學問，

卻產生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問題。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時候，

一個一個來處理、指正、責備，歸回真理

這樣一個問題叢生的教會保羅還是稱他為聖徒，

聖徒不是看靈性是不是到非常成熟的階段

而是在講在地位上，

一信耶穌就已經很崇高、已經從世界被分別出來

例如：羅一7、林前十六1、林後一1、弗一1、

腓一1、西一2、門5、來十三24、猶3…腓 西 門 來十三 猶

新約聖經履次稱所有的信徒都是聖徒、

都已經分別為聖，都已經分別為聖，

地位上我們已經突然成聖了。



2. 確定性的成聖有三方面的效果…
們 經被赦免 被潔淨 被 別為1)我們已經被赦免、被潔淨、被分別為聖了，

林前六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我們神的靈，

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一信耶穌就洗淨、成聖、稱義了

西一21-22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祂為敵。

但如今祂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但如今祂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

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無可責備 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一信耶穌就已經成為聖潔、也就是成聖了，

地位上當時分別為聖了。

2)在罪上已經死了、已經從罪中得到釋放了，

羅六3-4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我們藉著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我們藉著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洗禮在表達我們已經歸入死

跟耶穌一起死了、一起埋葬了，跟耶穌 起死了 起埋葬了，

然後就一起復活了

羅六18a 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

本來罪是我們的主人、轄制我們本來罪是我們的主人 轄制我們

但如今我們已經得到釋放，它再也不能轄制我們了

3)可以勝過罪惡、可以活在義中

羅六6-7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

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當罪來引誘我們時，可以宣告我們跟基督一起死了…當罪來引誘我們時 可以宣告我們跟基督 起死了

彼前二24b 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耶穌從死裡復活，信主的人也從死裡復活了，

神的靈進來、開始一個新的生命 — 活在義中

彼前四1-2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

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 與罪斷絕了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

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比較正面的、按神的旨意來過以後的生活，就是活在義中。

二、尚未成聖，已經成聖、尚未成聖，好像矛盾，其實不是—
在地位 先成 突然很崇高 成為 徒 神 兒在地位上先成聖，突然很崇高，成為聖徒、神的兒女…

信主以後，還要繼續追求成聖，又稱為漸進性的成聖，

崇不但在地位上突然很崇高

也在生活上漸漸變成高尚的生活，活出聖徒的體統

美國文學家馬克吐溫【乞丐王子】，

我們的身分就像乞丐是突然被帶進了王宮，身

王子因為不能出去，兩個人交換衣服，

侍衛長把乞丐趕出去—被趕出去的是王子…侍衛長把乞丐趕出去 被趕出去的是王子

乞丐要吃晚宴了，竟然伸手就抓，

但是他很聰明，趕快調整、學習，後來就有模有樣了但是他很聰明 趕快調整 學習 後來就有模有樣了

我們原來像乞丐一樣，可是一信耶穌突然就變王子了，

生活還沒那麼高尚，所以就學習過皇家高尚的生活生活還沒那麼高尚 所以就學習過皇家高尚的生活

高尚不是物質的奢華，是在屬靈上的榮耀、聖潔、高貴…



1.為何還要繼續追求成聖？

許多禱告都在祈求成聖1)許多禱告都在祈求成聖

帖前五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

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使徒們也為眾聖徒常常這樣祈求，

地位上已經突然成聖，但還祈求讓他們全然成聖地位上已經突然成聖 但還祈求讓他們全然成聖

在生活上— 言語、行為、思想、情感、意志，各方面

越來越聖潔、活出聖徒的體統、表現出神那樣的榮耀越來越聖潔 活出聖徒的體統 表現出神那樣的榮耀

2) 聖經中有許多完全成聖的命令

林後七1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

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當潔淨自 身 靈

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加五16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22 23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 喜樂 和平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提後二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提後二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保羅勉勵提摩太、也勉勵我們，這是命令

太五48 登山寶訓，我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

保羅勉勵提摩太 也勉勵我們，這是命令…

3) 聖經中已經有好多成聖的榜樣，

來十一很多成聖的榜樣、信心的偉人多 榜樣 偉人

來十二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效法這些見證人 信心的偉人 完成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效法這些見證人、信心的偉人，完成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用這些榜樣激勵我們、繼續追求成聖

2. 如何追求成聖 — 尚未完全得著、繼續追求，漸進的成聖

消極方面 要逃避試探1) 消極方面：要逃避試探，

太六13 耶穌教我們禱告 — 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

要做預防性的禱告 — 不要遇見試探。

帖前四3-4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創卅九6-13 約瑟當女主人誘惑他時，他不管後果先逃再說，創卅九6 13 約瑟當女主人誘惑他時 他不管後果先逃再說

後來付上很大的代價，但是有神的保守，我們要逃避的

有一個少年人常常心裡充滿一些不乾淨的東西，有 個少年人常常心裡充滿 些不乾淨的東西

他每天經過電影院門口，看到穿著暴露的圖片會想入非非…
輔導：你就不要經過那裡，要躲開這個試探輔導：你就不要經過那裡，要躲開這個試探

有句話說：「你沒辦法拒絕讓鳥飛過你的頭上，

但至少你可以拒絕它在你的頭髮上築巢。」但至少你可以拒絕它在你的頭髮上築巢。」

我們靠神，可以預防、可以逃避。

消極方面：要治死惡行

羅八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

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身體不是我的主人，我是身體的主人、耶穌是我的主人，

我靠著耶穌的靈、就是聖靈，可以勝過身體的惡行我靠著耶穌的靈、就是聖靈，可以勝過身體的惡行…
治死就是讓它不能做怪，我們全然的得勝

要治死我們在地上的肢體西三4-5 要治死我們在地上的肢體，

難道要叫我們自殺嗎？不是，後面有解釋 —
地上的肢體就是淫亂、污穢、邪情、惡慾、貪婪，

把它治死，就是把它管的死死的、不能來拉倒我

我要來處死它，讓它不能作怪，

不能來誘惑我、讓我跌倒

羅馬書第六章也有談到如何治死身體的惡行



2) 積極方面：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信主以後，

靈我 就會不斷的改變主的話、主的靈我們順從，就會不斷的改變，

羅十二2b 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當我們查驗對的去跟隨、分辨錯的拒絕它，

這個過程我們就不斷更新而變化了。這個過程我們就不斷更新而變化了。

要效法基督 —

林後三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信主以後好像在照鏡子，信主以後好像在照鏡子

鏡子裡面有一個榜樣、模範，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照耶穌的樣子來調整我們的樣子，我們照耶穌的樣子來調整我們的樣子，

讓我們在各方面越來越像樣、越來越像耶穌基督了

不斷地順從聖靈的引導

加五22我們順從聖靈的引導，結果呢，

就會結出聖靈各樣的果子來，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些美好的東西都成為我們的品質、我們的生活。

不斷地順從聖經的教導不斷地順從聖經的教導

約十七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你的道就是真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道、神的真理，當我們神的道 神的真理 當我們

去研讀、去背頌、去思想、去順從的時候，

祂就使我們成聖祂就使我們成聖

我們順從的時候，就越來越聖潔了

三、成聖的媒介

1.藉寶血成聖— 我們信耶穌的那一刻，

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我們已經成聖。

來九13-14 舊約裡動物的血灑在不潔淨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把自己無暇無疵獻給神，

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我們的心嗎？

舊約那些動物的血其實並不能除去我們的罪，

因為他們因信獻祭，所以神就赦免他們的罪了

耶穌基督的血是真正可以洗乾淨我們的心

2.藉聖靈成聖藉聖靈成聖

羅十五16 使我作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叫所獻上的外邦人，

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我們現在已經信主了，繼續藉著聖靈來成聖…

林前六11 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我們神的靈，

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依靠神的靈不但過去成聖依靠神的靈不但過去成聖，

可以繼續成聖。

帖後二13 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

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這一節同時提到因信真道使我們成聖，

又同時提到又被聖靈感動可以成聖

所以神的道、神的靈都可以讓我們成聖



3.藉神的道成聖

帖後二13 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

已經提到真道了

約十七17 耶穌說：求你，就是求父神，用真理使我們成聖。

真理就是神的道，是可以使我們成聖的

弗五26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水是外在的象徵，道才真正使我們潔淨

當熟悉神的道的時候，我們也會越來越聖潔

詩一一九少年人要用什麼來潔淨他的行為呢？就是神的道；

我把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我把你的話藏在 裡 免得我得罪你

神的話可以勝過罪惡、可以活出聖潔

4.藉苦難成聖

我 患難羅五1-5 我們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那是因為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了。

遇到患難的時候，不但有歡喜有盼望，

而且忍耐的功夫也增強了— 因為聖靈的幫助、

神的愛澆灌，我們就有忍耐、有老練、有盼望。

成聖的過程— 從原來卑賤的生命變成高尚的生命

苦難的鍛練— 靠神得勝，就越來越成聖了

彼前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彼前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

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我們有受苦的心志，就不會因為怕吃苦、妥協，

然後犯罪跌倒，就可以拒絕，可以勝過罪惡的威脅。

以前北京教會領袖王明道的例子…
本 打 京時 逼 各界 簽日本人打進北京時，逼迫各界領袖簽名

支持日本人的統治，王明道拒絕簽名，

他們恐嚇他：給你一個禮拜回去好好思考。

王明道說：「不用，我現在就拒絕！」

回到教會大家稱讚王明道剛強。

他說：「我馬上拒絕不是因為我剛強，

我如果回去考慮一個禮拜、有可能就軟弱、就簽名了，

這事既然是錯的，我當場就拒絕。」

他不計後果、有受苦的心志，他就得勝了。

我們如果死都不怕 —最多只是殉道，我們如果死都不怕 最 只是殉道

苦也不怕，魔鬼就怕我們了

這種心志不是自討苦吃，而是碰到苦頭，這種心志不是自討苦吃 而是碰到苦頭

靠神得勝，就越來越剛強、越來越聖潔了

四、成聖的目標，我們真的可以完全成聖嗎？

1. 完全無可指摘

帖前五23 願賜平安的神使你們全然成聖！靈魂跟身子

都蒙保守，在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林後七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

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所以完全的，這是很明顯的目標

2. 恢復神完美的形象

太五48 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五48 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 樣。

約壹三2-3 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

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 凡向祂有這指望的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凡向祂有這指望的

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像他一樣潔淨、神聖、聖潔、完美的形象…



五、成聖的表現

1 聖潔的生活 潔 在1. 聖潔的生活 彼前一15-16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

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2. 真誠的愛心 腓一9-11 我所禱告的，

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3. 真道上增長 彼後三18 要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跟知識上有長進。

猶20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4. 靈命的成熟 彼後一3-8提到我們成聖的過程 —
上帝把有關生命跟敬虔的事已經賜給我們了帝 有關 命跟 虔的事 賜 我們了

我們已經與神的性情有份了

5 7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識；5-7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

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六、我們可能像天父一樣完全嗎？

多 基 都多數基督徒都認為不可能

約翰衛斯理，又稱衛理宗、循理會、行道會…
主張三個步驟：

1. 初步的成聖，一信耶穌，已經稱義、重生、成聖了，

就是確定性的成聖、已經成聖

2. 逐步成聖，就是漸進的成聖 —逐步 就是漸 成聖

信耶穌以後，生命逐漸成長

3. 全然成聖，約翰衛斯理強調「二度的祝福」全然成聖 約翰衛斯理強調 二度的祝福」

第一次的祝福— 蒙恩得救

二度的祝福— 約翰衛斯理根據自己的經歷：二度的祝福 約翰衛斯理根據自己的經歷

他本來就很敬虔，受到弟兄會的激勵、為他祝福，

突然領受聖靈奇妙的工作，覺得自己瞬間成聖了突然領受聖靈奇妙的工作 覺得自己瞬間成聖了

這是突然一個屬靈的大躍進，叫二度祝福、完全成聖了

其實他也承認完全成聖的人，

果 會有差如果不小心也會有差錯，

但很快又可以恢復

還是不完全，只是說很成熟了

今生可能完全嗎？今生可能完全嗎？

今生是可以漸進的越來越完全，

到相當成熟的地步到相當成熟的地步—
沒有一個像天父一樣完全

邁向完仍然要照聖經的要求 — 邁向完全

這不是矛盾，

放棄對完全成聖的追求，我們會很不完全

唯有把完全成聖當做唯一的目標，

我們才會越來越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