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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這個問題之前，態度上也是要很注意的…
弗四2-3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千萬不要為這個問題彼此對立
千萬不要為這個問題彼此對立，
這是上帝最傷心、聖靈很擔憂的事情
 但意見不合怎麼辦？最好的辦法就是謙虛溫柔忍耐
但意見不合怎麼辦？最好的辦法就是謙虛溫柔忍耐，
有謙虛的態度 — 知道我們所知道的還不完全
 聆聽不同的聲音，仰望聖靈讓我們有合適的結論，
不是說什麼都對，那也不是聖經的意思
關於這件事情，聖經有很多的教導，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仰望真理的聖靈、讓我們明白真理
 我們此刻就存著禱告的心，
來看這些相關的經文，然後再來做結論


關於救恩論爭議最大的一個主題 —
我們得到的救恩 會不會再失落
我們得到的救恩，會不會再失落？
 在中國教會關於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聖經到底是怎麼講的？
我們要求聖靈幫助我們準確的了解聖經，
讓我們對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聖靈其實是會幫助我們了解真理的，
我們存著一個禱告的心、仰望聖靈的幫助，
讓我們對於「救恩會不會失落」，
有一個準確的態度。

聖經用的是兩方面…
 永蒙保守
 英文 preservation
 強調神的保守，
我們得到的救恩，有神永遠的保守
 堅信到底
信的人雖然有上帝永遠保守的應許，
還是有堅信到底的本份或責任
堅信到底 perseverance
 照字面上來看，好像信到底是痛苦的、忍耐的，
自
有關
只是長久的堅持，跟自己的意志力、耐力很有關係
 聖經更強調的 — 既然有神永遠保守的應許，
我們靠他的應許 恩典 是可以忍耐到底 堅信到底
我們靠他的應許、恩典，是可以忍耐到底、堅信到底
所以翻成「恆忍」，不如翻譯成「堅信到底」更好

這樣爭議很大，到底怎麼談比較好？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好好查考
爭議兩面有關所有的經文
 雖然時間有限，我們還是儘量
把所有有關的經文走一遍
求神讓我們有特別警醒的心、充足的精神，
藉著聖靈賜給我們從上頭來的智慧有充份的領受。
這不是我自己根據誰的看法提出的，
是有一次我被指定要來討論這個爭議到底怎麼辦，
是有
次我被指定要來討論這個爭議到底怎麼辦
為了客觀、為了準確，我重新再把新約裡面 —
 有關支持得到的救恩不會失落的經文
 有關好像會失落的經文
拿來互相比較 然後再歸納
拿來互相比較，然後再歸納，
這是比較安全的方法，求神保守。

4. 五24 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出死 生了
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中國的成語是出生入死，聖經的啟示是出死入生，
得到永生之後還會不會出生 死呢？
得到永生之後還會不會出生入死呢？…
5. 六37-40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
在末日卻叫他復活。
我們現在靈魂得救，
末日時，肉體要從死裡復活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故 反複強調永
故意反複強調永生，
一直到末日我們肉體要復活

永蒙保守的經文根據，
新約裡面講最多的是約翰福音…
1. 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神愛
甚至將 的獨 子賜
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如果信了以後還會滅亡，就只是暫生，暫時得救
2. 三36 信子的人有永生。
3.

四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活水的泉源 — 聖靈，信主的人有聖靈內住，
 成為內在的
成為內在的，住在我們裡面的
住在我們裡面的
 永遠到什麼程度呢？直湧到永生，
永生可以翻譯成永遠，就不是暫時的
我們得到了有聖靈內住的新生命，是永遠的。

6. 六44 到我這裏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六47 信的人有永生。
有永生
7. 六51 我是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
六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連講四次了在末日要叫他復活，就是保守到底的意思
8. 十27-29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
當然我們相信耶穌有這個本事…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魔鬼像吼叫的獅子，到處想要尋找可吞吃的人，
這是警告我們要儆醒、免得被他咬傷了
這是警告我們要儆醒
免得被他咬傷了
 並不是那麼隨便就被他奪去、就失落、就永遠滅亡了


9.

十一25-26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有一天我們的肉體可能死亡…
 信耶穌時，我們得到了救恩、靈魂是已經得救了，
這個得救是永遠不死的
 肉體暫時像睡覺一樣，耶穌再來時就醒過來、
復活了，成為一個不死的肉體
耶穌特別問 — 你們信嗎？是在強調這個救恩是永遠的
10.

11. 羅五21 以前罪是我們的王，我們在他的轄制之下，
就 罪作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
樣
藉著義作
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我們蒙受主的救恩 因信已經稱義了
我們蒙受主的救恩、因信已經稱義了，
已經脫離死亡已經稱義的人，
就是藉著耶穌基督
就是藉著耶穌基督已經得到永生了
得到永生
12 羅六22-23
12.
羅六22 23 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
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 作了神的奴僕
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
不只是現在得到永生，結局也是永生

十七12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

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 我也護衛了他們；
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
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
惟有神的恩賜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
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
乃是永生。

是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不小心就會像猶大一樣永遠滅亡？
是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不小心就會像猶大
樣永遠滅亡？
等這段都經文都看完了，再回頭來看猶大這個主題。

得到恩賜就是永生，而不是暫時的得救而已
到 賜就 永生
暫時的得救

13. 羅八28-39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
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 叫他們得榮耀
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從預定到最後得榮耀是非常確定的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不能，的確魔鬼想讓我們跟基督的愛隔絕
難道是患難嗎 是 苦嗎 是逼迫嗎 是飢餓嗎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
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靠著愛我們的主，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靠著愛我們的主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的確很多事情我們不小心時，真的會讓
聖靈擔憂、讓我們跟神之間有暫時的隔閡
 可是保羅說 — 被預定、而且蒙召的人，
是不會永遠與神的愛隔絕的
這也是一個應許，讓我們知道我們是永蒙保守的。


14.

弗一4-5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兒子的名份是暫時的、還是永遠的呢？
看自己的家庭就知道了 —
父
父母跟子女的關係不是短暫的，是長久的。
子女
15.

弗四30 你們原是受了祂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有這個印記就表明我們是屬主的人，
就是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
 我們現在靈魂已經得到救贖，肉體還沒有
在身上蓋了聖靈的印記 就是保證
 在身上蓋了聖靈的印記，就是保證
末日耶穌再來的時候，肉體要得救贖
從起初信耶穌得到聖靈做印記 到最後肉體得救贖
從起初信耶穌得到聖靈做印記，到最後肉體得救贖，
這是一個完整的保障、完整的應許。

16. 腓一6 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這是穩固的應許直到最後
17 帖後三3 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
17.
主是信實的 要堅 你們
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能夠堅信到底 其實是有主的幫助
能夠堅信到底，其實是有主的幫助

19. 希伯來書好幾次提到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
兒 — 二10、十二5-11
 我們是基督的弟兄、兄弟 — 二12、27
 我們是神家裡的人 — 三6
都是永久的。
有一些人父子吵架，就聲明脫離父子關係，

希伯來書至少有四次警告我們要持守這個信仰…，
但更有一些應許 —
18.

只是鬧笑話而已，不是宣布脫離就脫離了；
布
兒女、弟兄、家人的關係是長久的。

來七25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希伯來書有幾次關於救恩的警告 — 好像會失落，
好像會失落
 是不是呢？我們後面還會再談
 這些形容都是很明確的應許 —
我們是神的兒女、基督的弟兄、神的家人，
都是長久的意思 而不是暫時的
都是長久的意思，而不是暫時的

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我們怎麼能夠得到這樣的救恩，可以堅持到底呢？
我們怎麼能夠得到這樣的救恩
可以堅持到底呢？
 因為祂有拯救到底的應許
 不是轉告，祂主動在替我們祈求
不是轉告，祂主動在替我們祈求、保守我們
保守我們
這也是一個應許 — 有祂的保守，我們會被拯救到底。

20.

來十10 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14 因為祂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因為祂 次獻祭 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祂不像舊約那些祭物 —
 只是預表將要來的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
 祭物本身能不能除去我們的罪呢？不能，
祭物
們的罪
 我們因信獻祭，
帝使舊約 信獻祭的
因信稱義了
上帝使舊約因信獻祭的人也因信稱義了
 是那後來的耶穌基督穿越時空，
使舊約因信獻祭的人也因信稱義了
耶穌才是真正能除去我們罪的祭物，
祂一次獻上祂的身體，
讓我們得以成聖、而且永遠完全，
請注意 — 永遠完全。

那一個基督徒是永遠完全呢？沒有，
我們信主以後都各有程度輕重不等的軟弱，
有
甚至於不小心還可能犯很大罪，
那怎麼說是永遠完全？
這是從上帝永遠的眼光來看的 —
我們人生的過程暫時幾十年，有一些
動 軟弱
倒 甚
罪
都是暫時
波動、軟弱、跌倒，甚至犯罪，但都是暫時的
 上帝是公義的，我們犯罪，祂會管教、處罰，
祂最後還是算我們是已經稱義的人
祂最後還是算我們是已經稱義的人，
永遠都已經成聖、稱義、被潔淨的人了


這也是應許，我們得到了是一個
永遠的完全 永遠的稱義 永遠的成聖
永遠的完全、永遠的稱義、永遠的成聖。

21. 來九13-15 舊約因信獻祭的人，
若 羊和公牛的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
並母牛犢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
不是講每 個人 撒母耳就曾經說 —
不是講每一個人，撒母耳就曾經說
聽命勝於獻祭，
如果不聽神的命令獻祭也是沒用的。
如果不聽神的命令獻祭也是沒用的
那些存著信跟真誠的態度來獻祭的人已經成聖了，
何況基督，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
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耶穌真的可以洗淨我們的心，
 讓我們不但蒙召
 而且可以得著永遠的產業 —
得到這個產業就是永生

23.

約壹三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裏。

反對救恩永不失落的人，
強調我們如果犯罪 就掉下去了
強調我們如果犯罪、就掉下去了。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有罪，這邊怎麼說就不犯罪呢？
不犯罪在希臘文的意思是不繼續犯罪，
不犯罪在希臘文的意思是不繼續犯罪


已經信的人，已經得到一個不犯罪的新生命，
是不小心的時候，偶然被過犯所勝、不小心跌倒



不是像沒有信的時候，一直在罪的權勢之下，
乃是已經脫離轄制，有聖靈內住、有神的道、
有新的生命 — 是
是一個不犯罪的生命
個不犯罪的生命
 萬一犯罪也是暫時的，神有公義的管教，
我們會再回來 會厭惡罪惡 會回到神的家
我們會再回來、會厭惡罪惡、會回到神的家，
因為神的道存在我們心裡


22. 彼前一3-6 神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
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
裏
生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
不能朽壞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殘
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祂不但讓我們重生，而且給我們這個應許 —
這樣的產業是存留在天上
 是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的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我們這個救恩不但現在靈魂得救了 —
現在蒙保守，而且到末日耶穌再來的時候，
就是連肉體、已經朽壞、死亡、甚至燒成灰的，
還可以得救，這也是一個應許。

道原文是種子，我們得救、得到這個救恩之道，
這不是一個做人道理而已，道是生命的種子，
這個永生的種子種在我們心裡
 道跟罪是敵對的，
 信主以後已經得到一個不能犯罪的、
由神所生的新的生命




有 個厭惡罪惡 可以勝過罪惡的
有一個厭惡罪惡、可以勝過罪惡的
新的能力在我們的裡面，
最多是不小心偶然被過犯所勝
最多是不小心偶然被過犯所勝，
而不是持續性、繼續犯罪的那種生命

如果有人說他是基督徒，
可是卻一直持續性的繼續犯罪，
非常可疑的 — 他還沒有真正重生得救。

25.

基本上這些經文大部份都在新約，舊約也有…
24.

大衛犯罪、掃羅也犯罪，
 大衛因為是神的兒子，雖然犯了罪，
大衛因為是神的兒子 雖然犯了罪
上帝責打他、處罰他，慈愛仍然不離開他
 祂離開掃羅，這怎麼回事？…
祂離開掃羅 這怎麼回事？
大衛蒙揀選做神的兒子，
他犯罪不是被丟棄，乃是被責打 —
 按祂的公義是要責打、要處罰
 按祂的應許是不丟棄

27.

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
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

撒下七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責打他，
用人的鞭責罰他。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
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掃羅一樣。

箴廿四16 義人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

惡人卻被禍患傾倒。
我們因信稱義的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
信稱義的成為神的兒女
有可能不小心跌倒，雖然七次仍必興起，
 神有可能讓我們不小心時，跌得鼻青臉腫，
神有可能讓我們不小 時 跌得鼻青臉腫
但是還會興起、不會倒閉在那裡，
祂會修理我們 但不是丟棄我們
祂會修理我們，但不是丟棄我們
 惡人就真的倒了、真的被放棄了
得救的人跟惡人是不一樣的。
得救的人跟惡人是不
樣的
28.

耶卅一3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聖經新約有一大堆的應許，
大部份是耶穌自己講的；
舊約也有一些都很明確。

詩卅七23-24 他雖失腳也不至全身仆倒，

我們可能不小心會跌倒，
可是不會倒閉在那裡、永遠沉淪
26
26.

箴十二3 義人的根必不動搖。

根在地底下，看不見、其實很重要 — 根很深入、非常穩固，
 樹幹、樹枝在強風之下暫時動搖、甚至被吹斷，
但是樹的生命還在不在呢？還在！
根夠深，新的芽、新的樹枝還會長出來
 我們的根是扎在耶穌基督這個磐石上的，
不是一個颱風就可以把我們連根拔起
我們的根必不動搖，
是因為我們的根是扎在耶穌基督這個磐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