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系統神學

救恩論的最後一講，有三個部份︰

第四十課…

1.「救恩還會不會失落」最後的歸納跟結論
上一講提到很多經文，
強調救恩不會失落
 也看到了一些好像會失落的經文
總的來看，
不會失落的信息是非常明顯、強烈的


救恩論

加爾文與亞米念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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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整個救恩論裡救恩的歷程，
每一個步驟，做一個總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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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是真的看到有些人失落了，看幾處經文可以明白…
1.

太七21-23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
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
奉
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
名
多
麼
我就
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

其實他們從起初就沒有真正的得著，
耶穌應該認識他們，是耶穌不承認這些人，
 這些人並不是得著了後來才失落，他們雖然…，
這些 並不是得著了後來才失落 他們雖然
他們並沒有真正的入門、得到耶穌的認可
 我們不要只看外表的服事、恩賜，是要看
我們不要只看外表的服事 恩賜 是要看
是不是屬耶穌的、是不是神的兒女、神的僕人

2.

太十三20-21 撒種的比喻，有四種人…

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裏沒有根，
當
裏
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這個種子也發芽、而且還長得很快，
但實際上沒有根，所以不能只看外表 —
 有些人耳根比較軟，聽了，隨隨便便就信了，
像長的
實際
有紮根在磐
好像長的很快，實際上沒有紮根在磐石上
 真正的基督徒是向神悔改、接受耶穌，
根基是紮在磐石上 — 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就是隨便就信了，
 來基督教就信基督教、佛教聽一聽就信佛教
來基督教就信基督教 佛教聽 聽就信佛教
 是天然的耳根比較軟，並不是真的
受聖靈的感動光照 向神悔改接受耶穌
受聖靈的感動光照、向神悔改接受耶穌，
後來「暫時的信仰」就產生「永遠的失落」

3.

提後三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

可能就永遠不見了，起初就沒有得著，只是虛有其表。
4
4.

約壹二18-19 有些敵基督，曾經在我們中間聚會、服事，
有些敵基督 曾經在我們中間聚會 服事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那一些失落的，其實本來就不屬於我們的 —
 如果是屬於我們的，可能是暫時離開教會，
 還是會回來，不回來也會到其他教會去
 會回到耶穌基督面前、不會永遠離開教會


永遠離開的，其實本來就不屬於我們，
所以不要只看當初一起聚會、服事，
所以不要只看當初
起聚會 服事
其實起初就沒有真的得著，而不是後來失落

約十二1-6 馬利亞…

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
拿著
貴 真
香膏
猶大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
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
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穌選猶大是司庫，管錢囊，
他已經跟隨耶穌三年多了，竟然還常常在偷錢，
請問他有沒有真的信從耶穌？沒有，
 如果信從耶穌，可能本來有偷竊的習慣，
跟隨耶穌的過程，
一定會把這個罪惡的習慣戒除
 從他繼續做一個慣竊、常常偷錢，
從 繼續
慣竊 常常偷錢
就可以知道他沒有真正的信耶穌、信從耶穌

二、個案研究：猶大的例子
主張會再失落的人最喜歡舉的例子 —
猶大是耶穌所揀選的門徒，
他後來真的失落了、真的背叛了。
約六58-71 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
約六
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耶穌從起頭
耶穌從起頭

就知道誰不信他，誰要賣他。
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麼？
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猶大

耶穌親口講的線索 — 猶大不是 得著再失落，
 耶穌從起頭就知道猶大不信他
 十二個門徒裡面有一個是魔鬼
耶穌講的多麼嚴重 — 他是不信的、是魔鬼，
他不是信了耶穌再失落，而是起初就不信。

約十七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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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名 守
我 護
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
猶大被揀選當門徒，好像掃羅被揀選當王一樣，
卻到死沒有真正悔改
卻到死沒有真正悔改，
 揀選為使徒、國王，這是一個職份，
沒有真正信從耶穌就是滅亡之子
 猶大是滅亡之子，不是得救再滅亡，而是起初就不信
、逾越節的晚餐，耶穌說：「你們中間
逾越節
餐
「你 中
有一個人要賣我了。」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
「拉比 是我嗎﹖ 耶穌說：「你說的是！
「拉比，是我嗎﹖」耶穌說：「你說的是！」
這樣明顯的說他還不悔改 就知道 —
這樣明顯的說他還不悔改，就知道
他是沒有生命的、沒有真正得救的生命。

猶大賣耶穌以後，不知道後果這麼嚴重 — 耶穌會被釘死，
他後悔、想要把賣耶穌的錢退還給祭司跟長老，
後悔 想
賣耶穌的錢 還 祭
長老
可是他們不願意接受退款，他們說：
「你出賣耶穌，你自己的罪自己承擔。」
猶大後悔的時候，並不是向神、向耶穌悔改，
他去上吊自殺了！
 不是說所有自殺的人都會永遠滅亡，可能有些
得到嚴重的憂鬱症 — 也要想辦法靠神的恩典挽回
 猶大不是憂鬱症，卻到死都不願意向神悔改、寧可
上吊自殺，就知道並沒有一個重生得救的新生命
關於猶大從這些經文可以知道
關於猶大從這
經文可以知道 —
並不是得救以後，不小心或貪心就永遠失落
 是從起初到最後自殺，
是從起初到最後自殺
從來就不是真正信耶穌、跟隨耶穌的人


3) 後來會失落的，像掃羅王、猶大，

三、結論 — 永蒙保守的經文是清楚的，
基督徒背道離棄真道 將會沉淪也是確定的
基督徒背道離棄真道，將會沉淪也是確定的，
1. 這兩個似乎是矛盾，究竟該怎麼協調？
1) 永蒙保守的確定，比背道可能沉淪的確定，更確定 —

永蒙保守 — 是清楚的、屢次提到的、次數較多的，
敘述的語法直接而明確、大多是耶穌自己講的
 背道可能沉淪 — 是比較少，是警告性跟假設性的


2) 希伯來書屢次警告 — 信徒既然信上帝、信耶穌，

生活就應該像神的兒女，用意是積極的、是建設性的，
生活就應該像神的兒女
用意是積極的 是建設性的
 既然信了耶穌，就靠主站立得穩、
堅持信心 避免跌倒
堅持信心、避免跌倒
 並不是直接 — 一不小心就永遠失落了，
警告之後還特別聲明
警告之後還特別聲明，
不會像沉淪的人那樣子，而是會得救的

5) 這許多的爭議點的關鍵，

是起初就沒有真正信、從沒有真正得著
4) 希伯來書這麼多個警告、
希伯來書這麼多個警告

講了一大堆希伯來的典故，
其實是作者對希伯來的弟兄們、
也就是同胞們所做的警告 —
 因為他們是猶太人，就自動成為得救的人
 其實他們要鄭重、珍惜、
認真接受耶穌基督救恩之道，才會真正得救
我們不要因為有這些警告，
就以為救恩很不穩固，一不小心又失落了
 其實是在警告希伯來人，
其實是在警告希伯來人
不要自以為已經得著了


不是基督徒會不會再沉淪，
而是基督徒會不會完全背道。
經過以上討論，可以這樣說 —
永蒙保守是確定的，背道會沉淪也是確定的
永蒙保守是確定的
背道會沉淪也是確定的
 要完全符合這兩個確定，唯一的答案就是
基督徒可能會跌倒 但不會完全背道
基督徒可能會跌倒，但不會完全背道，
這樣才不會矛盾


完全背道是會沉淪，
既然那麼多的經文說不會沉淪，
那表示我們要小心 —
 不小心是會跌倒的
 但不至於到完全背道的程度

2. 相信不再沉淪，很多教會、很多基督徒反對，
因為怕有持無恐，就會變成懶散。
為 有持無
會變成 散
這種邏輯不是聖經的邏輯，聖經的邏輯像保羅講的 腓二12 —
救恩是很穩固的
 應當恐懼戰兢作成得救的工夫
什麼意思呢？得救是有目的的，
 學習過聖經的生活，不但得生命，
的
命
而且追求豐收的生命、結出聖靈各樣的果子
 戰戰兢兢在表達警醒跟認真


他告訴我們 — 已經信主的人要接受警告、
珍惜救恩 這樣就不會懶散了；
珍惜救恩，這樣就不會懶散了；
如果有人不小心犯罪，聖經告訴我們 —
這種 是被管教
這種人是被管教而不是被丟棄。
是被丟棄

4. 永蒙保守、跟不相信永蒙保守，好像矛盾很大，
但我們千萬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否定，
我 千萬
斥
定
 只要是基督徒、神的兒女、已經得救的人，
要學習彼此相愛、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雖然永蒙保守的經文根據是比較明確的，
但不相信永蒙保守的基督徒既然已經得救了，
就是家人，一家人應該彼此相愛，
所以不要為這個而分裂了神的家
不過我們還是主張 鼓勵相信永蒙保守是比較好的 —
不過我們還是主張、鼓勵相信永蒙保守是比較好的
 這樣的確比較有安全感，上帝希望我們像
來四16 可以隨時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寶座前，
蒙恩惠、得憐恤、做隨時的幫助
 相信有可能失落，真的會比較緊張
比較起來「比較平安的感覺」還是聖經更支持的。

3. 我們這個信仰是一種永恆的信仰、永恆的信心，
有
有可能在軟弱時暫時失落，但一定會恢復，
在軟 時暫時失落
定會恢復
 有人是暫時的信心，彷彿落在土淺石頭上的
種子，暫時發芽，可能永遠失落、不再恢復
 神的兒女像 加六1 偶然被過犯所勝，上帝會管教，
希十二4-11 被管教之後會回頭，上帝會重新接納他 —
 像上帝重新接納大衛，犯罪了、照神的心意悔改
 像彼得，三次不認主，
回頭以後上帝還是接納他，
甚至耶穌事先就跟他講 — 你會跌倒，
可是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暫時的跌倒並不是帶來永遠的失落，
管教之後 回頭 是永遠的得著
管教之後，回頭，是永遠的得著。

5. 主必保守，這是神的應許保守到底，
應該堅持、要堅持到底，這是我們的責任，
這兩個並不矛盾、是可以並存的。
6. 信徒只要真正重生得救，得救之後一直保持
靠神恩典來持守的習慣 這樣就對了
靠神恩典來持守的習慣，這樣就對了，
 我們要小心的、警醒的、天天靠神來保守信仰
 但不需要太擔心，因為太擔心就不平安了
但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太擔 就不平安了
7 可能會沉淪這是
7.
可能會沉淪這是一種警告性、假設性的間接推論，
種警告性 假設性的間接推論，
永蒙保守、永不失落，是直接的教導，
所以兩個不能等量齊觀。
把這麼多的討論用一句話，做總歸納的話 —
靠上帝保守到底的應許，可以堅信到底。

四、關於永蒙保守的問題，很有名的是加爾文派跟亞米念派…
亞米念去世的第二年 1610 年，
亞米念的門徒很擔心加爾文主義的主張
會讓信徒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主張五個要點：
1. 人是很敗壞的，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夠真正的信耶穌；
人沒有壞到一個地步無法感應神的呼召
2. 人被揀選是有條件的 — 神事先預定知道誰會信，
然後就揀選他，簡單的說，預定是根據預知
3. 贖罪的對象是無限的，
任何人只要願意信耶穌都會得救，
耶穌十字架是為所有的人預備的
4. 神的呼召可能會被拒絕
5. 所得到的救恩有可能會失落

加爾文是馬丁路德之後重要的改教家，
強調神的揀選、預定、主權、救恩永不失落，
揀
定
權
恩永 失落
後來才有 1610 年亞米念的五個要點，
產生教會界很大的爭議。

1. 全然敗壞 Total Depravity
2 無條件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2.
3. 限定的贖罪 Limited Atonement
十字架的救恩是為神所揀選的人而死的。
聖經只有間接的經文可以產生這個推論，不是直接講的…
4. 不可抗拒的恩召 Irresistible Calling 有效的呼召
神所揀選的人，聖靈會感動、光照他，一定會轉過來
5. 聖徒永蒙保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聖徒會堅信到底，背後有上帝永遠保守的應許

五、救恩論得救的過程，用圖表來做總歸納 —
【基督教要道初階】十個步驟：
【基督教要道初階】十個步驟

無論加爾文派、亞米念派，不要搞分裂是最重要的。
但是相信 不會失落」
但是相信「不會失落」—
 還是比較有屬靈上的、平安的感覺
 既然他的經文是比較直接又明確的，
我們為什麼不接受呢？

經過八年 1618 年，荷蘭總理召開多特會議，
開了七個月，最後是有共識的 —
 不接受亞米念主義，斥為異端
米
義 斥
 整理加爾文的主張，出現加爾文五要點…
1. 全然敗壞 Total Depravity
如果不是神施恩，以人的本性是不會悔改信耶穌的
2. 無條件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蒙揀選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條件，
其實各種人都有，是無條件的揀選

3 稱義

4 成為
神的兒女

10 身體靈魂重新結合
完全回復上帝的榮耀

7 靈魂
與基督同在

1 有效的
呼召

9 末日耶穌再來
肉體榮耀的復活

5 成聖 —
確定成聖
0 人們原來
都走向滅亡

6 死亡

2 歸正
180°轉過來

漸進成聖

8 肉體還在地上

過去失落了，信耶穌以後，開始恢復 —
 靈魂先得救，
 進入新的生命，神兒女、聖潔的生命
 學習過榮耀的生活，
漸漸結出聖靈各樣的果子
 當死的時候，靈魂到主那裡去、先被成全，
才能夠跟基督永遠同在


整個的榮耀等到末日是基督再來的時候，
肉體復活跟靈魂結合
 身心完全得榮耀、完全恢復了
起初神創造的榮耀、甚至於是更榮耀
起初神創造的榮耀
甚至於是更榮耀 —
不再墮落、不再苦難、
不再有眼淚 不再有黑暗
不再有眼淚、不再有黑暗，
那樣一個永永遠遠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