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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六个步骤

神的恩召1. 神的恩召
2. 人的归正

3. 称义
4. 成为神的儿女

5. 成圣
6. 得荣耀

一、神的呼召又称为神的恩召，分成两类…
1. 特别的呼召又称为有效的呼召，是指着圣灵的能力

借着布道者的宣扬、或者蒙召者对神话语的阅读，

在各地来召聚他的选民使他们全都归正。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布道者，但不是因我们让人归正信主，

是圣灵的能力使他们归正、借着我们的宣扬。

罗十13-17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然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们很准确的讲救恩之道，圣灵借着我们可以使人归正。

有些人的信主归正，不是听见布道而归正的，

有人自己在读圣经 读到神的道 特别有人自己在读圣经，读到神的道、特别

救恩之道时，圣灵感动他，也就得着了

特别的呼召是神所拣选的人 就得着特别的呼召是神所拣选的人、就得着了。

罗八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罗八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
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很显然神有他的预定跟拣选很显然神有他的预定跟拣选。

罗十一7b惟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特别的呼召 — 神所预定跟拣选的人真的回转归正了。

帖后二13-14 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
拣选了你们，藉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

神先有拣选，后来借着布道者、所读到的救恩之道，来呼召他。

世人按自己的理性，是不喜欢神的预定跟拣选这样的理论，

我们原则上传福音时 也不会主动讲预定论我们原则上传福音时，也不会主动讲预定论。

【神国侠侣】女主角母亲，信主就是跟预定论有关…
母亲唯一的儿子病得非常严重，存着一线希望到教会，

长老在讲道提到神的拣选，妈妈听到

至高的神拣选我，心里说有救了，

满心相信神的恩召临到他们家，

祷告完孩子得医治，他们一家很快都归主。

能够信耶稣不是因为特别有慧根、耳朵软，能够信耶稣不是因为特别有慧根、耳朵软，

上帝喜欢我们、就让我们得救，不是的！

 弗一 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了。 弗 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了。
特别的呼召临到神所拣选的人，产生本质上的扭转，

就会成为内在的呼召 — 不是暂时的悔改 转变就会成为内在的呼召 不是暂时的悔改、转变，

而是彻底从内心本质上的一个扭转、一种改变。



这样的呼召也称为「不可抗拒的呼召」，

神所拣选的人当圣灵光照 感动他时 就 定转过来 神所拣选的人当圣灵光照、感动他时，就一定转过来

常常伴随神的话 —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有 在传 音 到神 爱 神 帮 有些人在传福音时，只讲到神的爱、神的帮助，

这样不等于真正的布道

真 布道 神 真正的布道也提到神的救恩之道，

也伴随着圣灵的感动

有些人还要进一步伴随着神迹奇事，

人如果听见神的道就信了这是比较有福的

有些人信心不够，可是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就信了，

 请注意，不是信神迹， 请 意，不是信神迹，

信神迹不等于得救、回转归正

 借着神的道和神迹奇事，然后信了福音， 借着神的道和神迹奇事，然后信了福音，

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的呼召

2. 普遍的呼召 —
所有布道的活动 劝人信耶稣 全部都是普遍的呼召

普遍呼召

所有布道的活动、劝人信耶稣，全部都是普遍的呼召
在这些听到福音的人当中，有一群人

神特 拣选 特 来感 光 普遍呼召神特别拣选他、圣灵特别来感动他、光照他，

他就真的回转过来 — 就是特别的呼召 特别
呼召

太廿二2-14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呼召

打发仆人去邀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
 邀大家都来信耶稣，可是有些人不来
 劝大家都要信这一种劝告、布道，就是普遍的呼召

后来主人就再派仆人去特别邀一群人，参加天国的宴席。

太廿二14 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布道的活动都是普遍的呼召布道的活动都是普遍的呼召，

其中有一小群是蒙拣选，就真的得着了。

约七37-38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指信的人要领受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指信的人要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

像活水的泉源，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那天是不是听到的人都来信耶稣了呢？那天是不是听到的人都来信耶稣了呢？

没有，多数人置若罔闻、听而不见

 一小部份人真正在那天接受耶稣的呼召、得着了

连主耶稣布道，也不是让每个人都悔改归正，

劝大家都要来领受活水的泉源，普遍性对大家

 所有有机会接触的人、所做一切布道的活动，，

都是普遍的呼召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
切 渴的人都 以来 不用花钱就 以买赛五五 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不用花钱就可以买。

是上帝在呼召大家：你们就近我来侧耳而听，
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

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呼召，

劝大家都来靠近耶和华，来听、不要钱。

赛六五2 上帝非常的感伤 难过赛六五2 上帝非常的感伤、难过…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这个又称为外在的呼召 —
我们讲了、他们耳朵听见了，

可是却没有得着，是却没有得着，

没有真正的觉悟、开窍、悔改。



徒五31b 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广义的我们就是神的选民、神所拣选的人，

有这样的神所赐的悔改的心、赦罪的恩，

才能够使普遍的呼召变成特别的呼召。

太十三撒种的比喻 讲完以后耶稣特别说太十三撒种的比喻，讲完以后耶稣特别说…
多数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心里也不明白，

因为心蒙油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因为心蒙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更准确翻译 — 任凭，神让他继续不明白下去、神任凭他，

不能怪神为什么不施恩给他，不顺从神、人也要负责任的，不能怪神为什么不施恩给他，不顺从神、人也要负责任的，

普遍的呼召临到很多人的身上

很多人背逆不顺从 就没有得着很多人背逆不顺从、就没有得着
所以普遍的呼召称为外在的呼召，不一定有效。

二、特别呼召的性质

1. 发动者是神
约六65 如果不是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弗二5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8 才说 — 也因着信
提后一9 我们蒙召、得救，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2. 确定的行动
林前一2-9 我们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林前 2 9 我们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

他必坚固我们到底，
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造，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 所造，

要跟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
同继承产业，得到神儿子的名份

本来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是耶稣基督，

现在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了现在我们 成 神的儿女
我们得到产业、福份，是非常确定的行动

3. 总是伴随着神的道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十17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一定要听到救恩之道，从基督所传讲、成就了救恩之道，

真 听到 我 才真 得到真正听到了，我们才真正的得到

4. 有效的
罗八30 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呼召他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约六37 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所以就是有效 — 一定会来

5. 效果是长久的、是不变的久 变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教会界有很大的争议跟对立，

得到了呼召、然后得救，这个救恩会不会再失落？得到了呼召、然后得救，这个救恩会不会再失落？

后面再详细谈

三、特别呼召的过程

1. 弗二1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

还没信主的时候，心思、头脑是不会自动

信主、悔改归正的，死人是不会有回应的

我们原来是逃避神 —我们原来是逃避神
创三8 人不听神的话，吃了禁果以后上帝来寻找人，

亚当 夏娃就躲藏在伊甸园的树木中亚当、夏娃就躲藏在伊甸园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的面。

原来是死的 逃避神的 不会欣然接受神的原来是死的、逃避神的、不会欣然接受神的

听见福音也是不能信的 —
血 的人 能 会神 的事林前二9-14 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

反而把这样的事情当做是愚拙的。
原来是属血气的，是不能领会、不能明白的



2. 圣灵在一些人的心里面动工，让原来因为离开神

而死掉的、失去功能的悟性活过来了。

弗二1 是神叫我们活过来的。
5 我们以前是在过犯之中，

神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
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本来是死的，神的圣灵动工 —我们本来是死的，神的 灵动
让我们领悟的能力恢复正常、活过来了

3. 我们就得到福音的效果、

就归正了就归正了

人的归正 — 圣经所提到的归正
过程一、归正的过程

1. 看见自己是失丧的

亚十二10 上帝说：我必将那
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

我们能够从逃避神、变成仰望神，

是神先施恩我们才懂得这样来恳求

我们会为自己的罪觉得懊悔 —
徒十一15-18 彼得一开讲圣灵就降下来，

最后彼得很感叹的说：「这样看来神也
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这个悔改是得生命的悔改，就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一种懊悔是得生命的懊悔，

确实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失丧、看见自己的罪

2. 看到上帝的爱、看到基督的救赎

约三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罗五6-8 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着神所订的日期为我们死了，基督就按着神所订的日期为我们死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

进一步觉得很感激，就体会到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

3. 结果 — 我们就向神悔改、求主赦免，就接受耶稣，

也转身离开不义、行在光明中。中
 不但当时得到洁净、赦免，也从此学习过圣洁的生活

从事后印证这个人已经悔改归正 — 不会继续让罪辖制，从事后印 这个人已经悔改归 不会继续让罪辖制，

基督徒偶然犯罪，不像以前是罪的奴仆、在黑暗中…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有效的恩召（神的行动）
↓

归正 — 悔改、相信（人的行动）

神没有罪 他虽然很主动 是 能替我们认罪 神没有罪，他虽然很主动，可是不能替我们认罪

我们要亲自认罪，

我们怎么能认罪呢？因为他施恩、我们蒙圣灵光照

可能突然发生的

有一些人、特别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他搞不清楚是那一天得救的 —
以前听父母讲，现在亲身向神悔改、接受耶稣，

在某一个时期就这样转过了



二、归正的表现 — 向神悔改、信靠耶稣
施洗约翰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要悔改信福音可一14-15 施洗约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

约一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什么叫做信 就是接待 就是接受主什么叫做信？就是接待、就是接受主

罗十9-10 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归正一定有清楚的表现…
真正信耶稣不是信有 个很伟大的人叫耶稣而已真正信耶稣不是信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叫耶稣而已，

是信他为我们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真正接受 —
他的救赎 是神所设立的拯救者 就得救了他的救赎、是神所设立的拯救者，就得救了

约壹三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
基督徒还可能犯罪 不犯罪更准确的翻译 不继续犯罪基督徒还可能犯罪，不犯罪更准确的翻译 — 不继续犯罪，

 以前是习惯性、持续性的犯罪

现在不小心 不警醒时才偶然被过犯胜过 现在不小心、不警醒时才偶然被过犯胜过

这是悔改的表现 — 离开不义，会行在光明中。

行在光明中就是行神的义 —

约壹二9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信耶稣以后，就会练习饶恕，

不会 直在恨我们的弟兄不会一直在恨我们的弟兄。

这样才是神所生的，这是归正的表现 — 向神来悔改，

不但懊悔 而已还会离开不义 会行在光明中不但懊悔，而已还会离开不义、会行在光明中。

进一步也就相信、接受耶稣，

 这个信不是只是知识上知道、

或者同意耶稣的事情或 稣 事情

包括情感上爱慕耶稣，

 为耶稣的爱觉得很感激 为耶稣的爱觉得很感激

 意志上降伏于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