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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还是很多人相信救恩可能失落？

因为有 些经文让我们产生这个印象因为有一些经文让我们产生这个印象…

太十22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 太十22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头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会被众人恨恶

1.

太廿四13、可十三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路廿一19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必得生命)。

2.
路廿 19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必得生命)。

都是在橄榄山耶稣论末日这件事

这几话被解释成是一个得救的条件 —
我们虽然灵魂得救了我们虽然灵魂得救了，

可是如果不小心，就不得救了。

跟前面讲的二 三十处 好像有矛盾跟前面讲的二、三十处，好像有矛盾…

在上帝的心中，他来了、到他下一次再来，

这个时期都是末期 是有很多艰难的这个时期都是末期，是有很多艰难的 —
我们会被众人恨恶、抵挡、逼迫，

受到莫 奇妙 待受到莫名奇妙不义的对待，

过程当中，耶稣勉励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个条这句话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一个应许，

即使我们在艰难当中，因为他应许必然会得救，

所以我们就有忍耐下去的勇气跟能力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 —
「没有好好忍耐，就永远失落救恩」，

如果这样解释 就违背前面很清楚的应许如果这样解释，就违背前面很清楚的应许

 这句话意思 — 你会得救的，所以忍下去吧！

最主要是勉励的意思最主要是勉励的意思

林前九24-27 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3.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一不小心就会失落了，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

这是一个比喻 重点这是一个比喻，重点 —
向着标竿、存着要得奖赏的心、有定向、

要功克己身 运动员要很有纪律要功克己身、运动员要很有纪律，

没有这样跑，一定得不到奖赏、一定是落后。

弃绝就是得不到奖赏 而不是永远掉入沉沦里面弃绝就是得不到奖赏，而不是永远掉入沉沦里面

我们一方面传福音给别人，一方面自己也不会落后

这一节是在讲得奖赏，而不是在讲得救。



4. 林前十1-13 以色列人的祖宗虽然在云里、在海里受洗，
上帝用云柱 火柱来引导他们上帝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

让他们过红海，好像受洗一样归了摩西，
吃 食 这个属灵的食物就是吗哪吃灵食，这个属灵的食物就是吗哪

喝灵水，路上没有水了，

帝 摩上帝叫摩西击打盘石就流出水来

他们经历过这么多，可是中间大半是
神不喜欢的人，他们大半就倒毙在旷野了。

这些事要成为我们的鉴戒 — 不要像他们

贪恋这些恶事，拜偶像、行奸淫，
一天就倒毙了二万三千人，天就倒毙了 万三千人，

这些当然是永远沉沦的。

保罗下面说 —保罗下面说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这句话的重点是说 — 我们不谨慎会不会跌倒？会啊！

还可能偶然会贪恋恶事、拜偶像、犯奸淫还可能偶然会贪恋恶事、拜偶像、犯奸淫，

但这个跌倒是不是掉入永远的沉沦，

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没有这样讲…
 那一些没有真正跟随摩西的人是永远沉沦的

但是我们只要不自以为站立得稳但是我们只要不自以为站立得稳，

其实我们就不会跌倒了

保罗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
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有蒙保守的应许，

但还是有儆醒、有谨慎的责任，

要不然是有可能跌倒的要 然是有可 倒

不能过度解释成「一不小心就永远沉沦」

5. 加五1-4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律法主义，很多人以为守律法才会得救，这不对的，

律法是让我们知罪 不是让我们得救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不是让我们得救的。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以为可以靠律法称义的人，这些人是会沉沦的

 我们不是，我们是靠恩典称义的，

可是不小心时，可能变成基督徒当中的律法主义者 —
 为救恩增加新的条件、没有给人平安的感觉…
按照应许是不会沉沦的，

可是会跌倒、被奴仆的轭挟制

我们已经靠恩典得救了，是因信守律法；

保罗对付的是律法主义者 —保罗对付的是律法主义者
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才会永远沉沦。

处理希伯来书的警告，第一个警告…

来一14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永远沉沦

6.

永远沉沦

谁会永远沉沦？就是不郑重所听见的道。

什么道呢 救恩 我们将来 承受的救恩什么道呢？来一14 救恩，我们将来要承受的救恩，
现在是承受了灵魂得救

将将来还要承受的是肉体得救、得荣耀

如果没有郑重 — 不好好的听救恩之道、好好的信…
希伯来人自以为有摩西的律法，以为就会得救
救恩之道不是靠律法，救

乃是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
所以谁会沉沦？就是那些所以谁会沉沦 是那些

不郑重所听的道的人，会随流失去的。



7. 来三12-14 弟兄们，
教会的弟兄们 是已经得救进 神的家教会的弟兄们，是已经得救进入神的家、

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些弟兄们

希伯来书讲的弟兄们 是希 来 胞希伯来书讲的弟兄们，是希伯来的同胞，

作者是希伯来人写信给希伯来人，叫希伯来书 —
我希伯来同胞啊 你们如果存着不信的恶心我希伯来同胞啊，你们如果存着不信的恶心、

只守外在的规条，却离弃永生的神，会沉沦的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了。
这么多人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沉沦了

如果我们起初确实已经信了耶稣，

就应该靠主的恩典坚持到底

这一段在讲我们信的人，不要像不信的人，

要靠神坚持 来表明要靠神坚持，来表明

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有分的人。

8. 来六4-8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于圣灵有分 并尝过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分，并尝过

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真的很像在讲基督徒真的很像在讲基督徒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永远沉沦了非常严重的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

其实仔细看上下文 他是在讲希伯来人其实仔细看上下文，他是在讲希伯来人 —
在历史的过程，真的曾经蒙了光照…
这些大能他们很多人

都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了

 所以这个不等于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希伯来书让我们产生救恩论的冲突，

最主要是因为到底最主要是因为到底

 是讲每一个基督徒，还是希伯来人？

其实 在 希伯来人 警告每 个基督徒 其实主要在讲希伯来人，同时警告每一个基督徒
希伯来人如果自以为有过去这么多属灵的经验，

有好好 受真道却没有好好领受真道，他们是真的会沉沦的！

来六9-12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

相信不是所有希伯来的弟兄们都是糊涂的
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勉励读者要像那些真有信心的人，

而不是像那些糊涂、不是像那些糊涂、

没有好好信跟接受救恩之道的人。

9. 来十25-39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惟有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惟有

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约壹真正信的人是不会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

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 真的永远沉沦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真的永远沉沦。

最主要是提供一个警告 —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警告希伯来的基督徒，

不要像其他希伯来的弟兄们那样子 —
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故意犯罪、是会沉沦的

 我们是有信心以至得救，跟他们不一样，我 是有信 得救，跟 不 样，

不要在不小心的时候，像他们那样犯罪



10. 彼前五8-10 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
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话很吓人，好像一不小心被那

狮子 魔鬼 把我们 块 块的吃下去狮子、魔鬼，把我们一块一块的吃下去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我们有暂时的苦难 — 魔鬼的惊吓、伤害，这是暂时的，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所以后面这个比较稳固，前面那个是一个警告 —所以后面这个比较稳固，前面那个是 个警告
 我们不小心真的会被牠咬伤

 可是不要以为我们那么软弱， 可是不要以为我们那么软弱，

我们靠神是很刚强
这里不是说被牠吃掉永远沉沦这里不是说被牠吃掉永远沉沦，

而是说不要被牠咬伤了。

11. 彼后二20-22 倘若他们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

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俗语说 「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俗语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

信主的人把以前的骯脏污秽已经吐出来了，

可是又不小心的回头去吃可是又不小心的回头去吃，

像「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是让上帝很伤心 很失望的是让上帝很伤心、很失望的。

这种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

 已经得救的人如果还回到以前的罪里面，

有时受到的处罚是非常严重的有 受 罚 非常严

这句话不能直接说 — 就永远沉沦了，

 这是过度解释 这是过度解释
 这是警告，而不是直接解释成永远沉沦

彼后三17-18 你们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12.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这里没有说从得救坠落到永远的沉沦
真正的解释 — 我们原来从坚固的地位坠落，

就跌倒、变成不坚固，不是永远沉沦

约壹五16-18 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13.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祈求也没有用

主耶稣有解释，就是亵渎圣灵 — 故意把圣灵当做邪灵，

太十二31、太十二22~24 上文说耶稣赶鬼，

耶稣的仇敌却说耶稣在靠大鬼在赶小鬼，

耶稣说：你们这样亵渎圣灵，必然不得赦免。

基督徒会不会亵渎圣灵呢？会不会沉沦呢？…

14.启二4-5 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很好的…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我们的爱心若冷淡了 神的荣耀就黯淡了我们的爱心若冷淡了，神的荣耀就黯淡了，

神的荣耀就离开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显得黯淡无光 没有见证这个教会显得黯淡无光、没有见证。

这里讲不是永远沉沦

而是说这个教会是不是有很大的荣光 —
 如果有爱，就有荣光

 如果失去起初的爱、就没有荣光，

好像灯台被挪去了

不要过度解释成「以弗所教会就永远沉沦了」。



15.老底嘉教会…

启三15-19 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是不是吐到地狱里面永远沉沦呢？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吐到地狱里面永远沉沦呢？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比喻 — 老底嘉附近有温泉，

泉 冷 热 如果泡温泉，发现不冷不热，真的很生气

 如果喝热水，却是温温的，真的想吐出去
比喻上帝很讨厌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维持、追求火热，而不是不冷不热，

不要过度解释成永远沉沦。

「会沉沦」的经节已经一一讲过了，下一讲会补充 —会沉沦」的经节已经 讲过了，下 讲会补充
既然有那么多永蒙保守的应许说不会失落，

可是有这些经文的警告，让人觉得好像会失落，可是有这些经文的警告，让人觉得好像会失落，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