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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论的最后一讲，有三个部份︰

1.「救恩还会不会失落」最后的归纳跟结论
 上一讲提到很多经文 上一讲提到很多经文，

强调救恩不会失落

 也看到了一些好像会失落的经文 也看到了一些好像会失落的经文

总的来看，

不会失落的信息是非常明显 强烈的不会失落的信息是非常明显、强烈的

2 跟这个有关的2. 跟这个有关的 —
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

3. 对整个救恩论里救恩的历程，

每一个步骤，做一个总归纳

一、可是真的看到有些人失落了，看几处经文可以明白…

太七21-23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1.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 」我就明明的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
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其实他们从起初就没有真正的得着，

耶稣应该认识他们，是耶稣不承认这些人，

 这些人并不是得着了后来才失落，他们虽然…，并 得着 来 ， ，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入门、得到耶稣的认可
 我们不要只看外表的服事、恩赐，是要看我们不要只看外表的服事、恩赐，是要看

是不是属耶稣的、是不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

太十三20-21撒种的比喻，有四种人…
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2.
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

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这个种子也发芽、而且还长得很快，

但实际上没有根，所以不能只看外表 —
 有些人耳根比较软，听了，随随便便就信了，

好像长的很快，实际上没有扎根在盘石上，

真正的基督徒是向神悔改、接受耶稣，

根基是扎在盘石上— 就是耶稣基督根 是扎在 石上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就是随便就信了，

 来基督教就信基督教、佛教听一听就信佛教来基督教就信基督教、佛教听 听就信佛教

 是天然的耳根比较软，并不是真的

受圣灵的感动光照、向神悔改接受耶稣，受圣灵的感动光照、向神悔改接受耶稣，

后来「暂时的信仰」就产生「永远的失落」



提后三5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3.

可能就永远不见了，起初就没有得着，只是虚有其表。

约壹 有些敌基督 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 服事4 约壹二18-19 有些敌基督，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服事，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4.

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那一些失落的，其实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 —
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可能是暂时离开教会，

 还是会回来，不回来也会到其他教会去

 会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不会永远离开教会

永远离开的，其实本来就不属于我们，

所以不要只看当初一起聚会、服事，所以不要只看当初 起聚会、服事，

其实起初就没有真的得着，而不是后来失落

二、个案研究：犹大的例子

主张会再失落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主张会再失落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 —
犹大是耶稣所拣选的门徒，

来真 落 真 背叛他后来真的失落了、真的背叛了。

约六58-71 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约六 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
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么？
犹大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亲 讲的线索 犹大不是得着 落耶稣亲口讲的线索 — 犹大不是得着再失落，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犹大不信他
魔 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讲的多么严重 — 他是不信的、是魔鬼，

他不是信了耶稣再失落，而是起初就不信。

约十二1-6 马利亚…
拿着 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 抹耶稣的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

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
三十两银子赒济穷人呢？」三十两银子赒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选犹大是司库，管钱囊，

他已经跟随耶稣三年多了，竟然还常常在偷钱，

请问他有没有真的信从耶稣？没有，

如果信从耶稣，可能本来有偷窃的习惯，

跟随耶稣的过程，

一定会把这个罪恶的习惯戒除

 从他继续做一个惯窃、常常偷钱，续 常常 ，

就可以知道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信从耶稣

约十七6,12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

犹大被拣选当门徒，好像扫罗被拣选当王一样，

却到死没有真正悔改，，

 拣选为使徒、国王，这是一个职份，

没有真正信从耶稣就是灭亡之子没有真 信 耶稣就是灭亡之子
犹大是灭亡之子，不是得救再灭亡，而是起初就不信

逾越节的晚餐 耶稣说 「你们中间太廿六20-25 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说：「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

「拉比 是我吗﹖」耶稣说 「你说的是！」「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这样明显的说他还不悔改，就知道 —
他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真正得救的生命。



犹大卖耶稣以后，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 — 耶稣会被钉死，

他后悔 想要把卖耶稣的钱退还给祭司跟长老他后悔、想要把卖耶稣的钱退还给祭司跟长老，

可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退款，他们说：

「 出卖 自己的罪自 」「你出卖耶稣，你自己的罪自己承担。」

犹大后悔的时候，并不是向神、向耶稣悔改，

杀他去上吊自杀了！

不是说所有自杀的人都会永远灭亡，可能有些

得到严重的忧郁症 — 也要想办法靠神的恩典挽回

犹大不是忧郁症，却到死都不愿意向神悔改、宁可

上吊自杀，就知道并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新生命

关于犹大从这些经文可以知道 —犹大

 并不是得救以后，不小心或贪心就永远失落
是从起初到最后自杀，是从起初到最后自杀，

从来就不是真正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

三、结论 — 永蒙保守的经文是清楚的，

基督徒背道离弃真道 将会沉沦也是确定的基督徒背道离弃真道，将会沉沦也是确定的，

1. 这两个似乎是矛盾，究竟该怎么协调？

1) 永蒙保守的确定，比背道可能沉沦的确定，更确定 —
永蒙保守 — 是清楚的、屡次提到的、次数较多的，

叙述的语法直接而明确、大多是耶稣自己讲的

背道可能沉沦 — 是比较少，是警告性跟假设性的

2) 希伯来书屡次警告 — 信徒既然信上帝、信耶稣，

生活就应该像神的儿女，用意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生活就应该像神的儿女，用意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

 既然信了耶稣，就靠主站立得稳、

坚持信心、避免跌倒坚持信 、避免跌倒

并不是直接 — 一不小心就永远失落了，

警告之后还特别声明警告之后还特别声明，

不会像沉沦的人那样子，而是会得救的

3) 后来会失落的，像扫罗王、犹大，

起初 着是起初就没有真正信、从没有真正得着

希伯来书这么多个警告4) 希伯来书这么多个警告、

讲了一大堆希伯来的典故，

其实是作者对希伯来的弟 们其实是作者对希伯来的弟兄们、

也就是同胞们所做的警告 —
犹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自动成为得救的人

 其实他们要郑重、珍惜、

认真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道，才会真正得救

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些警告，

就以为救恩很不稳固，一不小心又失落了

 其实是在警告希伯来人，其实是在警告希伯来 ，

不要自以为已经得着了

5) 这许多的争议点的关键，

不是基督徒会不会再沉沦，

而是基督徒会不会完全背道。

经过以上讨论，可以这样说 —
永蒙保守是确定的，背道会沉沦也是确定的永蒙保守是确定的，背道会沉沦也是确定的

要完全符合这两个确定，唯一的答案就是

基督徒可能会跌倒，但不会完全背道，基督徒可能会跌倒，但不会完全背道，

这样才不会矛盾

完全背道是会沉沦，

既然那么多的经文说不会沉沦，

那表示我们要小心 —
 不小心是会跌倒的

 但不至于到完全背道的程度



2. 相信不再沉沦，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反对，

因为怕有持无恐 就会变成懒散因为怕有持无恐，就会变成懒散。

这种逻辑不是圣经的逻辑，圣经的逻辑像保罗讲的 腓二12 —
救恩是很稳固的

 应当恐惧战兢作成得救的工夫

什么意思呢？得救是有目的的，

 学习过圣经的生活，不但得生命，

而且追求丰收的生命、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

战战兢兢在表达警醒跟认真战战兢兢 警

他告诉我们 — 已经信主的人要接受警告、

珍惜救恩 这样就不会懒散了珍惜救恩，这样就不会懒散了；

如果有人不小心犯罪，圣经告诉我们 —
这种人是被管教而不是被丢弃这种人是被管教而不是被丢弃。

3. 我们这个信仰是一种永恒的信仰、永恒的信心，

有 能在软弱时暂时失落 但 定会恢复有可能在软弱时暂时失落，但一定会恢复，

有人是暂时的信心，彷佛落在土浅石头上的

种 暂 芽 永 落 复种子，暂时发芽，可能永远失落、不再恢复

神的儿女像加六1 偶然被过犯所胜，上帝会管教，
希十二4-11 被管教之后会回头，上帝会重新接纳他 —
 像上帝重新接纳大卫，犯罪了、照神的心意悔改

 像彼得，三次不认主，

回头以后上帝还是接纳他，

甚至耶稣事先就跟他讲 — 你会跌倒，

可是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暂时的跌倒并不是带来永远的失落，

管教之后 回头 是永远的得着管教之后，回头，是永远的得着。

4. 永蒙保守、跟不相信永蒙保守，好像矛盾很大，

但我们千 要彼此排斥 彼此否定但我们千万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否定，

只要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已经得救的人，

学 相爱 守 合要学习彼此相爱、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虽然永蒙保守的经文根据是比较明确的，

但不相信永蒙保守的基督徒既然已经得救了，

就是家人，一家人应该彼此相爱，

所以不要为这个而分裂了神的家

不过我们还是主张 鼓励相信永蒙保守是比较好的 —不过我们还是主张、鼓励相信永蒙保守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确比较有安全感，上帝希望我们像

来四16 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四16 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
蒙恩惠、得怜恤、做随时的帮助

相信有可能失落 真的会比较紧张相信有可能失落，真的会比较紧张
比较起来「比较平安的感觉」还是圣经更支持的。

5. 主必保守，这是神的应许保守到底，

应该坚持 要坚持到底 这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坚持、要坚持到底，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两个并不矛盾、是可以并存的。

6. 信徒只要真正重生得救，得救之后一直保持

靠神恩典来持守的习惯 这样就对了靠神恩典来持守的习惯，这样就对了，

 我们要小心的、警醒的、天天靠神来保守信仰

但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太担心就不平安了 但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太担心就不平安了

7 可能会沉沦这是一种警告性 假设性的间接推论7. 可能会沉沦这是 种警告性、假设性的间接推论，

永蒙保守、永不失落，是直接的教导，

所以两个不能等量齐观所以两个不能等量齐观。

把这么多的讨论用一句话，做总归纳的话 —
靠上帝保守到底的应许，可以坚信到底。



四、关于永蒙保守的问题，很有名的是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
亚米念去世的第二年 1610 年，

亚米念的门徒很担心加尔文主义的主张

会让信徒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主张五个要点：

1. 人是很败坏的，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真正的信耶稣；

人没有坏到一个地步无法感应神的呼召

2. 人被拣选是有条件的 — 神事先预定知道谁会信，

然后就拣选他，简单的说，预定是根据预知
3. 赎罪的对象是无限的，

任何人只要愿意信耶稣都会得救，

耶稣十字架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

4. 神的呼召可能会被拒绝被拒
5. 所得到的救恩有可能会失落

加尔文是马丁路德之后重要的改教家，

强调神的拣选 预定 主权 救恩永 失落强调神的拣选、预定、主权、救恩永不失落，

后来才有 1610 年亚米念的五个要点，

产生教会界很大的争议产生教会界很大的争议。

经过八年 1618 年，荷兰总理召开多特会议，

开了七个月，最后是有共识的 —
 不接受亚米念主义，斥为异端
 整理加尔文的主张，出现加尔文五要点…

全然败坏1. 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
如果不是神施恩，以人的本性是不会悔改信耶稣的

2. 无条件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蒙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条件，

其实各种人都有，是无条件的拣选

1. 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
2 无条件拣选2. 无条件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3. 限定的赎罪 Limited Atonement

十字架的救恩 为神所拣选的人 的十字架的救恩是为神所拣选的人而死的。
圣经只有间接的经文可以产生这个推论，不是直接讲的…

4. 不可抗拒的恩召 Irresistible Calling 有效的呼召
神所拣选的人，圣灵会感动、光照他，一定会转过来

5. 圣徒永蒙保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会坚信到底，背后有上帝永远保守的应许

无论加尔文派、亚米念派，不要搞分裂是最重要的。

但是相信「不会失落」—但是相信「不会失落」

还是比较有属灵上的、平安的感觉
 既然他的经文是比较直接又明确的 既然他的经文是比较直接又明确的，

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

五、救恩论得救的过程，用图表来做总归纳 —
【基督教要道初阶】十个步骤【基督教要道初阶】十个步骤：

10 身体灵魂重新结合
完全回复上帝的荣耀

3称义 4 成为
神的儿女

完全回复上帝的荣耀

1 有效的
呼召

7灵魂
与基督同在

5成圣 —
确定成圣

9 末日耶稣再来
肉体荣耀的复活

0 人们原来
都走向灭亡 2归正

180°转过来

6死亡

渐进成圣
8肉体还在地上8肉体还在地上



过去失落了，信耶稣以后，开始恢复 —
灵魂先得救灵魂先得救，

 进入新的生命，神儿女、圣洁的生命

 学习过荣耀的生活，

渐渐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

当死的时候，灵魂到主那里去、先被成全，

才能够跟基督永远同在

整个的荣耀等到末日是基督再来的时候，

肉体复活跟灵魂结合肉体复活跟灵魂结合

 身心完全得荣耀、完全恢复了

起初神创造的荣耀、甚至于是更荣耀 —起初神创造的荣耀、甚至于是更荣耀
不再堕落、不再苦难、

不再有眼泪、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眼泪、不再有黑暗，

那样一个永永远远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