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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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到底会不会再失落，争议很大…

成圣分为「已然成圣」跟「尚未成圣」，

已然成圣，或者说已经成圣 already已然成圣，或者说已经成圣 y
尚未成圣是 not yet

新约神学常常出现的一个公式，

成圣可以简单的说 —
 在地位上，我们一信主就已经成圣了

 在实际的生活上，还需要追求圣洁
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存在

一、已经成圣
定 归 神的呼1. 定义：归正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

向神悔改、接受耶稣时，

 不但被神称为义人、算为无罪

 同时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成圣了

又称为确定性的成圣，因此新约常常称基督徒为圣徒，

在讲地位上我们一信耶稣已经被分别为圣了在讲地位 我 信耶稣 被分别为圣了

林前一1-2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召作圣徒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

称已经蒙召的人都是圣徒，跟天主教、东正教不一样，

天主教、东正教
把特别有成就的、伟大的基督徒封为圣特 有成 、伟 基督 封为圣

圣经称每一个蒙召的人已经成圣，已经是圣徒

哥林多教会其实问题很大 —
虽然很有恩赐 很有学问虽然很有恩赐、很有学问，

却产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一个一个来处理、指正、责备，归回真理

徒这样一个问题丛生的教会保罗还是称他为圣徒，

圣徒不是看灵性是不是到非常成熟的阶段

 而是在讲在地位上，

一信耶稣就已经很崇高、已经从世界被分别出来

例如：罗一7、林前十六1、林后一1、弗一1、
腓一1、西一2、门5、来十三24、犹3…腓 1、西 2、门5、来十三24、犹3…

新约圣经履次称所有的信徒都是圣徒、

都已经分别为圣都已经分别为圣，

地位上我们已经突然成圣了。



2. 确定性的成圣有三方面的效果…
我们已经被赦免 被洁净 被分别为圣了1) 我们已经被赦免、被洁净、被分别为圣了，

林前六11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一信耶稣就洗净、成圣、称义了

西一21-22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一信耶稣就已经成为圣洁、也就是成圣了，

地位上当时分别为圣了。

2) 在罪上已经死了、已经从罪中得到释放了，

罗六3-4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借着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借着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洗礼在表达我们已经归入死
 跟耶稣一起死了、一起埋葬了 跟耶稣 起死了、 起埋葬了，

然后就一起复活了

们 罪 得 释放罗六18a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本来罪是我们的主人、辖制我们本来罪是我们的主人、辖制我们

但如今我们已经得到释放，它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了

3) 可以胜过罪恶、可以活在义中

罗六6-7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当罪来引诱我们时，可以宣告我们跟基督一起死了…当罪来引诱我们时，可以宣告我们跟基督 起死了…

彼前二24b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复耶稣从死里复活，信主的人也从死里复活了，

神的灵进来、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 活在义中

彼前四1-2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与罪断绝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比较正面的、按神的旨意来过以后的生活，就是活在义中。

二、尚未成圣，已经成圣、尚未成圣，好像矛盾，其实不是 —
在地位上先成圣 突然很崇高 成为圣徒 神的儿女 在地位上先成圣，突然很崇高，成为圣徒、神的儿女…

信主以后，还要继续追求成圣，又称为渐进性的成圣，

在地位上突然很崇高 不但在地位上突然很崇高

 也在生活上渐渐变成高尚的生活，活出圣徒的体统

美国文学家马克吐温【乞丐王子】，

我们的身分就像乞丐是突然被带进了王宫，

王子因为不能出去，两个人交换衣服，

侍卫长把乞丐赶出去 — 被赶出去的是王子…
乞丐要吃晚宴了，竟然伸手就抓，

但是他很聪明，赶快调整、学习，后来就有模有样了但是他很聪明，赶快调整、学习，后来就有模有样了

我们原来像乞丐一样，可是一信耶稣突然就变王子了，

 生活还没那么高尚，所以就学习过皇家高尚的生活生活还没那么高尚，所以就学习过皇家高尚的生活

高尚不是物质的奢华，是在属灵上的荣耀、圣洁、高贵…



1. 为何还要继续追求成圣？

许多祷告都在祈求成圣1) 许多祷告都在祈求成圣

帖前五23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使徒们也为众圣徒常常这样祈求，

地位上已经突然成圣，但还祈求让他们全然成圣地位上已经突然成圣，但还祈求让他们全然成圣
在生活上 — 言语、行为、思想、情感、意志，各方面

越来越圣洁、活出圣徒的体统、表现出神那样的荣耀越来越圣洁、活出圣徒的体统、表现出神那样的荣耀

2) 圣经中有许多完全成圣的命令

林后七1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

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加五16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22 23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22-23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提后二21 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提后二21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保罗勉励提摩太 也勉励我们 这是命令

太五48 登山宝训，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保罗勉励提摩太、也勉励我们，这是命令…

3) 圣经中已经有好多成圣的榜样，

来十一 很多成圣的榜样、信心的伟人

来十二1-2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效法这些见证人 信心的伟人 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效法这些见证人、信心的伟人，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用这些榜样激励我们、继续追求成圣

2. 如何追求成圣 — 尚未完全得着、继续追求，渐进的成圣
消极方面 要逃避试探1) 消极方面：要逃避试探，

太六13 耶稣教我们祷告 —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要做预防性的祷告 遇 试探要做预防性的祷告 — 不要遇见试探。

帖前四3-4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创卅九6-13 约瑟当女主人诱惑他时，他不管后果先逃再说，创卅九6 13 约瑟当女主人诱惑他时，他不管后果先逃再说，

后来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有神的保守，我们要逃避的

有一个少年人常常心里充满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有 个少年人常常心里充满 些不干净的东西，

他每天经过电影院门口，看到穿着暴露的图片会想入非非…
辅导：你就不要经过那里 要躲开这个试探辅导：你就不要经过那里，要躲开这个试探

有句话说：「你没办法拒绝让鸟飞过你的头上，

但至少你可以拒绝它在你的头发上筑巢 」但至少你可以拒绝它在你的头发上筑巢。」

我们靠神，可以预防、可以逃避。

消极方面：要治死恶行

罗八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身体不是我的主人，我是身体的主人、耶稣是我的主人，

 我靠着耶稣的灵 就是圣灵 可以胜过身体的恶行 我靠着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可以胜过身体的恶行…
治死就是让它不能做怪，我们全然的得胜

要治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西三4-5 要治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

难道要叫我们自杀吗？不是，后面有解释 —
地 的肢体就 淫乱 污秽 情 欲 贪婪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
把它治死，就是把它管的死死的、不能来拉倒我

 我要来处死它，让它不能作怪，

不能来诱惑我、让我跌倒

罗马书第六章也有谈到如何治死身体的恶行



2) 积极方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信主以后，

主的话 主的灵我们顺 就会不断的改变主的话、主的灵我们顺从，就会不断的改变，

罗十二2b 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当我们查验对的去跟随、分辨错的拒绝它，

这个过程我们就不断更新而变化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断更新而变化了。

要效法基督 —

林后三18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信主以后好像在照镜子，信主以后好像在照镜子，

镜子里面有一个榜样、模范，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照耶稣的样子来调整我们的样子我们照耶稣的样子来调整我们的样子，

让我们在各方面越来越象样、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

不断地顺从圣灵的引导

加五22 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结果呢，

就会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美好 质 活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成为我们的品质、我们的生活。

不断地顺从圣经的教导不断地顺从圣经的教导

约十七17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道、神的真理，当我们

去研读、去背颂、去思想、去顺从的时候，

他就使我们成圣他就使我们成
我们顺从的时候，就越来越圣洁了

三、成圣的媒介

1. 藉宝血成圣 — 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成圣。

来九13-14 旧约里动物的血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暇无疵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吗？

旧约那些动物的血其实并不能除去我们的罪，

因为他们因信献祭，所以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了

耶稣基督的血是真正可以洗干净我们的心

2. 藉圣灵成圣圣灵

罗十五16 使我作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继续借着圣灵来成圣…

林前六11 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依靠神的灵不但过去成圣依靠神的灵不但过去成圣，

可以继续成圣。

帖后二13 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这一节同时提到因信真道使我们成圣，

又同时提到又被圣灵感动可以成圣

所以神的道、神的灵都可以让我们成圣



3. 藉神的道成圣

帖后二13 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
已经提到真道了

约十七17 耶稣说：求你，就是求父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
真理就是神的道，是可以使我们成圣的

弗五26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水是外在的象征，道才真正使我们洁净
 当熟悉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圣洁

诗一一九 少年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神的道；
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把你的话藏在 ，免 我 。
神的话可以胜过罪恶、可以活出圣洁

4. 藉苦难成圣
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罗五1-5 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那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

患难 欢喜 望遇到患难的时候，不但有欢喜有盼望，

而且忍耐的功夫也增强了 — 因为圣灵的帮助、

神的爱浇灌，我们就有忍耐、有老练、有盼望。

成圣的过程 — 从原来卑贱的生命变成高尚的生命

苦难的锻练 — 靠神得胜，就越来越成圣了

彼前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彼前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我们有受苦的心志，就不会因为怕吃苦、妥协，

然后犯罪跌倒，就可以拒绝，可以胜过罪恶的威胁。

以前北京教会领袖王明道的例子…
本人打进北京时 逼迫各界领袖签名日本人打进北京时，逼迫各界领袖签名

支持日本人的统治，王明道拒绝签名，

他们恐 他 个 去 考他们恐吓他：给你一个礼拜回去好好思考。

王明道说：「不用，我现在就拒绝！」

道回到教会大家称赞王明道刚强。

他说：「我马上拒绝不是因为我刚强，

我如果回去考虑一个礼拜、有可能就软弱、就签名了，

这事既然是错的，我当场就拒绝。」

他不计后果、有受苦的心志，他就得胜了。

我们如果死都不怕 — 最多只是殉道，

苦也不怕，魔鬼就怕我们了

这种心志不是自讨苦吃，而是碰到苦头，这种 不是自讨苦 ， 是 到苦头，

靠神得胜，就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圣洁了

四、成圣的目标，我们真的可以完全成圣吗？

1. 完全无可指摘
帖前五23 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灵魂跟身子

都蒙保守，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林后七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所以完全的，这是很明显的目标

2. 恢复神完美的形象
太五48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五48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 样。

约壹三2-3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像他一样洁净、神圣、圣洁、完美的形象…



五、成圣的表现
1 圣洁的生活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 切1. 圣洁的生活 彼前一15-16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

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2. 真诚的爱心 腓一9-11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3. 真道上增长 彼后三18 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犹20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4. 灵命的成熟 彼后一3-8 提到我们成圣的过程 —
上帝把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
我们已经与神的性情有份了

5 7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5-7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六、我们可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吗？

多数基督徒都 为 能 多数基督徒都认为不可能

约翰卫斯理，又称卫理宗、循理会、行道会…
步骤主张三个步骤：

1. 初步的成圣，一信耶稣，已经称义、重生、成圣了，

就是确定性的成圣、已经成圣
2. 逐步成圣，就是渐进的成圣 —

信耶稣以后，生命逐渐成长

3. 全然成圣，约翰卫斯理强调「二度的祝福」全然成圣，约翰 强调 度的祝福」

 第一次的祝福 — 蒙恩得救

 二度的祝福 — 约翰卫斯理根据自己的经历： 度的祝福 约翰卫斯理根据自己的经历：

他本来就很敬虔，受到弟兄会的激励、为他祝福，

突然领受圣灵奇妙的工作，觉得自己瞬间成圣了突然领受圣灵奇妙的工作，觉得自己瞬间成圣了

这是突然一个属灵的大跃进，叫二度祝福、完全成圣了

其实他也承认完全成圣的人，

如果 小 也会有差错 如果不小心也会有差错，

但很快又可以恢复

还是不完全 只是说很成熟还是不完全，只是说很成熟了

今生可能完全吗？今生可能完全吗？

今生是可以渐进的越来越完全，

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
没有一个像天父一样完全

仍然 经的 求 迈向完全 仍然要照圣经的要求 — 迈向完全

这不是矛盾，

 放弃对完全成圣的追求，我们会很不完全

唯有把完全成圣当做唯一的目标，

我们才会越来越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