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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这个问题之前，态度上也是要很注意的…
弗四2-3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千万不要为这个问题彼此对立，
这是上帝最伤心、圣灵很担忧的事情
 但意见不合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谦虚温柔忍耐，
有谦虚的态度— 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还不完全
 聆听不同的声音，仰望圣灵让我们有合适的结论，
聆听不同的声音 仰望圣灵让我们有合适的结论
不是说什么都对，那也不是圣经的意思
关于这件事情 圣经有很多的教导
关于这件事情，圣经有很多的教导，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仰望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
 我们此刻就存着祷告的心，
我们此刻就存着祷告的心
来看这些相关的经文，然后再来做结论


关于救恩论争议最大的一个主题 —
我们得到的救恩 会不会再失落？
我们得到的救恩，会不会再失落？
 在中国教会关于
「 次得救 永远得救」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
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准确的了解圣经，
让我们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圣灵其实是会帮助我们了解真理的，
我们存着一个祷告的心、仰望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对于「救恩会不会失落」，
有一个准确的态度。

圣经用的是两方面…
 永蒙保守
 英文 preservation
 强调神的保守，
强调神的保守
我们得到的救恩，有神永远的保守
 坚信到底
信
信的人虽然有上帝永远保守的应许，
还是有坚信到底的本份或责任
坚信到底 perseverance
 照字面上来看，好像信到底是痛苦的、忍耐的，
只是长久的坚持，跟自己的意志力、耐力很有关系
 圣经更强调的 — 既然有神永远保守的应许，
我 靠他的 许、 典，是可以忍耐到底、坚信到底
我们靠他的应许、恩典，是可以忍耐到底、坚信到底
所以翻成「恒忍」，不如翻译成「坚信到底」更好

这样争议很大，到底怎么谈比较好？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好好查考
争议两面有关所有的经文
 虽然时间有限，我们还是尽量
虽然时间有限 我们还是尽量
把所有有关的经文走一遍
求神让我们有特别警醒的心、充足的精神，
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有充份的领受。
这不是我自己根据谁的看法提出的，
争
么 ，
是有一次我被指定要来讨论这个争议到底怎么办，
为了客观、为了准确，我重新再把新约里面 —
 有关支持得到的救恩不会失落的经文
有关支持得到的救恩不会失落的
 有关好像会失落的经文
拿来互相比较，然后再归纳，
这是比较安全的方法，求神保守。

4. 五24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中国的成语是出生入死，圣经的启示是出死入生，
得到永生之后还会不会出生入死呢？…
得到永生之后还会不会出生入死呢？
5. 六37-40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我们现在灵魂得救，
末日时，肉体要从死里复活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故意反复强调永生，
一直到末日我们肉体要复活

永蒙保守的经文根据，
新约里面讲最多的是约翰福音…
1. 三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爱
，
将
，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如果信了以后还会灭亡，就只是暂生，暂时得救
2. 三36 信子的人有永生。
3.

四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活水的泉源 — 圣灵，信主的人有圣灵内住，
 成为内在的，住在我们里面的
 永远到什么程度呢？直涌到永生，
永生可以翻译成永远 就不是暂时的
永生可以翻译成永远，就不是暂时的
我们得到了有圣灵内住的新生命，是永远的。

6. 六44 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六47 信的人有永生。
信的人有永生
7. 六51 我是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六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连讲四次了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就是保守到底的意思
8. 十27-29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当然我们相信耶稣有这个本事…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想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是警告我们要儆醒、免得被他咬伤了
 并不是那么随便就被他夺去、就失落、就永远灭亡了


9.

十一25-26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有一天我们的肉体可能死亡…
 信耶稣时，我们得到了救恩、灵魂是已经得救了，
这个得救是永远不死的
 肉体暂时像睡觉一样，耶稣再来时就醒过来、
复活了，成为一个不死的肉体
耶稣特别问 — 你们信吗？是在强调这个救恩是永远的
10.

11. 罗五21 以前罪是我们的王，我们在他的辖制之下，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我们蒙受主的救恩 因信已经称义了
我们蒙受主的救恩、因信已经称义了，
已经脱离死亡已经称义的人，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得到永生了
12 罗六22-23
12.
罗六22 23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作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不只是现在得到永生 结局也是永生
不只是现在得到永生，结局也是永生

十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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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惟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是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不小心就会像犹大一样永远灭亡？
是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不小心就会像犹大
样永远灭亡？
等这段都经文都看完了，再回头来看犹大这个主题。

得到恩赐就是永生 而不是暂时的得救而已
得到恩赐就是永生，而不是暂时的得救而已

13. 罗八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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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从预定到最后得荣耀是非常确定的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不能，的确魔鬼想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靠着爱我们的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靠着爱我们的主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的确很多事情我们不小心时，真的会让
圣灵担忧、让我们跟神之间有暂时的隔阂
 可是保罗说 — 被预定、而且蒙召的人，
是不会永远与神的爱隔绝的
这也是一个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永蒙保守的。


14.

弗一4-5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儿子的名份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呢？
看自己的家庭就知道了 —
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不是短暂的，是长久的。
15.

弗四30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有这个印记就表明我们是属主的人，
就是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
 我们现在灵魂已经得到救赎，肉体还没有
在身
了圣灵的印记，就是保
 在身上盖了圣灵的印记，就是保证
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肉体要得救赎
起初信耶稣得到圣灵做印记，到最后肉体得救赎，
从起初信耶稣得到圣灵做印记，到最后肉体得救赎，
这是一个完整的保障、完整的应许。

16. 腓一6 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是稳固的应许直到最后
17 帖后三3 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
17.
主是信实的 要坚固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能够坚信到底 其实是有主的帮助
能够坚信到底，其实是有主的帮助
希伯来书至少有四次警告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
但更有一些应许
有
应许 —
18.

19. 希伯来书好几次提到
 我们是神的儿女 — 二10、十二5-11
 我们是基督的弟兄、兄弟 — 二12、27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 神家 的人 — 三6
都是永久的。
有一些人父子吵架，就声明脱离父子关系，
只是闹笑话而已，不是宣布脱离就脱离了；
儿女、弟兄、家人的关系是长久的。

来七25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希伯来书有几次关于救恩的警告 — 好像会失落，
好像会失落
 是不是呢？我们后面还会再谈
 这些形容都是很明确的应许 —
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的弟兄、神的家人，
都是长久的意思 而不是暂时的
都是长久的意思，而不是暂时的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可以坚持到底呢？
 因为他有拯救到底的应许
 不是转告，他主动在替我们祈求、保守我们
不是转告 他主动在替我们祈求 保守我们
这也是一个应许 — 有他的保守，我们会被拯救到底。

20.

来十10 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14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因为他 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他不像旧约那些祭物 —
 只是预表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祭物本身能不能除去我们的罪呢？不能，
 我们因信献祭，
帝
祭
因信称义
上帝使旧约因信献祭的人也因信称义了
 是那后来的耶稣基督穿越时空，
使 约因信献祭的
使旧约因信献祭的人也因信称义了
因信称义了
耶稣才是真正能除去我们罪的祭物，
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让我们得以成圣、而且永远完全，
请注意— 永远完全。

那一个基督徒是永远完全呢？没有，
我们信主 后都各有 度轻重 等的软弱
我们信主以后都各有程度轻重不等的软弱，
甚至于不小心还可能犯很大罪，
那怎么说是永远完全？
永远完全
这是从上帝永远的眼光来看的 —
我们人生的过程暂时几十年，有一些
，
， 都
波动、软弱、跌倒，甚至犯罪，但都是暂时的
 上帝是公义的，我们犯罪，他会管教、处罚，
最后 是算我 是
称
，
他最后还是算我们是已经称义的人，
永远都已经成圣、称义、被洁净的人了


这也是应许，我们得到了是一个
永远的完全、永远的称义、永远的成圣。

21. 来九13-15 旧约因信献祭的人，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母牛犊的灰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
不是讲每 个人 撒母耳就曾经说 —
不是讲每一个人，撒母耳就曾经说
听命胜于献祭，
如果不听神的命令献祭也是没用的。
如果不听神的命令献祭也是没用的
那些存着信跟真诚的态度来献祭的人已经成圣了，
何况基督，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耶稣真的可以洗净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但蒙召
 而且可以得着永远的产业 —
得到这个产业就是永生

23.

约壹三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反对救恩永不失落的人，
强调我们如果犯罪、就掉下去了。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有罪，这边怎么说就不犯罪呢？
不犯罪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不继续犯罪，
不犯罪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不继续犯罪


已经信的人，已经得到一个不犯罪的新生命，
是不小心的时候，偶然被过犯所胜、不小心跌倒



不是像没有信的时候，一直在罪的权势之下，
乃是已经脱离辖制，有圣灵内住、有神的道、
有新的生命 — 是
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
个不犯罪的 命
 万一犯罪也是暂时的，神有公义的管教，
我们会再回来、会厌恶罪恶、会回到神的家，
因为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


22. 彼前一3-6 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他不但让我们重生 而且给我们这个应许 —
他不但让我们重生，而且给我们这个应许
这样的产业是存留在天上
 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我们这个救恩不但现在灵魂得救了 —
现在蒙保守，而且到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连肉体 已经朽坏 死亡 甚至烧成灰的
就是连肉体、已经朽坏、死亡、甚至烧成灰的，
还可以得救，这也是一个应许。

道原文是种子，我们得救、得到这个救恩之道，
这不是一个做人道理而已，道是生命的种子，
这个永生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
 道跟罪是敌对的，
 信主以后已经得到一个不能犯罪的、
由神所生的新的生命




有一个厌恶罪恶、可以胜过罪恶的
新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
最多是不小 偶然被过犯所胜，
最多是不小心偶然被过犯所胜，
而不是持续性、继续犯罪的那种生命

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徒，
可是却一直持续性的继续犯罪，
非常可疑的 — 他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

25.

基本上这些经文大部份都在新约，旧约也有…
24.

大卫犯罪、扫罗也犯罪，
 大卫因为是神的儿子，虽然犯了罪，
大卫因为是神的儿子 虽然犯了罪
上帝责打他、处罚他，慈爱仍然不离开他
 他离开扫罗，这怎么回事？…
他离开扫罗 这怎么回事？
大卫蒙拣选做神的儿子，
他犯罪不是被丢弃，乃是被责打 —
 按他的公义是要责打、要处罚
 按他的应许是不丢弃

27.

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撒下七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
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箴廿四16 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

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我们因信称义的成为神的儿女，
有可能不小心跌倒，虽然七次仍必兴起，
 神有可能让我们不小心时，跌得鼻青脸肿，
神有
我
时， 得鼻青 肿，
但是还会兴起、不会倒闭在那里，
他会修理我们，但不是丢弃我们
 恶人就真的倒了、真的被放弃了
得救的人跟恶人是不一样的。
得救的人跟恶人是不
样的。
28.

耶卅一3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圣经新约有一大堆的应许，
大部份是耶稣自己讲的；
旧约也有一些都很明确。

诗卅七23-24 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仆倒，

我们可能不小心会跌倒，
可是不会倒闭在那里、永远沉沦
26
26.

箴十二3 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根在地底下，看不见、其实很重要 — 根很深入、非常稳固，
 树干、树枝在强风之下暂时动摇、甚至被吹断，
但是树的生命还在不在呢？还在！
根够深，新的芽、新的树枝还会长出来
 我们的根是扎在耶稣基督这个盘石上的，
不是一个台风就可以把我们连根拔起
我们的根必不动摇
我们的根必不动摇，
是因为我们的根是扎在耶稣基督这个盘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