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恩論（二） - 1 - 

Date of Sermon：2012年五月 27日 

救恩論（二） 

證道：王瑞珍牧師 

（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神學教育部部長） 

於基督教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逐字稿：蔡孟芳；編輯：皮敦文 

經文 

提摩太後書 2:21「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禱告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經過三十一次，我們能夠從起初到如今快要完成，我們感謝你。

主，我們求你賜福今天，主你自己的話語，你自己用聖靈的恩膏在每一節裏面，在每一

個重點裏面教導我們，讓講的，聽的一起在你自己的感動，光照，帶領之下，主我們對

這個信仰有很堅固深刻的一個基礎，我們恭敬的仰望你，也求你賜福我們今天所要學習

的，雖然好像有一點趕，但讓我們的心還是很從容，安定，主我們恭敬的仰望你，靠耶

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前言 

得救贖的六個步驟有：(1) 神的恩召；(2) 人的歸正；(3) 稱義；(4) 成為神的兒女；(5)

成聖；(6)身體復活。上回講了前三步驟，今天繼續講第四與第五步驟，第六步驟則在下

回講。 

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稱義的那一刻也已經成為神的兒女。上帝只有一個獨生子，而我們是被上帝領養了，

因此上帝有了很多的兒女。這其中沒有矛盾，就好像你本來只有一個獨生子，如果你很

有愛心、又很有能力的話，也可以收養很多孩子。 

成為神的兒女有四大特性： 

第一，馬上成就。 

馬上成就的意思不是說每個人的時間都一樣，有人其實是一下子就轉過來了，他可以說

他某年某月某一天幾點幾分信耶穌的，得救了。但實際上有人是經過一個過程，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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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孩子，他講不清楚是哪一天，可是他在某一個過程，在某一段時間

之後他說，這已經不是我父母的信仰，我自己已經接受了，他可能不清楚哪一天，可是

他會有一個時刻他知道他已經得著了。已經得著這個時刻，無論是某一點或某一個時間

之後，得著了就是馬上得著，不是還要再漸漸地得救，得著就是得救了。 

第二，可以察覺的。 

羅馬書 8:16「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聖靈跟我們的心一起證明我們是

神的兒女，我們會知道的。 

第三，享有神兒女的各樣特權。 

我們會想到特權好像是非法的，但不一定，有些特權絕對是合法的。我們想到特權總以

為有很多好處，但神兒女的特權卻是要受管教與受苦得榮耀。談到管教就不太舒服，但

管教就證明我們是祂的孩子，祂所愛的他必管教。談到得榮耀很好，但受苦，很多人卻

說這算什麼特權。其實能夠跟他一起受苦也算特權，背後才是那真正的榮耀。 

第四，永遠有效，永蒙保守。 

我們知道這個在教會歷史中的加爾文派跟阿米念派有很大的爭議。加爾文的跟隨者歸納

出加爾文整套系統神學的重點，但這樣的歸納與強調就產生了一些反對者，其中最有名

的就是那個時代的教會領袖阿米念。其實是，阿米念先提出他的要點，後來加爾文的跟

隨者才整理出加爾文主義五要點與之對抗。 

阿米念提出他不否定神的揀選，因為這是聖經很清楚的教訓。但是，他卻說神的揀選是

根據祂的預知，祂預定是根據祂的預知，祂預先知道你會信，所以祂就揀選你，這是加

爾文不同意的。加爾文認為，如果神是根據你的預知的話，就表示還是你在決定的，但

聖經很強調是神決定的。 

阿米念認為基督是為每一個人死，雖然他也承認只有信的人才能得著，但加爾文強調限

定的贖罪。加爾文是從結果推論，不是聖經這樣直接講的那麼清楚。就是說，既然只有

神揀選的人可以得著，所以十架救恩是為這些人預備的，這就是所謂限定的。但，阿米

念認為，這十架救恩是為大家預備的，願意信的就得著了。有一次，我聽宣道會一位在

加拿大華人宣教士蕭保羅牧師，他只相信加爾文主義四要點，他不同意基督只為他所預

定的人死。不過，加爾文整個邏輯是很嚴謹，五要點合起來比較完整。 

阿米念認為然承認人很敗壞，需要神的恩召施恩才能夠真正的信，但是他卻認為人沒有

壞到那個程度，完全以至不能領受救恩。阿米念甚至肯定人還是有自己的一分功勞或責

任。但，加爾文主義第一個要點即提到全然敗壞，強調罪人的本性不會去揀選這個救恩

的，不會主動向神悔改的。事實上，人的每一方面都被罪玷污了，若不是神先施恩，人

的本性是不可能主動歸向神的。剛剛提到的伊拉斯謨，他一直想要保持中立，希望儘量

能把羅馬公教和宗教改革融合拉攏在一起。伊拉斯謨人是很敗壞，但還沒有壞到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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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或者說人完全沒有善行。 

加爾文會這樣相信，以弗所書第二章第一節是很關鍵的，因這經文提到我們本來是死在

過犯罪惡當中，是神叫我們活過來，然後後面才提到本乎恩也因著信。保羅題到，我們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人的善在某個角度來講是很軟弱的。 

阿米念強調神的恩惠，神的呼召因為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可能被拒絕。但，加爾文強調

有效的呼召，又稱為不可抗拒的呼召，神所揀選的人被神光照一定會轉過來。父賜給我

的人會到我這裏來，我的羊聽我的聲音，這是約翰福音第十章特別強調的。 

阿米念說恩得著了，有可能失落，但加爾文說不可能失落。我們看見有些人失去信仰，

失去基督教信仰，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他其實起初沒有真正的得著。阿米念強調可能會失

落，最主要的經文根據就是希伯來書。希伯來書至少有四次的警告，如 6:4-8節：「論到

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

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塊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水，生長菜蔬，合乎耕種的人用，就從

神得福；若長荊棘和蒺藜，必被廢棄，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焚燒。」第八節說「結局就

是焚燒」，看這樣子就是失落了。而第四節所說的「的蒙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於聖

靈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這樣的人應該是基督徒，其實問

題就在這裏，這只是看樣子。這些形容詞很像是基督徒，但實際上解釋希伯來書最重要

的關鍵就是它就叫做希伯來書，是寫給希伯來人的。希伯來書用很多舊約的典故，所以

其中講的弟兄們不一定是我們今天基督教講的弟兄們，他的弟兄們其實是作者的同胞。 

從以色列人的舊約歷史來看，他們都經歷過這些形容詞所述：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

歷代有摩西的律法，有先知在他們中間等等，這些是他們常常蒙光照的事。可見，整個

以色列的群體是嘗過天恩的滋味，吃過嗎哪，看過神蹟，於聖靈有分，看見神的靈在舊

約大能的彰顯。神善道的滋味就是摩西的律法，歷代的先知就在他們群眾當中，他們也

感受到來世的權能，因為這超自然的權能就在他們舊約的經歷當中。所以，這些形容詞

是在描寫以色列的群體，但不等於是基督徒。以色列離棄真道，沒有好好的把握真道，

希伯來書說，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麼可以逃罪呢？不能的。他們既然有這麼多的經歷，

可是如果忽略了救恩，他們是會沉淪的。現在，關鍵就在這裏，那相信會沉淪的阿米念

派把這些警告當做是給基督徒的警告，實際上不一定。雖然，基督徒也應該受警告，但

這段經文更直接的是在警告這些希伯來人。 

相信不會沉淪的經文大部分是耶穌自己講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0:27-29節：「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

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

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永生就是永不滅亡。約翰福音 3:16「神愛世人，甚至將

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永生就是永不滅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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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還會失落就不叫永生，叫暫生，耶穌說就是永生，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我

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基督徒若不乖，怎麼辦？不乖，就抓過來修理，不是把他丟棄。好像你的孩子不乖，你

是把他丟棄嗎？孩子不乖不是把他丟棄，是要修理，要管教，而不是丟棄。加爾文特別

強調的聖徒永蒙保守，這也是我們成為神的兒女第四個特性，永遠有效，永蒙保守，不

是不乖就要聲明做廢，脫離父子關係，不是這樣的。 

永蒙保守 

關於永蒙保守有兩個字，Perseverance和 Preservation。Perseverance強調聖徒堅信到底，

我不喜歡翻譯成恆忍，恆忍的話好像很痛苦，咬緊牙根一直忍，其實這個是堅信到底。

我們雖有永蒙保守的應許，但我們也有堅信到底的責任。Preservation就是神有保守到底

的應許。也就是，Perseverance強調我們人這一面，Preservation強調神那一面。這兩方

面是不矛盾的，兩者合在一起就是靠神永蒙保守的應許，我們可以堅信到底，by the 

preservation of God，we can persevere until end。我們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來堅持，我們

是靠神的恩惠堅信到底。 

有人說，掃羅失落了，猶大失落了。掃羅與猶大的失落乃是因為他們到死都不悔改，他

們在起點就有問題。聖經只說掃羅是被揀選的政治領袖，沒有說他是被揀選的神的兒女；

猶大是被揀選的十二使徒之一，但耶穌說他是魔鬼之子。猶大讓我們更加困惑，他跟隨

耶穌三年多了，但他其實是一個慣竊，我實在不懂耶穌為什麼找一個會偷錢的人來管錢。

猶大在出納方面是很厲害的，而耶穌與門徒的旅行需花錢，所以找他來管錢財也有他的

道理。猶太說，馬利亞把那麼貴的玉瓶與裏面滿滿的香膏打破，來膏抺耶穌是很浪費的，

他說把這錢拿去幫助窮人是比較有價值的。然聖經說，猶大不是愛這些窮人，他是愛錢

的。他管耶穌的錢囊，還常常偷錢，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沒有生命的，沒有真的跟隨耶穌。

猶大的失落並不是得救後再失落，而是他一直沒有真正的跟上。 

成聖 

成聖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已經成聖，一方面是尚未成聖；一方面是 already，另一方面是

not yet。我們信主的那一刻，我們不但成為神的兒女，稱了義，同時我們也已經成聖了。

保羅寫出哥林多教會一大堆的毛病，教會內部問題叢生，但是保羅還是稱他們為聖徒。

所以，我們一信耶穌，已經被潔淨，被稱義了，我們在地位上已經瞬間成聖了。雖然，

我們在地位上成聖，可是在實質上我們的言行，思想，態度，情感，意志各方面都還有

很多要學習的地方，所以我們是先在地位上突然很崇高，已經成為聖徒了，然後在生活

上學習，跟這個崇高的身分相配。 

天主教封一些特別有貢獻或特別偉大的人為聖徒，但聖經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是聖徒，但

是我們都知道我們很多方面還很不高尚，所以尚未成聖就是說我們先有成聖的地位，然

後再學習過成聖的生活。Already又稱為確定的成聖，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我們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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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我們就確定成為聖徒了。Not yet 又稱為漸進的成聖，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我

們是信主以後我們的靈命才漸漸成長，越來越成熟。 

追求成聖的理由 

既然已經成為聖徒，為什麼還要追求成聖呢？聖經提到三個理由： 

(1) 聖經有很多禱告都在祈求成聖。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節：「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

們全然成聖！」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已經是聖徒了，可是保羅還是為他們禱告，祈

求成聖。約翰福音 17:17節：「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穌要

離世之前為門徒禱告，所以也是這樣祈求的，已經成為聖徒，但還要追求成聖。講

最簡單的比喻，你已經追到手了，已經結婚了，結婚後還要不要再追求，要不要再

學習？當然要。這樣在婚姻裏面才會有真正相愛的生活。 

(2) 聖經有很多「完全成聖」的命令。馬太福音 5:48：節「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

的天父完全一樣。」我們一聽這個話馬上會懷疑，有人能夠跟天父一樣完全嗎？我

們的答案是，不可能。可是，為什麼這樣子要求呢？這是不是苛求呢？如果我們不

以完全為目標，我們會非常不完全；我們如果以完全為目標，即使有些地方總覺得

還有些虧欠，但我們總是會越來越完全，會越來越像樣。我們有生之年就是要恢復

神榮耀的形像，所以耶穌就給我們以天父的完全為我們追求的唯一目標。中國人喜

歡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不是聖經的教導，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完全。 

(3) 聖經也有很多成聖的榜樣。希伯來書 12:1-2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

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

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有很多見證人像雲彩一樣

圍繞著我們做見證。這些雲彩當中有一朵是讓我們困惑的就是參孫。參孫是被揀選

做士師，他當然有很大的毛病，在情慾方面真的很糟糕。可是聖經在這個見證人當

中把他列上，讓我們真的很困惑。有一本書叫做「揭開奧秘，發現舊約中的基督」，

改革宗翻譯社出版的，裏面有特別提到參孫。參孫在某些方面是預表耶穌基督，所

以參孫的見證不是看他整個人生，而是看他被神使用的那一面，這是很有啟發性的。 

 

歷世歷代即使到如今，神都預備一些見證人在我們的週圍，這些人不一定是百分之

百的完美。聖經講的完全人，義人，其實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缺點，而是說他們是

非常成熟了。所以，連沒有信的人也可以看出這些人是義人，會感受到這些成熟的

基督徒個義人。聖經中有很多榜樣，即使到現在還是有很多榜樣的，雖然比例不是

太高，但總是有一些，我們一定會遇到我們週遭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的。 

成聖的方法 

逃避試探 

既然我們有這麼高的目標，那我們用什麼方法成聖？消極方面，第一要逃避試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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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很不敬虔的，魔鬼也很想要試探害我們，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有多剛強，有時候我

們要故意躲避一些試探。主禱文裏也提到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所以不要以為自己多厲

害。有一個國中生，他說他常常受試探，他跟教會的輔導說，我腦袋裏面常常充滿著一

些情慾，輔導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每次經過電影院門口看到那些看板，畫一些不穿衣服，

很清涼的畫，每次經過看到那些看板都很受試探，腦袋充滿這些東西。輔導問他，你每

天都要經過電影院門口嗎？你放學的時候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他說有，其實要回家有

很多路可以走的。那你為什麼要走那一條，為什麼不故意躲開呢？我們真的要故意躲開。

很多陰暗的地方，一些燈光矇朦朧朧，喝一點酒，人會模模糊糊的，接著可能就犯罪了，

所以有一些場合是應該躲開的。有一句話說，你沒辦法禁止鳥飛過你頭上，鳥很自由的，

牠會飛過你頭上，甚至會放出排泄物，你沒辦法禁止牠，可是你總有辦法不讓鳥在你的

頭髮上築一個鳥巢。鳥在你的頭髮裏面築一個鳥巢，那就是你給魔鬼留地步，所以我們

不但要故意躲開，我們發現後也要趕快清除。 

有時候躲不開像約瑟（參創世記 39:6-13節），他一方面不敢得罪他的老闆，一方面他說

更不能得罪上帝。他不顧一切先逃走再說，老闆娘抓住他的衣服，他衣服也不要了。衣

服不要了逃走，這樣，衣服就變成性侵的證物。老闆娘惱羞成怒說約瑟性侵，結果約瑟

被判刑而差一點死掉。但是，他寧可先逃走再說，罪惡的事情先逃走再說，一切後果再

靠上帝去面對，所以要逃避惡事。事先可以預防的我們要先預防，有時候事先不能預防

的，先逃走再說，不要跟罪惡妥協。 

治死身體的惡行 

第二，要故意來治死身體的惡行，這是保羅的話。我們的本性是有一些惡的傾向，我們

信耶穌以後要故意來對付，要更新而變化改變我們的本性。歌羅西書 3:5 節：「要治死

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我們的生命本來也跟世俗一樣有很多的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等等都有的，

我們要治死。治死不是把身體殺死，這是自殺，不是這個意思，是要去對付這一些惡的

本性，靠神得勝，我們會培養新的本性的。 

更新而變化 

在積極方面，其實跟消極方面反過來看是一樣的，我們不斷的更新而變化，不斷的效法

基督，基督這麼完美的形像，有形有體的就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在各方面要學習基督

的榜樣，照這個標準來改變和調整我們原來的言行態度，思想，情感，意志各方面。然

後不斷的順服聖靈的引導與聖經的教導，不斷的順服聖靈，順從神，那麼神的話，神的

靈，神的愛就漸漸的充滿改變我們，我們就越來越像樣了。這是談到很具體的成聖方法。 

成聖的媒介 

我看過一本書，小冊子叫做「四大能力」，就是神的話有能力，神的靈有能力，十字架

的寶血有能力，以及禱告有能力。這與成聖的四大媒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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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就是主的寶血有能力。我們信耶穌時就已經被潔淨，稱義，成聖，這是最基本

的真正的入門，真正的向神悔改，接受耶穌，聖靈內住，藉著耶穌的寶血已經潔淨

我們，我們地位上已經成聖。 

(2) 第二就是聖靈有能力。聖靈不但在信主之初感動，光照我們，我們向神悔改，我們

看見基督十字架上的愛，接受耶穌。聖靈在信主以後也是繼續來幫助我們。保羅說，

我們是靠聖靈入門，難道是靠肉體來成全嗎？不是的。靠聖靈入門的我們，也是靠

聖靈來成全。我們要不斷地順服聖靈的感動，其實我們也要主動的尋求聖靈的引導，

我們也要渴慕神的靈來充滿我們。所以神的靈來感動，光照，引導，我們就順從聖

靈，那麼我們會越來越成聖的。 

(3) 第三就是神的話有能力。約翰福音 15:3 節：「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

淨了。」神的道有能力的。約翰福音 17:17節：「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

是真理。」以弗所書 5:26節：「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詩篇 119:9

節：「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少年人比較容易受情慾的

試探，怎麼樣保守他的聖潔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話。若我們很重視神的道的話，會

有很高的標準和能力，也會有一種屬靈的敏感，因為馬上會想到神的話，就不會糊

裏糊塗去犯罪。會糊裏糊塗去犯罪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對神的話是很不熟悉的。雖然

也有一些人從小在教會長大，神的話好像很熟悉可是糊塗的也還有。他自以為很熟

悉，是因為他從小聽了很多聖經故事，其實真正的熟悉不是聽了很多聖經故事而已，

而是很熟悉真理的法則。所以神的話有能力。 

(4) 第四是藉受苦的心志成聖。這是彼得講的，要以受苦的心志當做武器。很多人會對

犯罪妥協就是怕受苦，因此就妥協了，所以我們事先要有這種受苦的心志。受苦其

實對基督徒來講還算正常，因為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要捨已，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這十字架是好玩的嗎？十字架難道只是一個漂亮的項鍊嗎？我不

喜歡十字架被裝飾的太過分，十字架越單純越好，如果你要買十字架的裝飾品要買

單純的，不要搞得花花綠綠裝飾性太強的，單純就好，因為十字架是一個受苦的記

號。所以我們信主的人堅持這個信仰肯定是有苦頭的，但還好我們不是靠自己在面

對，有耶穌陪我們面對，還是可以很喜樂的。我們事先知道堅持真理是有苦頭的，

當我們碰到苦頭的時候就不會過於驚嚇，所以我們有這個心志就不會妥協，不會因

為害怕受苦就妥協，我們有這個心志就能夠很有原則站立得穩。基督已經為我們受

苦了，希伯來書說我們的忍耐是還沒有到十字架的地步，耶穌或者那些忠於基督的

人為了真理甚至於到流血的地步，我們很少需要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我們要效法，

要思想耶穌基督，我們就不會疲倦灰心，這也是成聖的媒介。 

成聖的目標和表現 

成聖的目標就是完全，就是我們提到的耶穌說的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我們本來是因

信稱義，信了耶穌就已經是個義人，但是我們這樣學習跟追求，我們不但稱義，而且我

們越來越成義，甚至於沒有信的人也認出我們是個義人，所以這是以完全為唯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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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完全人，義人，指的是很成熟的基督徒。他們有一些特徵： 

(1) 第一是有聖潔的生活。我們不但地位上分別為聖，我們各方面，包括內在的，人沒

有看到的部分，我們在神面前心思意念，態度，情感各方面都越來越聖潔。 

(2) 第二是有很真誠的愛心。神就是愛。腓利比書 1:9節：「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

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這邊提到我們的長進，我們的愛心在知識和

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我們的愛心不該只是一個很感性的愛心，我們的愛心是伴隨

著真理的，知識和見識都是真理。用愛心說誠實話，誠實其實也可以翻譯成真理，

用愛心講真理。愛跟真理，愛心當然是比較感性的，真理其實是比較理性的，其實

這兩個都是神的本性，神就是愛，神就是道。所以，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只有很

感性的愛而已，他真誠的愛，合乎真理的愛是很充滿的。 

(3) 第三在真道上的成長。彼得後書 3:18節：「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和知識上有長進。」我們在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恩典是比較感性的，講

神慈愛的那一面，知識是比較理性的，講神公義的那一面，恩典和知識這兩面是一

起增長的。耶穌基督就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是這兩方面一起成長的。 

(4) 第四種表現就是我們靈性的完整跟成熟。彼得後書 1:3-11 節：「神的神能已將一切

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因

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

得與神的性情有分。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

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

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

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

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第 3節 

讓我們很快地來看其中的重點，因這段聖經提到我們長進的過程。第 3節說，我們

信耶穌的時候已經得到生命與敬虔，我們原來的生命因為離開神，上帝看是死的，

我們重生的時候，我們靈魂甦醒，我們活過來有新的生命，而且開始有敬虔的本能，

這是一信耶穌就有的。其實能夠知道自己不敬虔也算是敬虔，常常會覺得這方面不

完全，那方面不完全要繼續追求，其實這也算是開始敬虔了。 

 

已經有了，然後為什麼會有，他就倒過來講，先講信的人已經有了，原因是我們認

識那用自己榮耀美德來召我們的主，是因為神先來恩召，神的恩召臨到我們，祂的

愛，祂的榮耀來光照我們，我們被感化，被感動我們回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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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 

那我們原來的情況什麼呢？第 4 節說：「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我們原來的情況是世上從

情慾來的敗壞。上帝看我們人類只是情節的輕重，其實都是敗壞的，我們原來是那個樣

子，有一天神的恩召用榮耀跟美德來召喚我們，臨到我們，那我們就擁有生命，有敬虔，

這寶貴又極大的應許已經賜給我們了。我們信主的人有神的應許，還有神的性情，我們

與神的性情有分，我們本來就是神的形像現在恢復過來了。所以我們信耶穌的那一刻，

我們已經有生命有敬虔，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應許。其實我們被造的時候也是很完全的，

後來墮落了，然後我們是在情慾和敗壞中，這是我們的過去。後來有一天神的恩召臨到

我們，我們就擁有現在，有生命有敬虔，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應許，然後就進入成聖的過

程。 

第 5節 

第 5節談到一個過程，先從信開始，「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這與民間信仰有很大

的不同，他們講的是先要有德行，要有功德，要有善行，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成

為好人，你才會得救。但我們是先因信入門，有新的生命，有敬虔的本能，有神的靈在

我們裏面，然後我們才來追求這些行為。 

第 6節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表示真理是要追求的。「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

節制，又要加上忍耐」，節制與忍耐好像差不多，其實是不一樣的。「節制」是講一些好

的事情，比如吃好吃的東西，好吃的東西也是神造的，但是還是要有節制。有好東西吃

要感謝神，是出於神的，但是還是要有控制。「忍耐」是講不好的事情，有人毀謗我要

講我的壞話，我沒有對他不好可是他卻誤解我等等，忍耐常常是在忍耐一些不好的事

情。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前面說我們一信耶穌就已經有虔敬了，為什麼還要再要

加上虔敬呢？其實，剛信的時候只是開始有敬虔的本能，可是操練敬虔的生活那需要時

間的，需要下工夫的，需要學習的，才能從敬虔的本能變成真正敬虔的生活。神讓我們

先有本錢，一信耶穌就有敬虔的本錢，然後再來用本錢做生意，來真正成為一個在各方

面，不管看得見或看不見，心思意念，態度情感都越來越敬虔。消極方面是怕得罪神，

積極方面，就是要很合乎神的旨意，喜悅他的旨意。我們凡事都會體會到主的喜歡跟不

喜歡，不是只有害怕，而是已經越來越親了，是要得到祂的喜悅，很樂意的為了我們所

愛的，祂愛我們，我們就越來越討祂的喜悅。 

第 7節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愛弟兄的心」五個字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英文字，

是從希臘文來的。美國一個城市叫費城，Philadelphia，Phil就是愛，delphia就是弟兄，

愛弟兄的心就是 Philadel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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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最後，「愛眾人的心」五個字原文只有一個

字，就是 Agape，愛加倍。聖經的愛有好幾個字，最高級的就是這種像基督一樣捨己犠

牲的愛。中文聖經如果只翻譯成，又要加上愛，就有點抽象，所以就旁邊加虛線點點點，

表示原文沒有，翻譯的時候加上去的。不但，我們弟兄姐妹彼此相愛，我們要加上捨己

的愛，像基督這樣捨己的愛，Agape就是愛。如果要解釋的話很麻煩，所以給他加上愛

眾人的心，這是原文沒有，翻譯的時候加上去的。其實我們不但弟兄彼此相愛，總而言

之還要有像基督這樣捨己的愛，這是一生的功課。 

第 8節 

第 8 節提到，「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

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我們就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我們漸漸追求，越來越像樣的時

候，我們就會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這從負面來講，從正面來講就是多結果子，我們就

成為多結果子的基督徒，包括聖靈的果子等等。 

第 9節 

第 9節，「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瞎眼又近視，當然這不是講肉體的近視，這裏反過來說，又看得很明亮又很有遠見，滿

有遠見，我們會成為這樣的人。 

第 10節 

第 10 節「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

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那我們這樣子殷勸追求，我們就會變成堅定不移，永不失腳，

站得很穩，信仰很穩固，這個不是講死後，這是講今生，我們這樣追求我們會成為多結

果子，滿有遠見，堅定不移的基督徒，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這一生就應該進入這樣

的豐盛境界。 

第 11節 

最後一句話第 11節「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

國。」這個未來不但是今生的未來，我們現在都還有未來，我們也進入來生了，就是我

們會豐豐富富進入基督永遠的國。 

有人會認為這樣會不會有點功利主義，我的追求是為了在來生豐豐富富的，其實這個不

等於功利主義。我們努力追求，我們不求奬賞這是好的，耶穌也講過僕人把主人交待的

事情做好了只應該說這是我的本分，我份內應該做的，可是耶穌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他

要奬賞的。馬太福音 6:4 節：「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

你。」我們行在暗中他必奬賞，講了三次，行在暗中，天父看見必要奬賞。我們不求奬

賞是好的，可是我們也不要以為奬賞是不好的，不要唱高調，因為有些人一開始是需要

奬賞作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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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奬賞這也是神的本性，因為神是公平公義的。同樣是基督徒，有人從信主開始就

很認真的在追求，捨己，犧牲，奮鬥，當然不是講一般的精神，而是他對上帝有這種心

志，而且很努力地這樣在進行，跟不冷不熱，馬馬忽忽的基督徒到最後待遇完全一樣，

這樣表示上帝不公平。所以，有些人是要豐豐富富的進入神的國，在永恆裏面豐豐富富，

因為神的本性是公義公平的。救恩是一樣的，但奬賞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是神的本性。

哥林多前書 15:58「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

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提到我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

然的。所以我們不是為了追求奬賞，而是說神是公平的，對於這些特別殷勤犧牲來追求

的他是有特別的奬賞。 

末禱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雖然有點趕，但我們還是走過這些重點，我們求你的聖靈也

常常帶領我們進入這裏面還有的一些細節。我們在讀有關經文的時候，特別得到你自己

聖靈的開竅，光照，引導跟教導。你聖靈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導我們，也在每一節這些經

文裏面教導我們。主，讓我們下一次最後一次對整個使徒信經有一個美好的完成。謝謝

你聽我們的禱告，願我們的靈性顯出你的榮耀跟豐盛，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