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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全地充满你的荣耀。” 早安，真的很高兴又到这里来， 当你们来这种讲习会时， 真

的是一尝了天堂的滋味， 你四处一看，他来了丶她也来了， 你知道，能见到许久不见的弟兄姊妹们， 

真是太好了！ 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圣经，腓立比书3章3节。

  腓立比书3章3节； 今天早上，我本来打算谈福音， 但昨晚我很清楚的被感动，换我的讲题，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你们谈的是「得救的确据」。 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为这得救确据挣扎的信徒们， 

我要你们能认清那古老仇敌撒但的一些方法， 他攻击信徒，要夺去我们对救恩的确据和喜乐，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为救恩的确据挣扎的基督徒， 如果你正被担忧和怀疑折腾着， 每隔一段时间会为你是否

得救而挣扎， 也许不是在目前， 但不时的会这样，那么，这信息就是特意给你的； 就算没有这种挣

扎， 这篇信息也是为了你， 因为你一定会遇见其他有这种挣扎的信徒， 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难道要

像那几个安慰约伯的人一样，不以为然？

  因此，一开始我要先确定大家对 「得救确据」的意思，有正确的了解， 字典对「确据」这个字

的定义是： 完全的相信或信任；一个坚定的信念； 一个确切的期望； 没有疑虑； 好比一个人向另一个

人确保他的爱， 或试想当一个小孩害怕的时候， 他的母亲或父亲会说一些话， 向那孩子担保一切平安

没事； 同样的，当我们说得救的确据时， 我们指的是对神完全的相信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相信神保

护你丶爱你丶已经拯救了你。 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12节所说：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保罗在那里的意思是，他知道他的救主的特质， 他没有

理由怀疑他的看护， 保罗已经把他的灵魂和一切的信靠， 都交进天上的银行，那里没有贼挖窟窿来

偷， 并且他知道神的性格， 所以他没有理由怀疑神会在所应许的事上失信； 这样，对神的一个完全的

信任， 坚信你是得救的丶有保障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得救确据。

  在我们看拥有得救确据的重要性之前，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 你把我们带来这里， 

主啊，我们感谢你 向我们说话； 靠着圣灵，我为有这种挣扎的人祈求， 愿你藉这篇信息使他们得自

由， 愿你帮助他们能够很明智的丶看清撒但的伎俩， 那恶者的欺骗， 给人对神的信心，可以因此而事

奉他丶 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为什么基督徒有得救确据很重要， 让我给你一个最起码的理由， 有了得救确据，你的服事会更

好， 有了得救确据，你会更放胆为主作见证， 否则，你很容易会螺旋似的丶渐渐往下滑， 让我给你举

个例子： 当一个基督徒没有得救确据时， 祷告必定不够， 因为你会开始想：“如果我自己都还不确定

是否得救， 为别人祷告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意思是，想想两者的差别， 当一个小孩相信他的父

母亲爱他丶接受他时， 向他们要东西， 和一个小孩向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要东西， 想想这两者的差

别； 所以，没有得救的确据 必定首先影响你的祷告生活， 没有得救的确据，你做传福音的工作， 也必

定不如你所该做的， 你会想：“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得救了， 又怎么把福音传给别人？”， 因此，没

有得救的确据就不会为基督勇敢放胆， 并且，没有得救的确据，你必定没有在基督里的喜乐， 撒但夺

不去基督徒的救恩， 但他可以夺去基督徒在救恩里的喜乐； 而如果他得逞欺骗你，就夺去你得救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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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 一个基督徒失去救恩里的喜乐，还剩下什么？凄凄惨惨， 一个凄惨的基督徒是一个坏见证， 这

让人说：“如果会像你一样凄惨，我为什么要跟随神呢？”， 然而，如果你有得救的确据， 你就会有

大喜乐，即便是在试炼当中！ 这会是一个大见证，是世人无法解释的。

  我要大家翻到腓立比书3:3的原因是： 在我们看魔鬼如何夺去信徒的救恩确据的各种方法之前， 

我想先确定，我们都对基督徒的定义有正确的了解， 你要知道，我不希望这篇信息造成的结果是， 让

一个完全失丧的人听了， 他自以为：“哦，原来是魔鬼想夺去我的得救确据”， 但其实他根本还没有

得救。 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3:3， 弄清楚什么是真基督徒。 腓立比3:3提到“我们”， “我们”指的

是基督徒， 指使徒保罗自己和他的读者， 他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 这“受割礼的”原指

犹太人， 保罗在此所说的是，「我们」是真犹太人， 我要提醒你的是，这是保罗写给在腓立比那里归

主的外邦人， 而他称他们为真犹太人， 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 说我们是真犹太人，也就是说

我们是真基督徒， 我们是真正属神的人。 而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那该是什么样子呢？ 保罗继续

说：“……以神的灵敬拜…… ” 而不是因外在的仪式丶特权， 是圣灵藉着更新心灵的割礼，使我们成为

基督徒； 第3节继续说：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夸口”指的是，我们的信心所在乃是基督， 

基督徒的一切寄望，都在他里面， “……不靠着肉体”。 所谓“肉体”，保罗指的是任何在基督以外的

东西， 我们想靠着它来向神举荐我们自己，好被称义。

  因为如果你从第四节起往下看， 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清单：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

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他接着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他在得救之前 误以为可以信靠，

用来向神举荐自己的东西， 我们来看其中几个，第5节， 他说在得救之前，他曾经信靠的是割礼， 当

然，这个在今天就相当于 有人相信，因为他们已经受了洗所以是得救的， 或是他们有过婴儿洗丶或某

种坚信礼； 如果那就是你，如果你想： “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已经领洗了”， 如果你这样寄望， 那么，

你肯定不是基督徒。 还有在第5节，保罗也说：“我是以色列族”， 在保罗得救以前，他所信靠的其

中一件事是， 他生来是以色列人， 这在今天就好比 有人以为自己是得救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基督

徒， 因为他们在基督信仰中被带大的； 听着，特别是孩子们， 如果你以为你已经得救了， 因为你在基

督信仰中被带大丶因为你有基督徒父母， 如果这是你所信靠的，你并没有得救。

  And then in verse 5, 在第5节， 保罗又告诉我们，在他归主以前，他靠自己是法利赛人， 今

天一提到法利赛人，我们会联想到电影里的坏人， 他一上场，每一个人都“嘘”他，一个明显的伪君

子， 其实，在当时并非如此， 要知道，尽管是错误的， 在当时，法利赛人被公认是犹太人中的精英， 

所以，在今天就等于有人以为已经得救了， 因为他们上了好教会，听了好的讲道； 这些都是好事：洗

礼丶在基督家庭里被带大， 但是听着，你得救的确据绝不能建立在这些事上。 在第6节我们还看见， 

保罗得救之前信靠的是他的热心， 与今天类似的情形是， 有人把对神的信心建立在他自己某方面的热

衷事奉， 或是建立在对于基督信仰里某个部份的热情， 而非基督本身， 你的盼望绝不能建立在你的热

情； 接着在第6节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所以保罗得救之前，他所信靠的

另一件事就是他的行为， 他以为神会接纳他，因为他守律法，他自认为够好， 我再说，如果你自认是

基督徒， 你心想：“我是好人，当然会上天堂…… 我有信心丶我不像那些醉酒的丶强奸的， 如果你是

这样想， 如果你的心态是“信耶稣，再加上其他某些. . .“， 你就是信靠你自己的行为了， 你就不是一

个基督徒。

  所以，我的重点是： 这里的“靠肉体”指的是， 人信靠自己的任何一种基督以外的东西， 藉以

向神举荐自己，认为神应该接受他们。 再注意这里，第3节，真正得救的人，真基督徒， 是那“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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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耶稣里夸口”的人， 也就是说，基督是他（她）所夸口的。 真基督徒有永生丶被神接受的信心， 单

单在于基督耶稣里面。 一个信徒明白到一个地步就是， 知道他们自己没有一点功劳， 可以用来向神举

荐自己， 正如昨晚我们所唱的诗歌说： “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 所以真基督徒信

靠的不是他的行为， 他（她）信靠的不是自己的表现， 或是成就，用来向神举荐自己， 真基督徒是一

个认清自己是罪孽丶卑劣丶又无助的人， 什么也不能给神， 他们自己没有什没可以举荐给神， 反之，

他们唯独信靠基督， 他们明白之所以被神接受， 是藉着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说过，在继续之前我要把这点说清楚， 以免有人拿这篇 有关魔鬼如何攻击「得救的确据」的

信息， 用来认为是魔鬼在攻击他的得救确据， 而其实他根本还没得救。 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你

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听了，恍然大悟，说： “原来我根本不是基督徒”， 你忽然明白，你一直信靠的

是基督以外的一些东西， 那么，就如保罗所说， 在想藉以称义的事上，视它们为粪土， 看清你没有足

以举荐自己的， 并且现在就以基督夸口， 现在就把你的信靠和盼望放在他里面， 当你可以凭着在耶稣

基督里的信心， 接受这份礼物的时候， 不要再靠你自己的义了。

  你要知道，有许多人…… 若我告诉你这本书说……救恩要靠…… 要靠你从德州走到加州， 你就得

救丶就让神接受你， 而又有经文证明， 许多人真会照着去做，明天就启程， 人和人的骄傲随时都在想

办法做一些事来贿赂神。 保罗在经文里说的“视为粪土”， 字面的意思真的就是“粪土”， 若你试

想，有人试图以行为来赚取救恩， 他们实在是想要贿赂大审判官， 但贿赂用的不是钱，保罗说是一桶

粪土， 想像一下，你在一位审判官面前捧着它， 当你想要靠行为赚取救恩时，就正像这样； 不要在你

自己里面找可以藉着得救的东西， 你需要向外看，看你自己以外的， 看那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基督， 看他已经完成的事，他还清了你的罪债， 信靠他，就这么简单。

  现在，请你翻到约翰一书5章13节， 因为接下来我想要在今天上午讲清楚的是， 你「可以」有

得救的确据， 这是合乎圣经的教义，也是每个基督徒的权益， 不幸的是，我必须指出， 今天在有些圈

子里的人说你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 有些人说你无法知道你得救了； 如果你对他们说你是得救的丶要

上天堂的， 他们会说：“这真是太狂妄了”， 更甚的是，有人会说， 你如此有把握得救，正表示你没

有得救， 因为他们说你不够谦卑， 他们说：如果你真是得救的， 你会是很痛苦的，像我一样， 他们

说：你若是真得救就不会如此骄傲， 你会和我一样谦卑； 但在这里让我说清楚： 真信徒的信心不在他

自己，而是在基督身上 因此，当一个信徒有得救确据， 那不是骄傲或自大， 要知道，照着神的话去相

信，不是狂妄； 所以我想让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 信徒可以有得救的确据。 并让我从这经节来告诉

你，这是合乎圣经的。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5章13节：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所以，使徒约

翰是写给信徒， 并且告诉我们，写约翰一书的理由之一是 “要叫你们知道……” 确实的知道自己有永

生。 也就是说，约翰一书写成的主要理由之一 是让基督徒有得救的确据， 也让我从这经节指出， 这

得救的确据不是只给超级基督徒， 不只是给使徒或牧师， 我并不是说牧师是超级基督徒， 你看，约翰

并非写给特殊的一群使徒，不！ 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有得救的确据； 再看看保罗其他的说法， 他

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他说：“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这在我听来是保

罗有得救的确据， 因此，说你不能有得救确据的教导显然是错误的。

  约翰一书5:13的经文里还有另外一点， 注意听，因为这点很重要， 许多人在这上面混淆了， 

and that is that 那就是 另一个极端， 也是错的， 另一个极端说： 如果没有得救的确据就表示你一定

还没有得救； 今天许多人把得救和确据划上等号， 以为两者是不可分的， 他们误以为你不可能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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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而没有另一个， 但那是错的， 我可以很容易的用此处的经文来证明， 基督徒有可能没有得救确据， 

我们再一起看约翰一书5:13， 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信奉神儿

子之名的人“， 这在我听来指的是基督徒，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就是要你们有确据， 我要

你注意这点，约翰写信的对象是已经信主的人， 他写给已经得救，仰望基督的人， 但他写的目的是要

他们有确据， 换句话说，这些信徒还没有确据， 因此，的确有可能已经是基督徒， 却没有得救的确

据， 同样的，基督徒也可以失去得救的确据。

  虽然如此，你当然不要以没有确据为足， 那是基督徒的特权，你服事神会因此而更好， 有确据

会有更多的喜乐等等； 我不要任何在这上面有挣扎的人反而这样想： “哦！有没有确据不重要，因为

我还是得救的”，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愿意在知道 你父亲是爱你的情况下过日子？ 所以在今天上午

其余的信息里， 我要大家来思想一些魔鬼常用的伎俩， 他用来欺骗基督徒丶夺去他们的确据， 并且，

如何应对。

  第一， 当一个基督徒犯罪时， 魔鬼会说你没有权力回到神那里求赦免了， 撒旦可能会用不明显

的丶暗示的方式对你说， 他可能说：“这次你可搞砸了， 你犯太多次了。” 他也可能说： “你不是

一个基督徒，否则你不会犯罪。” 你看，魔鬼在做什么？他的伎俩是什么？ 他想做什么呢？ 他想在你

心里混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 他要你在是否被神接受的事上， 转头看你自己的行为。 撒但想骗

你，告诉你， 得救不是单单靠耶稣基督丶单靠他的宝血； 你看，他用这谎言， 说你一旦犯罪就不能回

到神面前求赦免， 来暗示你，你的行为在被称义的事上是有功劳的， 对这种谎言，和其他种种， 唯一

的对应办法就是真里； 如以弗所书中所说：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听着，基督徒们，第一： 你一定要明白「被收纳」这个真理， 信徒们，听我说，得救不仅仅是

蒙赦免而已， 让我给你举个例： 一位法官只仅仅赦免一个人， 和一位法官不但赦免一个罪犯， 又收

养你成为家里的一份子， 把你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带大， 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 你知道这个真理吗，信

徒？ 从你相信福音的那一刻开始， 你在神面前就因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 神不再是要逞罚你的法

官， 从那一刻开始，你就进入一个与神的全新关系， 你开始成为神的孩子，现在他是你的父亲了， 这

就是神与你的关系。 信徒们，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一个基督徒犯罪时， 你面对的不再是一位要让你

下地狱的法官， 你面对的是那位受伤的丶爱你的丶 你所得罪的父亲， 就像那位浪子的父亲，预备好等

着要拥抱你。

  给你另一个例子： 你冒犯你的父母亲 和你冒犯国法有着极大的差别， 因为一个是与法律之间的

关系：国法； 另一个是爱的关系。 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在一个爱的关系里， 所以要记住，基

督徒，当你犯罪时， 你不是要面对一位法官， 指望他开释你， 而是像浪子回到那等着拥抱你的慈爱父

亲； 我说你们当中有多少为人父母的， 在孩子冒犯你们的时候会说： 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丶或你不再是

我的女儿了？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如何对待儿女，何况天父？ 重点是，基督徒的行为不会影响我

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的救恩是因单单信靠耶稣， 无论你的光景如何，神都是你的父亲； 称义是

过去完成的事， 一个人一旦得救，是一次永远的， 并不是你每次犯罪丶悔改时就再被称义一次， 那是

天主教教义的陷阱； 罗马书4章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因为主已经偿还了罪债。

  如果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1章9节， 信徒，这是你犯罪时所该做的， 你要这样做，这是有权威

的话； 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

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 你犯罪了，所以不能再到神的面前， 圣经说的正好相

反， 因为他的应许是：你若向神认自己的罪， 若有必要，也向人认罪，那么， 神是“信实的”，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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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 神是“公义的”，表示你的罪债已被偿还。神已经处理过了。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

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 “， “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

了你”（赛44:22） 要注意的是，因为神已经还清了， 所以神赦免你是公义的； 你一旦相信魔鬼的谎

言， 说你这次太过份了，不能再回到神的面前， 等于是怀疑神的信实与公义， 就等于说神把已经偿还

清的罪， 又加在你身上， 因为一旦把罪偿还清了，法官是不会再来追讨的。 所以相信魔鬼的谎言就等

于说神不公义丶不信实； 也要注意这里并没有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要再花几个小时或一段时间， 

去读几章圣经丶凄凄惨惨的丶 或其他种种，才能换来回归神之道， 也没有给犯罪得赦免的次数一个上

限， 神不像彼得所预设的“原谅七次吗？” 不！七十个七次， 不是照字面的次数，而是持续不断的。 

就像我听雷恩那个礼拜讲道所说， 爱永不止息，神对信徒的爱也永不止息。

  在这里也让我说清楚， 他不是给你一个继续犯罪的藉口， 因为他在紧接的约翰一书2章1节说，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看啊，信徒，要认清这些并照着去行， 让你对于神是天上的父有信心和确

据， 这对你能更紧紧跟随他是有帮助的， 认清这恩典，帮助信徒越来越少犯罪， 因为你一定会挣扎，

想和神保持距离， 只有认清你是被称义的， 才会给你过基督徒生活的能力； 我的意思是，你如何回应

这样一个真理， 本身就是一个得救与否的应证， 如果在教会里一个没有重生的会友听见这个真理说， 

可以一再的回到神面前得赦免， 他的回应若是：“哦！太好了， 这样我可以高兴犯罪就犯罪，享受犯

罪， 只要一直认罪丶悔改就行了，这太棒了！” 听着，如果你听见这么美好的真理，确有这样的反

应， 那么你真是还未得救的丶失丧的人。 相反的，一个真信徒听见这样的真理， 他会说：“这是多奇

妙的爱啊！”

  接下来，第二种， 魔鬼要夺去基督徒的得救确据的方法， 那就是曲解丶误解神对待我们的方

式， 我指的是当试炼临到时， 有许多人，（特别是当外面充满了 成功神学那类的错误教导的人，） 

有人误以为，你一旦成为基督徒， 你一生剩下的日子会事事都顺利美好， 所以一旦有如火般的试炼临

到，就非常惊讶， 信心就被摇动了。 魔鬼，那个控告者，就来对你说： 看看你现在所遭遇的， 神若真

是你的父亲，他若真爱你， 他绝不会让他的孩子遭遇这些的； 同样的，这里对付的办法仍然是真理。 

你对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有正确的了解， 有如保罗在使徒行传14:22所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

经历许多艰难”； “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1:29 ）。 你看，神并

没有让基督徒不受试炼的火， 但他应许你必定与你同在当中，扶持你。 基督徒一定要明白， 无论在何

时，试炼临到，事情出了差错， 就是罗马书8:28所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还有， 关于曲解神如何对待基督徒这方面， 有的时候神收回对基督徒的笑脸， 要他们服罪，为

的是管教他们。 魔鬼却把这扭曲成：“神不爱你了。” 答案在神的话里，他说： “凡我所疼爱的，我

就责备管教他”。 当一个小孩不做他该做的事时， 他（她）的父母会先坐下向孩子解释并且告诫， 让

他们明白正确的行为的重要，和如何去作， 如果他们还是不听， 爱他们的父母就会拿出棍子来了。 钟

马田在这方面有许多不错的说法，他说： “当我们不读神的话并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活出你已经

读到的话） 神就要用他的凿子来磨掉那粗糙的边缘。” 他说：“你要达到一个完全没有污点或皱摺的

地步， 相信与否，雕刻匠需要下许多功夫。” 所以，当你犯罪时，神若管教你， 是为了要让你认罪悔

改， 这就证明你是基督徒，而不是非基督徒； 而若神让你继续在罪中不管你， 圣经说你可以确定你不

是他的孩子。 而且，神可以让试炼临到你像临到约伯一样， 并不因为你犯罪，而是他知道这样于你有

益， 要让你更像耶稣基督。 再引用钟马田所说的，他说： 当一个基督徒轻看主的管教时，那是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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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只想吃糖而不吃对你有益的心态，非常幼稚。

  现在，第三个魔鬼攻击你得救确据的方法， 我想就像其他几点，很常见： 他会试着说服你，说

这是不可赦免的罪，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亵渎圣灵的罪。 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丶希伯来书6和10章， 还

有其他地方所看见的。 说到那永远的丶在今生丶在来生， 都不得赦免的罪。 对于这种罪所指为何，有

许多不同解释， 但是，基督徒，可以保证的是， 不论你持哪一种解释， 魔鬼迟早会来说服你，说你

所犯的就是那种罪； 我的确见过这种情形，有基督徒持其中一个看法， 魔鬼来说服他所犯的就是那个

罪， 他好比在牢里， 之后虽接受了另一种解释，像从牢里得了释放， 魔鬼又来说服他，说所犯的正是

那个罪。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注意了，那些在马太福音12章丶 希伯来书6和10章里所说的，犯了这

种罪的人， 他们心里没有一点愧疚， 他们以嘲笑基督信仰为荣， 他们嘲笑福音，把基督的宝血踩在脚

下， 说那算不了什么； 你看，那些经节处理的不是掉入罪中的基督徒， 所指的是完全拒绝福音的人， 

他们嘲讽的是灵界的事， 说耶稣赶鬼是靠着别西卜； 我的重点是： 只要是有人为是否犯了这种罪而苦

恼， 最合乎逻辑的答案是，他们没有， 否则你会嘲笑而不是担忧； 你或许会说：“以扫呢？ 他哭着想

悔改却不能， 听来像他担忧犯了这种罪。” 首先，他的担忧是属世的； 我认为以扫的例子更指向那些

拒绝福音的人， 他们打算先享受罪，等临死前才接受基督。 再借用钟马田的话， 他说，如果你会说： 

“主啊！我最大的不满是， 我的爱是如此微弱“， 那么，你就是一个基督徒； 那些在马太福音12章丶

希伯来书6和10章里所说的人， 他们心中的意念是不要更爱基督。

  让我们继续看第四个魔鬼攻击你得救确据的方法， 它会试着说服你，说你不能有得救确据， 除

非你达到某种程度的完美； 你有时候看见，基督徒相信称义是因着基督所作的， 当他们犯罪，他们被

破碎丶他们悔改， 但他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在里面作祟， 说他们不能有得救确据， 除非他们能够确保 若

干年日内都不再犯某种罪， 当然，当主给他们力量得胜的时候， 而就在主给你力量得胜的时候， 魔鬼

又说：可是，另外这个罪呢？ 或是那个罪呢？等等…… 所以，你如果相信要在你达到某种程度的完美

之后， 才能有得救确据，你就上当了。 让我在这里说清楚，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成长， 但需要一段时

间。 你一定要记住，基督称罪人为义。 是在他还是罪人的时候， 基督徒与神的和好是一次完成丶一直

持续的。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罗5:1） 而不是说：“我们因经过一段时间 的成长而称义，就

与神相和。” “我们既因信称义”， 对称义有正确的了解和相信， 我们“就与神相和”； 所以不需要

等你的表现达到某个程度后 才有得救的确据。

  也让我在这里澄清另一个很好的问题，有人会问： “那么，哥林多前书6章, 9章, 和 10章里的

那些人呢？” 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 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在罪中的， 保罗清楚说他们不能承受神的

国， 那么，「那些人」应该没有得救的确据吧！ 不错， 但是，听我说， 当一个人明明知道犯罪是错

的， 却顽固的继续在罪中， 并向神挥舞着拳头说：“我不在乎”； 与另一种情形有极大的差别， 那就

是，另一个人在某个罪上非常挣扎， 犯下之后，因得罪神而心碎，之后渐渐得胜。

  现在，只剩一个了， 来看第五个魔鬼欺骗你丶攻击你得救确据的方法， 他说服你，说你一定要

有和某人一模一样的某种经历， 这里他想要骗你的是， 神的话不足以给你确据， 神还需要给你特别的

神迹丶 某种经历，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看神迹才相信”； 这个的答案当然是，许多有特殊经历的

人， 后来证明他们根本没有得救。 在真基督徒当中，经历这方面是多样的，差别是很大的， 各个基督

徒的信仰之路，经历不会一样； 有人会说：那么你所提到的罗马书5:1又怎么说呢？ “我们既因信称

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他们说：“与神相和正是经历性的， 所以你一定要经历

到。” 我要说的是，对因信称义有正确了解会带来得救确据， 但不是必然的，否则就不会有约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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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了。 魔鬼有时候会……我指的是， 你读了一个很棒的基督徒自传， 你本该蒙祝福的， 你读了像

贾艾美丶雷殴纳等人的传记， 魔鬼就对你说： “你自己呢？你为什么没有一天祷告10小时？” 也许不

过是因为你有一份全职工作。

  来看第六个魔鬼欺骗你丶攻击你得救确据的方法： 他会企图说服你， 把所有的时间都投注在你

的情绪和感觉上， 注意听，因为这拖累了许多人； 你不把得救确据建立在基督和神的话上， 反而落入

魔鬼的圈套， 靠一天天的感觉来确定， 当你情绪低落时，你不觉得是得救的， 情绪高涨时就有确据。 

常见的是，这样的人没有或只有一点点得救确据， 他们希望靠教会的敬拜来提升， 而他们用各种各样

的方式所提升的是感觉和情绪。 但答案是，无论你感觉如何， 把确据建立在真理之上， 你在基督里的

救恩，昨天丶今天丶 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把它建立在神说「他」怎么看。

  第七个魔鬼攻击你得救确据的方法， 就是自省。 魔鬼把本来是一件基督徒应该经常做的好事，

例如自省， 魔鬼却使你不断的向内看， 使你把焦点完全放在你自己身上， 不断的检视每一个微小细

节， 而不再看基督， 你一旦不看基督就失去得救确据； 对这点的回应就要如保罗所说： “要靠主常常

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不是靠你的感觉喜乐！不是靠你自己喜乐！ 你可能常常听见这诫命却

心想： “他说要靠主常喜乐， 但是我不觉得喜乐，我的这一天非常糟糕， 我也没有做到我该做的。” 

但这不是经文所说，他没有要你靠自己喜乐。 要知道，一旦把你的行为列入考虑， 你要不就是法利赛

人，要不就是败将， 所以你会失去在基督里的喜乐。 但是无论你这一天如何，基督的这一天非常完

美， 所以，要靠他喜乐。 司布真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他说……应该是在一篇叫做“因他宝血”的

讲章里，这篇非常好， 当然，他的每一篇讲章你都可以说非常好， 但在那篇他举了一个例， 救恩的一

个条件是，神说：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司布真在那里指出以色列人是在屋子里， 当灾殃

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那血， 但他说，假如我们不是抹血， 而是放一块宝石， 神仍然会越过不审判吗？ 

答案是不，他一定要看见宝血， 那代表耶稣。 你看，这是司布真的重点， 神有时会赐给我们圣灵的礼

物， 他也许会赐与我们一些经历丶 我们的成圣， 他在那些事上都会帮助我们。 但是司布真说，如果我

们以圣灵取代基督的位置， 神就会拿走我们的确据。 为什么呢？为了管教我们， 因为我们用圣灵的工

作来取代基督； 要知道，你应该反省你的行为， 如圣经所说，定期自省， 但是不应该看自己的行为且

依靠它， 只应该说：“啊！神有在我里面做工”。 信徒们，我鼓励你们要像保罗一样， 他为在人身上

看见的每一个小恩典感谢神， 甚至在哥林多人的身上！ 要为你在任何人身上所看见的小恩典感恩， 告

诉他们你感谢神， 那会给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 那会帮助他们更亲近神。 对失丧的人， 神说：当我看

见宝血，我就越过。 当神看见血从以马内利的身上流出，他就越过我的罪。 你也要知道这点。

  还有一个，第八， 有时候ㄧ些人到我这里来， 因为他们为心思意念困扰挣扎， 敬虔的男人丶敬

虔的女人， 他们为受到的诱惑试探挣扎； 我们必须分辨的是， 受诱惑试探不是罪， 这是我学到的一个

很好的功课， 受诱惑试探不是罪。 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也曾 受过各种诱惑试探，却没有犯罪， 

要知道，魔鬼把各种意念丶诱惑 像火箭一样射向你， 当他向你射的时候不是罪。 我给你举个例：你早

上刚打开圣经来读， 就开始神游离开了， 也许是一个情欲的念头丶也许是一个生气的念头， 某种不洁

的念头进入你的脑海， 这真的认为那是你的意念吗？ 在你读圣经， 在你正要祷告的时候发生的， 并不

是在你正要生气或正要犯情欲的罪时， 而是在你正要祷告的时候， 魔鬼在攻击你。 所以要抗拒这些，

认清这点，要抗拒他； 要知道受试探诱惑不是罪。 只有当我们开始拥抱它丶享受它的时候 试探诱惑才

变成罪； 要知道，魔鬼把那些念头放进你的脑海， 然后再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否则你不会有

这些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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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魔鬼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 用来攻击基督徒的得救确据， 这些不过是最普遍的例

子。 但总要坚立在神真理的话语上， 你看，所有那些攻击都在于要你 相信魔鬼的谎言而不信神的话。 

所以，基督徒，你务要以真理束腰， 极尽一切相信神。 认清楚你之所以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是单单

靠主耶稣基督。 “两手空空到主前，只有依紧十架边。” 我再说，今天上午我对你们说这些 不是允许

你们去犯罪， 不是让你以这为藉口去犯罪，而是要你们看见， 救恩是因着恩典，完全是恩典。 我希望

这会给你们带来信心， 使你们更加紧紧跟随神，更少犯罪。 这些会让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听见生气， 

但是谦卑的人听见就欢喜快乐。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感谢你， 你的恩典远远超过了我的罪， 我感谢你，因为即便在我

表现 最好的一天，我仍然只配得地狱， 然而基督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 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位信实的

神，在我们里面 开始了这善工，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祈求你让在这事上不断挣扎的人 

得释放丶自由， 帮助他们明白这些真理， 让他们得自由，好事奉你， 可以越来越远离罪，成为圣洁， 

可以向标竿直跑更认识你， 求你在这一切上帮助我们； 我的心啊！我的心啊！ 这样的爱何等奇妙！ 主

啊！你的福音如此荣耀，这些真理 叫人难以相信。 若不是你的话这样说， 我们是无法相信的， 而你的

的确确说了，这就够了。 我们颂赞丶感恩丶高举丶归荣耀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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