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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和我一起读约翰福音6章37前半节， “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这是耶稣在说话， 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如果天父没有
把你赐给基督，你不会来， 如果他把你赐给基督，你就会来， 这是真理。 我知道还有下半句， 但是我
现在还不要解释那部分。
我们往下看44节， 这里也有“来”这个字， 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如果
你是父所赐给子的， 凡是真的，都会来， 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
的；” 你必须被吸引，被赐给主，否则你不可能来。 再看下面6章64节，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
人。” 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不愿信， 但是注意了，耶稣将告诉我们真相，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
他， 谁要卖他。“ “不信他”是复数，再加上一个， 不止不信，还要“卖他”。 他说：“所以我对你
们说过，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来”这个字又再次出现，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除非蒙恩，
你不会到基督这里来， 除非被吸引，你不会到基督这里来， 你不会到基督这里来，除非你是父所赐给
子的人。
这些你都清楚看到了，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真相， 他让我们看见神的奥秘， 神隐秘的作法。 我
记得信主之初， 发现这句经文时非常惊讶！ 我爱上这句，因为有一种荣耀， 这里面岂不有一种荣耀
吗？ 荣耀在于， 人是如此的无知丶自大， 论到救恩的事，自以为是神， 而这样的经文，如果你真的明
白， 就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你意识到有一位神， 一位让你在他面前应该恐惧战惊的神丶 掌管一切
的神， 我们终究不是掌控者； 这是耶稣帮助我们看见的。 人的救恩，自始至终 都在乎神。 这样的神
是我要的； 不是一位软弱的神， 而是一位我能信靠的神， 能拯救我到底的。 当我意识到我是在神的手
中， 这整个救恩的事并非我所发明， 而是他，而且是有保障的， 这就让我大得安慰。 我们若蒙救赎，
你我的救恩是神在掌管， 这就是耶稣所发出的荣光。
但今天讲的是“当加尔文主义变质走样”丶 “当加尔文主义变质走样”的第二部分， 你知道，
我所关切的是， 我们绝不要忘记这样的真理。 这是荣耀的真理，我们不能忘记， 也绝不要以它为耻；
然而，我们也不要根据这真理推论出 圣经里没有的结论。 要知道，有人根据这类的经文作结论， 基本
上，用的是这样的逻辑： 既然没有人“能”来， 强调这个“能”字， 既然除非父吸引，没有人“能”
来， 人就推论……不是好的推论， 人就推论说，如果没有人“能”， 那么，要求人去做超过能力范围
的事， 是不合理丶残忍的； 结论就是，未信丶未被重生的男人丶女人，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们“不
能”到神这里来， 因此他们没有义务到基督面前。 那怎么办呢？ 他们应该等候，等到感觉神在更新他
们丶 他们应该等候丶等意识到神在他们里面 更新他们，使他们悔改， 没有任何人应该悔改，没有任何
人应该努力进入， 在他们被重生之前丶被更新之前， 不要要求任何人来到基督这里。
我不打算争论的是， 一个人在有（新）生命之前可能信吗？ 但是，这不是要你弄清楚是否重
生， 而是要你去信！ 这是圣经所说的。 结果是，错误在于人们想要分辨 他们是否重生， 超过他们应
该相信。 这错误所造成的是，除掉了不信的人的责任。 哦！神不要我们告诉未被拣选的人来！ 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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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嗯，因为他们没被拣选， 理所当然，神不打算救他们， 所以我们不需要邀请他们来到基督这里。
陷入这种错误的人认为，我们不该在一群人面前， 像现在丶或在大街上，或在一群人中， 不论是在国
内或在别处， 毫无分别的丶全面的，呼召丶催促丶 吩咐丶恳求人们来到基督这里。
我妻子在过去这几个礼拜不断问我， 她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讲这系列， 我们的教会没
有这个问题啊！” 我说，同意！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就好比在斜坡上走， 还没有滑到底之前， 就像威
廉克理时代丶司布真时代的那些人所在的地步， 根基早已经开始松垮了， 有点儿像火车在轨道上跑，
它并没有打算出轨，但忽然“砰”一声， 就那样往右倒了。 起初的分歧是很慢的， 错误常常是慢慢发
生的。 还有更不明显的现象，同样建立在这种错误想法上， 你看，是这样的， 我们说，嗯，不错，我
们的确要叫人悔改， 悔改归向神，并且相信主耶稣， 是的，我们需要告诉他们， 也要期望他们相信基
督， 但是，接下来就是走下斜坡的开始： 是的，我们同意人有责任， 是的，我们读了使徒行传20章
21节： “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但下面是我们犯的错，这里是我们可能犯错的地方， 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已经犯过了： 未信的人
的确有责任， 只不过，那不是当下要尽的责任。 注意听我说， 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心态，认为罪人
不立即悔改丶 不立即相信，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我们认为他不能， 结果是……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事，
我碰过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给我打电话丶寄电邮， 这个问题是真的，情形是这样的： 你催促一个人
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催促他们悔改，他们怎么回应呢？ “我试了，但是行不通！” 他们回说：“好
难！” 最近才有人告诉我，好难！ 或说这个很难理解， 或说：“我相信，但是神不救我。”
或者你读到伊恰巴德・斯宾赛所写的， 一个年轻人对他说：“我无法悔改，我试了，但是我不
能。” 告诉我一些人们给你的藉口， 就是当你传福音给他们， 而他们不愿意马上相信时所用的藉口，
你们当中有人听过那些吗？ 人们通常会怎么回答？ “我信得不够坚定。” “我还不够忧伤。” “我为
我的罪还不够感到忧伤。” 还有其它呢？ ”还没预备好。“ 这至少比较诚实， ”神不让我。“ 是，
我很想，但问题在于神， “我弄不懂，” “太难了，我不懂！” 什么？ “我还有时间。” 这个很危
险。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如果你把他们的回应拿来， 再加上：‘哦！人不能’， “这个人不能
来！”，他也说了他不能来， 你把这两样放在一起，就让你退缩， 不说：“即便如此，主命令你现
在就悔改！” 你看，我们开始退让， 开始给他们空间， 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吗？ 常见的是，我们不
说：“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到他的怀抱里！” “到他的慈悲里，宣告破产吧！“ “来白白的领这
生命水，就在现在！“ 在这节骨眼上，最常见的是，我们让罪人退后， 根据我们基督徒告诉他的， 他
以为当下悔改不是一件紧急的事， 你知道我们会说什么吗？ 你知道有些人真的说了什么吗？ 而那就是
问题所在。
好吧！祷告，求神使你认罪， 祷告求圣灵， 祷告求悔改， 祷告求神让你悔改， 祷告求神给你
一颗新的心， 去读圣经， 去听保罗华许的讲道， 等候神。 这不是福音， 这不是福音！ 你知道吗？你
对罪人做这样的回应时， 你就在斜坡上，往下滑到极端加尔文主义了。 是这样的， 一个在罪中的罪
人， 你告诉他要悔改，他说“我不能！” 你就把他的话当真， 我们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当罪人说他们
相信， 我们把他们所说的话当真； 或是，他们说正试着悔改，但却不能， 或是，哦，神不让我， 或这
丶或那，或是太难懂， 我不觉得够坚信， 我们把他们的话过度当真， 结果是，就在这节骨眼上， 你把
他们对你所说的加上： “对啊！除非是父所赐的丶 除非是父吸引，他们不能。” 结果，你知道我们怎
么做吗？ 想出一些我们认为他们能做的事， 于是我们告诉他们： 祈祷丶或等候丶或去听好的讲道，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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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去读圣经，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催促人去做我们认为他们能做的事。
让我们仔细想想， 当人们说他们不能悔改， 当人们说他们不能相信， 当我们想「没有能力」
丶 「他们不能」，我们要记得为什么他们不能， 他们的不能，跟这个不一样…… 如果我把杰邓叫过来
说： “杰邓，后面有一个300磅的箱子， 你去把它搬过来好吗？”他去了，然后说他不能， 他说：“
没有一个小孩能搬动，除非神帮我， 除非我长大丶长壮。”等等。 你知道的，等他回来时， 我不会因
为他的不能，就告诉他母亲，要她打他， 他的不能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吗？ 他不会因此被责怪， 他的
不能是无辜的； 但是，人的不能是无辜的吗？ 我们要记得，人的不能是犯罪， 小孩搬不动那个盒子
的不能， 与男人丶女人不到神这里来的不能， 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藉口，就是帮住他们
为邪恶辩解。 圣经的真理正好相反， 罪人要为他们的不能来受谴责的， 彼得前书2:4，“主乃活石，
是被人所弃的。” 你知道为什么人不能来？因为他们弃绝基督， 他们不能来，因为他们的心不向着耶
稣， 他们恨他，轻视他，他们的心厌恶他，所以他们不能来。 “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丶所宝
贵的。” 在神眼中，基督是被拣选的丶宝贵的丶充满荣美的。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人看
了，弃绝他， 说：“我恨他！” 那是罪人！ 那是邪恶的！
想想路加福音14章，你知道那个比喻， “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 他们为什么不
来？ 他们为何说：“请你准我辞了。” 你知道为了什么？ 因为他们有牛丶有妻子丶有田，是他们更想
要的； 听听这比喻的最后一部分这样说：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你看见这些罪
人之所以不能来的原因吗？ 他们不能来，因为他们不想来，因为他们爱其他的东西， 当然，神不会期
望我们去相信 一个他未曾启示给我们的基督， 要人去读圣经不是问题， 如果他们是以一种比哩亚人的
心态去读， 想要在神的话里看见基督，并且立即相信！ 但更常见的是，罪人被踢回去了， 他自以为他
的不信丶不悔改是合理的，为什么？ 因为基督徒告诉他，只需要祷告神使他悔改， 这样一来，他心安
了， 使他心安的正是那些人， 那些人本该告诉他：你若保持原状， 就作了基督的敌人，你的麻烦可大
了！ 相反的，我们所说的使他心安， 我们说为悔改祷告，他现在想…… 他想像自己是真心悔改， 他没
有得救，是神的错， 他正等候神动工， 而这一直都只因为他的悖逆， 真正的症结在于，他不愿来，所
以他不来丶 他拒绝来！ 不要把罪人的话当真， 当他们说他们不来丶不能来丶不能悔改丶或太难， 司布
真说过：“当你想紧握着你的罪， 不想放弃的时候，当然很难弄明白。” 是的，会很难明白的。 人不
会为了本来就做不到的事被责备， 但罪人不同，贪恋罪是一定要被谴责的， 不信丶不到基督这里来，
圣经一再坚称，是愚顽的罪丶骄傲的罪， 轻蔑神的罪丶不忠诚的罪， 那是人之所以不来，背后的真正
原因。
想一下这节经文， 约翰福音5章43节， 耶稣在这里， 大家看这里， 看，你看到 耶稣在约翰福
音5章43节说： “我奉我父的名来，“ 我是弥赛亚，神所差派的， “你们并不接待我，” 你们不接待
我， 可原谅吗？我们继续读，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 换句话说，你知道他所
说为何？ 人啊！你有能力接待， 但你选择接待别人，却不接待我， 你有能力接待！你能接待别人， 却
不接待我。 他说：“你怎能……” 又是那个“能”字，“你怎能……” “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从独
一之神来的荣耀， 怎能信我呢？” 我们说，人做不到 他们邪恶的本性所不让他们做的事； 但那是邪恶
的本性啊！ 不接待基督的意愿是邪恶的， 那是罪，是不能被原谅的； 因为你恨基督，所以不能来到他
那里， 这是可原谅的吗？ 我的意思是，这算什么？ 你不能来！ 为什么？ 因为你轻视他丶轻蔑他， 这
样神会原谅你吗？
听听罗马书10章3节说的， 指的是犹太人， “不服神的义。“ 这是基督耶稣，那顺服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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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他做到了神完美律法所要求的， 而人们不服丶拒绝丶不要，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他们想要立自己
的义， 他们想要活在自己的骄傲和自义中丶 他们想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 所以这经文说什么？他们不
服神的义。 是他们的错。再看这个如何？ 诗篇10章4节， 诗人说：“恶人面带骄傲，一切所想的都以
为没有神。” 当你面对一个罪人， 他们怎么都不愿意到基督这里来蒙救赎， 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丶因为
他们的自大丶因为他们反抗， 是因为他们自己对神的不顺服； 你必须告诉他们，他们的处境危险， 如
果他们留在那里， 就有遭到神咒诅的危险， 这是圣经所说，也是他们所传讲的， 是使徒们所传讲的！
也是基督所传讲的，他们催促那些罪人， 你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 你这方面的决定是当下丶立即的！
教会啊！不要让罪人睡着了！ 不要这样做！ 他们需要被催促， 就在现在！是紧急的！是他们的责任！
人有责任现在就回转！ 带着他们的罪丶他们的抗拒丶他们的悖逆， 只要他们放下这些，投入基督的怀
抱， 他们就会领受到恩慈， 丰丰富富的！ 然而，无论用什么藉口抗拒， 他们就成了神的敌人，处境相
当危险， 不要让罪人睡着了！ 因为那更完全迎合了人的自义， 你来对他说：“你需要为悔改祷告，”
他自以为：我真的想要这救恩，我为悔改祷告， 我正在等，我等神动工， 他想，我做了我所能做的
了， 这正好完完全全地丶迎合了他的自义， 现在他懒散地坐在那儿，他的良心睡着了，自以为真的想
得救， 他当然是自欺，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想想看， 一个正在走向地狱丶悖逆神
的男人或女人， 在当下是不会悔改的， 就算他们为悔改祷告，你认为他们的祈祷是真心的吗？ 他们祈
求的是他们所恨丶所不要的！ 你认为神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吗？ 这简直是开玩笑！ 而你提供给他们作为
根据的理由，是腐烂的，会垮的丶 站不住的！ 让一个罪人真的去为得救祷告， 或求一个新的心，或求
圣灵…… 你是让一个悖逆的男人或女人－ －不愿来到基督这里的那些人－ 你告诉他们去向神求一件他
们所憎恨丶不肯丶 又不愿意去做的事， 他们误以为他们想要救恩， 但是你知道他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吗？ 逃避地狱！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他们被激动，他们害怕地狱， 他们不想下地狱， 却又来说
他们无法悔改， 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想， 是因为他们想逃避地狱，却留在罪中， 你竟敢使他们心安！ 除
非他们全心降服， 放下他们悖逆的武装， 相信基督， 他们的“不能”是罪，绝对是罪。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你看，这就是罪人， 我们和他们谈，他们好像很困惑， “我
不懂，这听起来好难。” 我问你，如果有一个人在海里快淹死了， 有人抛了一个救生圈给他， 难道他
会看着它说：“哦！我不懂！” 不！当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危急时， 要紧紧抓住生命，知道他们正往下
沈， 知道他们在神的愤怒之下， 知道他们就要被毁灭， “我务要逃避神的愤怒” 当救生圈被丢下来，
他们会抓住的， 他们会紧紧抓住的， 但这里呢？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你看，不只是我们，耶稣也碰见同样的事， 但是他没有降低标准说：好吧，祈求神使你明白，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记得吗？“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没有人能明白，除非父吸
引，” 他说什么？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注意这里，能！ 这能被原谅吗？ 你们不能……
不能听的原因是因为不听我说的丶 不能忍受我所说的， 耶稣原谅他们吗？ 不，你知道他做什么吗？ 他
接下去说什么呢？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哇！ 耶稣没有放过他们， 他没有叫他们回家读圣经丶
上教会丶去听保罗华许讲道， 他在当下就责备他们， 你们听不进去我所说的。哇！ 耶稣认为如果这些
犹太人愿意， 是可以听进基督的教导， 如果他们接受丶同意。 而他们之所以不同意丶 不明白丶不信的
唯一原因， 是人对神的敌意，是这个原因使他不领受福音。
我还要告诉你， 你可以看出神的确认为这是罪人的责任，因为那些威吓， 那些对拒绝相信的，
会受到惩罚的可怕威吓， 我指的是两处着名的经文： 马可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不
信的，必被定罪。” “定罪”的翻译，有些是： “如果你不信，你必被定罪！” 神把立即相信当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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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责任， 要记住，今天就是蒙救赎的日子， 你不知道是否还有明天， 你不知道。
约翰福音3章18又怎么说呢？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并且他被定
罪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有个“因为”，被定罪是有原因的， 看，在所有的过犯上，你都有罪， 绝对
如此！ 然而我告诉你，如果你信， 它们就被除去丶被洗掉！ 而现在，有一位救世主向全人类…… 听他
所说的：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 神独生子的名。” 这可怕的最后通牒来自我们的主，
我说的是，你要告诉人们， 无论他们用的是什么藉口， 除了耶稣，你不该给他们任何躲藏的地方！ 没
有躲藏的地方！ 回家读圣经不是可以躲藏的地方！ 祷告不是可以躲藏的地方，等候不是可以躲藏的地
方 除了耶稣，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 那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吗？ 唯有耶稣是我藏身之所， 你要告诉他
们，若不在那里面， 你就是在避难所的外面，杀人的正紧跟着你！ 你的麻烦大了，快逃啊！ 现在！ 可
怕的最后通牒。 这是我们要对世界传讲的信息， 是我们被吩咐，去对所有被造的传讲的信息， 凡是接
受又顺服基督权柄的，就有永恒救赎的确据， 绝对的！ 然而拒绝耶稣就是拒绝福音， 他就只有被咒诅
的份了。
听听帖撒罗尼加后书2章10节， 这里对灭亡的人的形容： 为什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
心，使他们得救。” 他们拒绝！ 经文没有说神拒绝。 我们会在讲另一篇信息时，更深入探讨这点， 神
伸手，他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是因为他们拒绝！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
他们信从虚谎，”（帖后2:11） 听这节： “使一切不信真理丶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后2:12
) 听听这在说什么， 你之所以不信真理，是因为你喜爱不义。 另外一处经文说， 你们互相受荣耀，怎
能信我呢？ 这是同样的事，这是不义， 是许多种不义之一， 人喜爱不义， 你知道为什么人推拖？他们
为什么支吾？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等？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别的事做？ 因为他们怕地狱的程度，跟
喜爱罪的程度相当， 并且不愿意放下悖逆的武装， 不要再给他们基督以外的藏身处了， 不要！
现在，还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清楚， 你需要清楚，因为这个也已经进到教会里了， 是极端加尔文
主义的另一种结果， 我们需要思考。 经文说：“使一切不信真理丶 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我们
所该相信的真理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你对罪人说， 无论他们说什么来支吾，你说：“去祈求一颗新
心。” “你去为悔改祷告。” 这是他们的反应， 他们真自以为是真诚的， 其实不是的， 他们祈祷，
为了不要下地狱， 他们自义的认为，他们做了该做的事， 现在是神的问题了， 他们等什么呢？ 他们等
神做一点什么， 所以，你知道他们心中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知道在极端加尔文主义里，什么情况很普
遍吗？ “信心”不再是相信基督和他所作的， “信心”在于你是否相信看见了神重生你的迹象， 我在
这个教会里看到这种现象！ 我看见有人不断专注在 分辨他们身上是否有真基督徒的标志， 而不是逃到
基督里，仰望他的价值丶他的完美丶 和他一切的充足来拯救他们， 他们反而向内看，想要找出神使他
们悔改的迹象， 或使他们相信丶使他们有信心丶或重生， 我在这里见到过！ 我在这里见到过！ 那是
危险的丶致命的，我们需要弄清楚这点， 因为那样的结果是让人的眼目定在自己身上， 而不在基督身
上。
哦！我近来看见太多这样的事了。 这是已经在暗中渗入的， 极端加尔文主义的一种现象。 信心
被重新定义为：相信我是重生的， 而不是相信基督的丰盛和他的救赎大功； 得救的信心不是「相信我
是得救的」！ 得救的信心是相信： 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相信这个，不
看自己， 信心不是专注在我是否对福音有兴趣丶 或没兴趣，那不是焦点， 信心是相信基督的救赎工作
是我的唯一盼望！ 我希望你能看出并且察觉这当中的差别， 差别很大， 差别在于：试着去分辨我是否
得救， 或是将眼目离开我自己，仰望耶稣的丰盛。 是的，弟兄姐妹，是的！ 得救的信心在于一个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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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接受主基督。 是的， 完全在于信靠他赦免我的罪。 然而，相信基督是至宝， 甚至愿意变卖一切来跟
随， 和试图分辨重生的记号，以致相信自己是真得救， 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要知道，神所招呼人类来
相信的， 一定建立在不变的真理上， 一定建立在圣经的应许上， 而你知道那个真理是什么吗？ 你有
可能自以为得救了，却没有， 或者，你也有可能自以为没有得救，却已经得救， 神不会要你把信心建
立在有可能不真实的事上！ 但是，这个是真实的： 如果我紧抓住耶稣，如果我投靠耶稣，不讨价还价
的， 到他这里来，完全降服，因为自己的罪，到他这里来， 如果我看他就如圣经看他…… 你认为希伯
来书第一章所讲的是什么呢？ 不是在分辨你是否得救， 而是指向基督，基督乃是神藉以晓谕我们丶 藉
着创造诸世界丶 使他有权柄丶能力，在凡事上居首位；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洗
净了人的罪， 却又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他要我们的眼目向外看，正是
要看这个！ 当然，如果我们紧抓住耶稣，就会对得救有信心， 但那却不是信心的焦点。 我们的信心是
在他里面，他是信心的对象； 在这点上混淆的结果是， 到处是充满疑虑的人， 而我告诉你，这足以扼
杀一个教会，毁掉一个教会！
司布真说过， 司布真在曾经是约翰鸠尔所服事的教会， 他说，在鸠尔年间教会急速下滑， 他
说到了威廉克理时代，40年之间， 特别浸礼派完全相信极端加尔文主义，他们人数骤减， 我相信在四
年之间从250人降到180人， 那是死路！是死路！ 如果我们不把基督当作信心的对象，要人马上相信，
就是死路！ 现在！人们有责任立即相信，相信基督！ 而不是专注在是否被救的事上， 专注在基督上，
信心自然会随之而来， 我曾听约翰派博说过， 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自己身上并不是好事， 嘿！ 看见我们
身上有得救迹象，它们的确很重要， 但那些都不是信心的目标！ 那些不能救你！ 紧紧抓住那位有一切
功劳的， 才是唯一的拯救，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成为信心的目标， 只有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不能
把标准降低， 我们需要使人们从他们的邪恶与罪中回转。 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罪， 而他们只有一个希
望； 当他们推说不能悔改丶不能信的时候， 你不要杀了他们的灵魂， 那些人，不愿意放弃他们所喜爱
的罪， 永远会觉得福音难懂， 只因为他们对这样的救赎没有意愿， 除了基督之外，不要让他们有藏身
之处。 最后还有一点是我想谈的， 因为我现在也看见这点了， 错在于，这也是当加尔文主义变质时，
不明显的一点。 那就是不愿意与圣经一样，去催促罪人。 任何听起来像是「行为」的， 我们对罪人避
而不谈， 这是一个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倾向： 我们为了护卫「恩典」， 在传福音时，很怕提到那些罪人
该做的部分， 然而这不是基督或他的门徒的教法， 看！ 依靠律法，与告诉罪人要做到圣经所要求的事
才能得救， 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 靠守律法得救，是想凭着自己的功劳，让神接受你； 罪人因为邪恶
本性，无疑的会将 神所说丶我们本该做的事， 一转而成为自己的功劳，夺取十字架的荣耀， 但是我最
后要在这里提醒你一些圣经里说的事， 因为我怀疑你们当中有人， 受到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不自
知， 以至于不讲下面这些圣经里说的。 你对罪人说过这个吗？“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
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向任何人说过这个吗？ 从死里复活！ 你说：“他们做不到！” 要知道，
这经文出自圣经，保罗说过： 你是世界的光，是光明之子， 你要责备邪恶的行为！ 根据以弗所书5章
14节，你应该说的似乎是： 从死里复活吧！ 那正是耶稣所做的， “出来，拉撒路！” 保罗岂不也行
过。
哥林多后书5章20节：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那是一个命令句！ 我们去对罪人
说“与神和好！”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基督说：“与神和好！” 问题不在于你能
不能来， 你被命令丶要来！ 以赛亚书42章18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 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
你们能看见。“ 你曾这样对人说过吗？ 这里有一个人，你知道他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他是眼瞎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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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要说： “听吧，你这耳聋的！“ 我指的是，对那刚听完你解释福音，却迟疑不信的人， 你说这个，
要比叫他去为救恩祷告好， 也许你该这样像他挑战。 “听吧，你这耳聋的！” 这是圣经说的， 马太
福音22章4节， “来赴席！” 吩咐你来， 再看雅各书4章8节， “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
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心！” 路加福音13:24“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
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还有启示录3:17， 你是那困苦丶可怜丶贫穷丶瞎眼丶赤身
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
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申命记10章16节：“所以你们要将 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着颈项。”
当罪人说福音太难懂时，你对他说这个最好， 告诉他们“不可再硬着颈项。” 指给他们看！是因为他
们贪恋自己的罪， 喜爱不义，所以不能接受真理，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使徒行传2章40节： “你
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约翰12章35节：“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
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你们大概都熟悉约翰福音6章27节，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
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
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 不是神所要做的那
部分，而是他要求你做的那部分！ 就好比神的义， 在福音里启示的义，不是神的义， 是神所求于你的
义， 这全都在说明神对你的要求！ 你该做的部分， 你或许会说“听起来太律法主义了。” “信神所差
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 我的意思是，我们该不该努力？该不该从死里复活？ 要不要除去污秽？要
不要听？要不要看？ 这都是圣经要你去做的！ 你若不做就会死在罪中！ 耶稣基督已付上赎价！ 耶稣基
督已经完完全全满足了神拯救的条件， 他生在律法之下，没有丝毫过犯， 却成为咒诅，不像我们， 因
为我们没有遵守全部的律法， 基督全都做到了， 他成为咒诅，因为他甘愿代替罪人， 并且他要我们“
与神和好！” 我们竟然能与神和好，这是多么荣耀的事！ 神没有让我们留在罪中，他要我们与他和
好！ 在这三点上，弟兄姐妹，在这三点上， 我们不要落入那不容易察觉的错误－ 不要求人立即相信丶
立即悔改； 我们不要落入那不容易察觉的错误－ 认为信心是相信我信了，而不是相信基督！ 或是我们
刚看到的，另一个不容易察觉的错误……
我谈了我认为现在应该谈的， 我还看见其他的错误渗入教会， 你知道艾因·摩睿写了一本书，
“司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 他在书中说，在十九世纪时， 司布真所争战的事不止一件， 也就是我
们熟悉的「贬低之争」， 在艾因·摩睿1960年代所写 “被遗忘的司布真”这本书里提到的， 那时因为
教会和传道人几乎忘记了神的绝对主权， 和司布真当年所争战的事； 四十年之后，摩睿着“司布真与
极端加尔文主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看出在没有加尔文主义的地方， 极端加尔文主义，也就是扭
曲的加尔文主义，并不构成问题， 然而在加尔文主义重新抬头的地方，就成了问题， 所以他写了这本
书， 虽然问题还不明显， 但是他看见问题已经悄悄渗入了教会， 我也看见了， 我不愿见教会走上那条
路。 也许这里还没有明显的极端加尔文主义， 但是这些不易察觉的错误， 我们需要小心丶我们需要警
觉， 要警觉，不要让罪人认为他们不愿相信主耶稣基督 是不要紧的！ 我们需要十分小心， 不要把信心
变成找出自己得救的证据丶 相信自己是得救的那种信心， 得救的信心是仰望主基督！ 我们不要弄错这
点！ 我们不要给罪人任何在基督以外的藏身处， 我们不要让他们睡着了！ 我们需要在这些事上催促他
们。
哦，第三点是， 再一次，我们需要说出圣经所说的， 不要再护卫「恩典」， 耶稣和他的门徒从
来不认为有需要护卫， 你告诉他们：“从死里复活！” 这是我在圣经里读到让我最惊讶的一句！ “从
死里复活！” 我爱这个！ “听！除去你心中的污秽” “救你自己脱离弯曲悖逆的世代！” 救你自己？
7

没错！ “努力进去！” 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 耶稣说你无法和他交易，你只能白白得到， 所以你所要
认清的一件事是， 那些事本身不值一文，没有功劳可言， 它们也许很好， 它们都是好事， 这些事和靠
律法得救的差别在于， 这些事没有功劳可言， 如果你以此为功劳，你就没有得到基督。
然而，如果这些事 让你因而信靠耶稣丶更视他为至宝， 我需要他，知道自己将在罪中灭亡，没
有别的道路！ 我就像那谋害人的丶杀人的， 我不在避难所里， 我感觉到报仇的血缓缓流下，我却无处
可躲， 你就快跑！马上跑！你去！ 你却说“我感觉不到，我不觉得我够坚信，“ 圣经没有说你必须感
觉到你的信念， 你说：“对，但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 没错，但那是对那样的人说的， 而在
其他地方只说：努力！进去！ 你不用钱买，现在就买！ 你不需要感觉到任何特定的东西，不要信靠那
些！ 信靠应许，圣经应许信靠耶稣的必不至羞愧， 你现在就信靠！ 不要等感觉！ 定睛在基督！ 马上
去，如果因为， 如果曾经有人告诉你还有其他藏身处或理由， 就算是我们说过，甚至是我说过，现在
就逃向基督！ 愿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知道这里有许多人是得救的， 但是求主保守我们不犯这
类的错，我已经见过， 你知道这些在我们中间很常见。
司布真所见到的是，在被这些渗入的地方，神就停止了拯救， 菲尔强森写了不少有关 极端加尔
文主义的东西，放在网络上， 他说这些一开始渗入教会， 就把教会杀了，教会变得没有生命丶死亡，
发生过的事有历史证明， 神必定祝福我们的信息， 当我们的信息是根据圣经的， 而且是以圣经里他们
一样的心来传讲。 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倾向就是把生命和心拿掉， 我们会另外找时间，谈极端加尔文主
义不信 神仍爱这个世界， 它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爱丶死的正统所编出来的教义， 拿掉爱丶心，剩下的只
是死的宗教。 求神不要让我们这样！
天父，我们祈求，帮助我们！ 哦！让我们在此地持守福音真理， 清楚传讲。 求主让我们认清福
音， 并且在宣告丶传讲耶稣的卓越时， 讲得和圣经一样纯正丶清晰； 催促人们相信圣经的应许丶圣经
所启示的基督， 催促他们现在就这样作丶 就在今天，在这蒙救赎的日子！ 不要再轻看这伟大的救恩，
只要接受，现在就接受！ 放下悖逆的武装，把所有的罪都带到基督面前， 被洗清丶蒙赦免，在今生就
被炼净，并直到永远， 完全是基督的大功，信靠他，哦！伟大的救主！ 谢谢你，天父！ 奉主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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