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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的次序
•  拣选 (Election): 神拣选得救得⼈人.
•  福音的呼召 (The gospel call): ⼈人传讲福音的信息.
•  重⽣生 (Regeneration/Being born again): 得到新的属灵⽣生命. 
•  归正 (Conversion): 信⼼心与悔改.
•  称义 (Justification): 在神面前的合法地位.
•  得⼉儿⼦子的名分 (Adoption): 成为神家中的⼀一员. 

•  成圣: 成长更像基督. 
 (Sanctification: Growth in likeness to Christ)

•  恒忍 (Perseverance): 持续为基督徒.
•  死亡 (Death): 与主同在.
•  得荣 (Glorification): 得著復活的身体.



成圣 - 前⾔言  (1)

•  Wayne Grudem: “成圣是⼀一項神與⼈人合作
的⼯工作, 使我们在⽣生活中, 能更脫离罪, 漸漸
 成長更像基督  (growth in likeness to Christ)”. 

•  信徒经过福音的呼召, 重⽣生, 归正, 称义, 得
兒⼦子的名分. 

•  之後, 神神救赎的計划继续在我们身㆖㊤上施工,
使我们 成長更像基督. 



成圣 - 前⾔言  (2)
•  在这个 成長更像基督  的定义下, “成圣” 是

 “灵命成長”; 是个过程. 
•  成圣 (灵命成長) 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  成圣 (灵命成長) 的开始.
2.  成圣 (灵命成長) 的增長.
3.  成圣 (灵命成長) 的完成. 

•  在进⼊入 “成圣三阶段” 的讨论前, 我们先将
 “成圣” 與 “称义” 作⼀一个对比. 



成圣與称义的对比
称义	  

•  法律上的地位. 	   	  	  
•  ⼀一舉完成的.
•  是神的宣告.
•  今⽣生已经成就.
•  对所有信徒都是⼀一

样的.

成圣 (灵命成長)	  

•  內在的光景.
•  ⼀一⽣生中持續不断的.
•  我們有所參与.
•  今⽣生無法得著完全.
•  有些⼈人的灵命更加

進深.



成圣的第⼀一阶段: 开始
•  灵命成长的起点, 是⽣生命的改变: “--- 重⽣生

的洗和聖灵的更新”. (提多书3:5b). 
•  ⽣生命的改变是成圣的第⼀一个阶段. 
•  每⼀一個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都已經厉过成圣: 

1.  林前6:11: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苏基督的名, 並
藉著我们神的灵, 已經洗淨, 成圣, 称义了”. 

2.  保羅在 徒20:32 称所有的信徒 “成圣的⼈人”;     
 在 弗1:1 称所有的信徒 “圣徒”. 



成圣的第⼆二阶段: 增长  (1)
•  信徒经厉过成圣後, 随时随地会经历罪的

试探, 也不时会跌倒. 与罪的掙扎是信徒⼀一
⽣生要面对的挑战. 

•  罗6:17-18: “你們從前雖然作 罪的奴仆, 現
今卻從⼼心裡順服了所传給你們道理的模範.
 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释放, 就作了 义的奴仆”.
1.  ⼆二分法: 你不是 “义的奴仆”, 就是 “罪的奴仆”. 
2.  當我们⼀一次⼀一次选择作 “义的奴仆”, 我们就⼀一

次⼀一次經厉 “成圣”, 灵命跟着⼀一天⼀一天的长进. 



成圣的第⼆二阶段: 增长  (2)
•  罗6:19b: “--- 你們從前怎樣將肢体献給

不潔不法作奴仆, 以⾄至於不法; 現今也要
照樣將肢体献給义作奴仆, 以⾄至於成圣”. 

•  林後3:18b: “--- 变成主的形狀, 荣上加荣,
 如同從主的灵变成的”. 

•  西3:10: “--- 這新⼈人在知识上漸漸更新, 正
如造他主的形像”. 

•  雅1:22: “只是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成圣的第⼆二阶段: 增长  (3)
•  腓3:12-14: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经

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著
基督耶苏所要我得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
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
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
神在基督耶苏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奖赏”. 

•  因此, 信徒的责任就是要在成圣 (灵命) 上
越發增長. 我们在世的每⼀一天, 都要向著標
竿直跑.



成圣的第三阶段: 完成  (1)
•  對我们的灵魂⽽而⾔言, 成圣的完成是在我们

死亡之时. 
•  对我们的身体⽽而⾔言, 成圣的完成是在主再

來之時: 
1.  腓3:21: “他要按著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將我们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狀, 和他自⼰己荣
耀的身体相似”. 

2.  林前15: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後, 在他來的時候, 是
那些属基督的”. 



成圣的第三阶段: 完成  (2)	  



成圣的第三阶段: 完成  (3)	  
•  “罪的奴仆”: 

1.  我们在归正 (得救) 以前, 是作罪的奴仆. 
2.  我们在重⽣生得救的那⼀一刻, 被神分别为圣, 成

圣的过程 (灵命的成长) 从此刻开始. 
•  “在圣洁中成长”: 我们⼀一次⼀一次选择作   

 “义的奴仆”, 被分别为圣, 就⼀一次⼀一次經厉
 “成圣”, 我们的灵命就跟着⼀一天⼀一天的长进. 

•  “完全圣洁”: 在我们死亡之时, 灵魂的成圣
达到完全, 成圣的过程完成.



成圣在今⽣生不会完成  (1)
•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我们今⽣生能达到⽆无罪

的完全境地: 
1.  马太5:48: “所以,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2.  帖前5:23a: “愿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们全然

成圣 ---”. 
3.  约⼀一3:6: “凡住在他裡面的, 就不犯罪 ---”. 

•  Grudem 用 “perfectionism”  (“完全主义”)
 来形容 “今⽣生能达到⽆无罪的完全境地”. 



成圣在今⽣生不会完成  (2)
•  Grudem 认为, 上页经⽂文并不支持 “完全

主义” 的立场: 
1.  圣经并没有教导说, 每⼀一次神赐下⼀一个命令时,

 他也会赐下遵守它的能⼒力. 
2.  神的标準是绝对的. 我们不能达到这个标準, 

并不表示这个标準就要降低; 反⽽而显明我们
需要神的恩典和赦免.



成圣在今⽣生不会完成  (3)
•  当我们说: “成圣在今⽣生不会完成”, 我们

必须用智慧和警觉, 来面对负面的后果: 
1.  不可以此当作为藉⼝口, 以致於不竭⼒力追求

圣洁, 或是在圣洁上不追求长进. 
2.  尤其不可更进⼀一步, 对⽣生命的长进失去盼望.

•  John Murray: ⼈人在成圣上越进深, 对罪
的敏感度越⾼高. “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在
親眼看見你. 因此我厭惡自⼰己, 在塵⼟土和
爐灰中懊悔”. (伯42:5-6)



•  “神与⼈人在成圣中合作” 的看法, 受到⼴广泛
的接纳, 但是圣经学者并没有⼀一致的立场.

•  有些圣经学者对这个看法, 并不赞同: 
1.  他们认为, 神的⼯工作在成圣中是主要的, ⽽而⼈人

的⼯工作在成圣中是相当次要的. 
2.  腓2:13: “因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

裡運⾏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  强调⼈人的参予, 是要鼓历⼈人对圣灵的意愿

和感动有正面的回应. 因此, 这个的看法
有它正面的价值.

神与⼈人在成圣中合作  (1)	  



•  三位⼀一体的神在成圣中的角⾊色: 
1.  帖前5:23a: “愿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们全然

成圣!	  ---” 
2.  林前1:30b: “--- 神又使他成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 救贖”. 
3.  来12:2a: “仰望为我们信⼼心創始成終的耶苏”. 
4.  彼前1:2: “--- 藉著聖灵得成圣洁 ---”. 
5.  帖後2:13b: “--- 又被圣灵感動, 成為圣洁, 能

以得救”.

神与⼈人在成圣中合作  (2)	  



•  ⼈人在成圣中的被动角⾊色: 
1.  罗12:1: “--- 將身体体上, 當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悅的 ---”. “將身体献上” 是将身体
的主权交出去, 将自⼰己放在被动的地位. 

2.  罗8:13: “--- 你們 --- 若靠著圣灵治死身体的
惡⾏行, 必要活著”. “靠著” 是不再靠自⼰己, 是
将自⼰己放在被动的地位.

•  只教导⼈人在成圣中的被动角⾊色, 可能的後
果是帮助推展 “Let go and let God” 之类
的⼝口号, 以致信徒不再为自⼰己负责任.

神与⼈人在成圣中合作  (3)	  



•  ⼈人在成圣中的主动角⾊色: 
1.  来12:14b: “--- 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沒有⼈人能

見主”. “追求” 是个主动的努⼒力. 
2.  帖前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圣洁, 遠

避淫⾏行”.  “遠避” 是个主动的努⼒力. 
3.  林後6:14a: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

負⼀一軛”.  “不要同負⼀一軛” 是个主动的努⼒力. 

神与⼈人在成圣中合作  (4)	  



•  成圣是众⼈人共同经历的过程: 
1.  彼前2:5a: “你们來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

建造成為灵宮, 作圣洁的祭司 ---”. 
2.  彼前2:9a: “惟有你们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

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 
3.  帖前5:11: “--- 你们該彼此勸慰, 互相建立 ---”. 
4.  弗4:1-3: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们: 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联絡,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為⼀一的⼼心”. 

神与⼈人在成圣中合作  (5)	  



•  成圣影响我们的智性 (Intellect): 
1.  西3:10b: “---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

如造他主的形像”. 
2.  腓1:9: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

识和各樣見识上多⽽而又多”. 
•  成圣影响我们的情感 (Emotions): 

1.  加5:22-23a: “聖灵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溫柔, 節制 ---”. 

2.  弗4:31: “⼀一切苦毒, 惱恨, 忿怒, 嚷鬧, 毀謗, 
並⼀一切的惡毒, 都当從你们中間除掉”. 

成圣影响着全⼈人  (1)	  



•  成圣影响我们的意志 (Will): 
1.  腓2:13: “因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

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  成圣影响我们的灵魂 (Spirit) 和身体

 (Physical bodies): 
1.  林後7:1: “親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這等应許,

 就當洁淨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穢, 
敬畏神, 得以成圣”. 

2.  林前7:34: “---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 ---”. 

成圣影响着全⼈人  (2)	  



•  加5:22-23a: “聖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 --- 喜乐, 和平,
 ---”. 当我们更多成长像基督, 我们就更多经历
聖灵的果⼦子 “喜乐” 与 “和平”; 我们也就更加接
近将来在天上会有的⽣生活⽅方式. 

•  罗14:17: “因為神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並聖灵中的喜乐”. 当我们在圣洁中成长时,
 我们就越被磨成基督的形像, 他性格中的容美
也就越多的彰显在我们⽣生命中. 

成圣的荣美与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