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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市基督教會國語主日學
系統神學202-C.5

聖聖聖聖徒的恆忍徒的恆忍徒的恆忍徒的恆忍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of The Saintsof The Saintsof The Saints詩歌：有福的確據2015年3月22日
Blessed assurance 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我今得先嚐主榮耀喜樂！為神的後嗣，救贖功成，由聖靈重生，寶血洗淨。完全的順服，快樂無比，天堂的榮耀顯在我心裡；天使帶信息，由天而來，報明主憐憫，述說主愛。完全的順服，完全安息，何等的歡欣我在基督裡；儆醒而禱告，等主回來，滿有主恩賜，暢我心懷。這是我信息這是我信息這是我信息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我的詩歌我的詩歌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讚美我救主讚美我救主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晝夜唱和晝夜唱和晝夜唱和；；；；這是我信息這是我信息這是我信息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我的詩歌我的詩歌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讚美我救主讚美我救主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晝夜唱和晝夜唱和晝夜唱和。。。。

Blessed assurance 

1.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Oh, what a 
foretaste of glory divine!  Heir of salvation, purchase 
of God, Born of His Spirit, washed in His blood.

2. Perfect submission, perfect delight, Visions of 
rapture now burst on my sight;  Angels descending, 
bring from above Echoes of mercy, whispers of love.

3. Perfect submission, all is at rest, I in my Savior am 
happy and blest;  Watching and waiting, looking 
above, Filled with His goodness, lost in His love.

Refrain: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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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論救恩論救恩論救恩論 –––– 從蒙神揀選到從蒙神揀選到從蒙神揀選到從蒙神揀選到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揀選福音的呼召重生歸正稱義得著兒子的名分成聖聖徒的恆久忍耐聖徒的恆久忍耐聖徒的恆久忍耐聖徒的恆久忍耐得榮耀與基督聯合
創世以前，救恩的開始成為基督徒基督徒生命的成長基督再來，基督徒得著復活的身體進入永世3333/22/2015/22/2015/22/2015/22/20153/29/2015

聖徒的恆聖徒的恆聖徒的恆聖徒的恆忍忍忍忍 ---- Perseverance of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SaintsSaintsSaints~真正的基督徒是否可能失去救恩?~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真的重生了?聖徒的恆忍的意思乃是: 「所有真正重生的人將蒙神的能力保守, 並將以基督徒的身份恒忍直到一生的末了; 而且只有那些恆忍到底的人, 才是真正重生的人。 」I.真正重生的人必會恆忍到底 - 蒙神的大能保守II.惟恆忍到底的人乃真正重生的人– 因著信心III.重生基督徒應結出生命的果子
I.真正重生的人必會恆忍到底 - 蒙神的大能保守A. 主耶穌必完成天父旨意叫信的人復活復活復活復活得得得得永永永永生生生生,並並並並且且且且一一一一個也不失個也不失個也不失個也不失落落落落。。。。

1)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也不失落也不失落也不失落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信的人信的人信的人得永生得永生得永生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復活復活復活。” (約6: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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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永生” (Gk.aionios) – 指 ‘永遠的, 沒有終止的’生命;-它來自於神的救恩
“信子的人有永生”(約3:36)-與永死、滅亡、與神隔絕相對“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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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28)-永生乃永遠活在神的同在中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約14:16);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約14:3)-“永生”不是忽得忽失的生命。

I.真正重生的人必會恆忍到底 - 蒙神的大能保守
B. 神賜聖靈的「印記」-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印印印記記記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憑憑憑據據據據. ” 
(弗1:13-14)1) “憑據憑據憑據憑據” (Gk.arrabon) – 一個商業法律專用詞,指 ‘頭期款, 定金、保證金’;它代表神永不改變的應許, 藉所賜聖靈作為保證的藉所賜聖靈作為保證的藉所賜聖靈作為保證的藉所賜聖靈作為保證的「印記「印記「印記「印記」為」為」為」為憑據憑據憑據憑據, 叫一切有聖靈內住的 –真正重生的人,必能得著所應許永生的基業, 在天上永遠與祂同在。

I.真正重生的人必會恆忍到底– 蒙神的大能保守
C. 神能力的保守-
1)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腓1:6)

- 神所開始的善工必將繼續下去, 直到耶穌基督再臨時完全成就在信徒身上.

2)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彼前1:5)

- “保守保守保守保守”(Gk. Phroureo) 意思是「保護不受攻擊」
- “保守保守保守保守”(Gk. Phroureo) 是現在分詞, 表達出「不斷地受到保守」,

- “末世要顯現的救恩末世要顯現的救恩末世要顯現的救恩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指將來完整地得著救恩所有的福氣 -「預備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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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惟恆忍到底的人乃真正重生的人– 因著信心
A. 恆忍到底的人 - 因著信心
1) “你們這因信因信因信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彼前1:5)

- 神的“保守” 不是脫離我們的信心單獨工作,乃是藉著信心,使我們經歷祂保守的能力。信徒持續信靠基督,就得著了神在生命中不斷工作的確據。
B. 恆忍到底的人 -常常遵守祂的道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約8:31)

- “常常”指持續的; 真實的信心必持續的遵守主道, 並活出順服祂命令的生活。
II. 惟恆忍到底的人乃真正重生的人 – 因著信心

C.  恆忍到底的人 –在所信的道上恆心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來3:14)

- 「就在基督裡有分了」或譯為「就成為有分於基督的人了」We have come to share in Christ -完成式時態動詞乃表達我們從過去的某個時間起已聯於基督, 且彰顯於一生持續地相信的真實信心中。
II. 惟恆忍到底的人乃真正重生的人 – 因著信心

D. 離主背道之人顯明沒有真實得救的信心
1).不屬基督的身體 –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約壹2:19)

2). 不遵行神旨意的 –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太7:21-23)

3). 心裏沒有根的 –沒有真實生命
“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領受，但他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可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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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重生基督徒應結出生命的果子
A. 我是否一直繼續信靠基督為得救之道? -我心中是否有把握神已拯救了我?-我今日是否信靠基督赦免我的罪, 並且信靠祂帶領我毫無罪瑕地永遠進入天堂?

III.重生基督徒應結出生命的果子
B. 我是否有聖靈重生工作的證據?

1. 主觀的見證 –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聖靈聖靈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女女女。” (羅8:15-16)

2. 品格的特徵 –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5:22-23)

-這些品格的特徵是否多少彰顯於我生命中?

-這些品格的特徵是否年年有所成長?

III.重生基督徒應結出生命的果子
3. 生命和事奉對別人的影響
“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太7:16-20)

-生命和事奉是否造就別人, 建立信心、帶進合一、勉勵等等?

4. 接受聖經的教導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 (約壹4:6)

-神藉使徒所傳聖經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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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重生基督徒應結出生命的果子
5. 保持與耶穌基督交通的關係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15:4, 7,8)

-住在基督裡, 在禱告敬拜中與祂有穩定的交通。
6. 順服神的誡命 –愛神愛人
“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約壹2:5-6)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約壹3:14)

III.重生基督徒應結出生命的果子
C. 在我的基督徒生命中, 是否看出長期成長的模式?

1. 持續增長的屬靈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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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彼後1:5-7,10)

聖徒的恆忍 –有福的確據與盼望聖徒的恆忍的教義令人無比地欣慰 –禱告:因著重生了, 我們能夠恆忍到底, 蒙神能力藉著信心工作被保守, 所以永不失腳, 並且結出新生命的果子, 榮神益人。主耶穌在末日將使我復活,得著神所應許的產業, 我且要進入衪的國度與主同在, 直到永遠。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