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課: 得救的確據

約一4:3-4

凡靈不認耶穌的, 就不是出於神, 這是那
敵基督者的靈.  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  現

在已經在世上了.

小子們哪, 你們是屬神的. 並且勝了他們;

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 比那在世
界上的更大. 



約翰一書 5:10 - 13

10. 信神兒子的, 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裡; 不信神的, 
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 因不信神為祂兒子做的
見證.  

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是在祂
兒子裡面.  (見; 約3:16) (參; .約一2:25) 

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 沒有神的兒子就沒
有生命. (見; 約3:36) (參;約14:23, 約15:5, 約一2:5;  24-25; 4:12 – 16)

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
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信奉, 見屬靈的四個定律.



為甚麼 ”得救的確據” 很重要?

一.   已經得救的人 - 可以忘記背後的, 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所以, 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天父完全一樣.“ (太 5:48)

二.   以為自己已經得救的人 –可以及時悔改向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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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 7:21)

- …毒蛇的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你們要結出
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太 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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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0:27-28)



屬靈的四個定律
一, 相信有神: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 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來 11:6) (參;來11:1) 

二, 承認有罪: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們的心裡了. 我們
若是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約一 1:8-9)

三, 承認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來為我們死, 來為我們復活: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裡相信, 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救可以得救.   
(羅 10:9-10)

四, 接受耶穌到我心裡面來: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1:12;太5-7章 –天國的大憲章) (參;太25:34 - 40) 



信主以後的改變

1. 內心的平安

2. 內心的喜樂

3. 感受到神的愛

4. 對神話語的渴慕

5. 對別人的關心

6. 脾氣變好了

7. 對罪的警覺性

8. 罪被赦免的感覺

9. 勝過罪的能力

我心裡是否有聖靈重生工
作的證據?

1. 有蒙聖靈引導的感覺. 

2. 有聖靈所結的果子.

3. 生命和事奉對別人和教會有
正面的影響.

4. 持續相信並接受教會健全的
教導.

5. 持續的閱讀神的話語, 並以
此為樂.

6. 持續的保持與耶穌基督的關
係.

7. 順服神的誡命.

8. 這些確據會經年累月的增長.

系統神學, 34章: 重生, . P.812-814,  古德恩



信主以後的改變

我們應該(必須要)明白, 約翰強調在重生之人的生命中, 這些
都是必然的果子. 如果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有真實的重生, 那麼
他必定會相信耶穌是基督, 必定會離棄不斷犯罪的生命模式, 
必定會愛弟兄, 必定會勝過世上的試探, 而且也必定會 蒙保
守得平安, 不受那惡者至終的傷害. 這些經文表明, 一個重生

的人不可能不真實地歸正.   
(系統神學, 34章:重生, . P.712,  古德恩)

We should realize that John emphasizes there are necessary result in the lives 
of those who are born again.  If there is genuine regeneration in a person’s 
life, he or she will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and will refrain from a life 
pattern of continual  sin, and will love his brother, and will overcome the 
temptation of the world, and will be kept safe from ultimate harm by the evil 
one.  These passages show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a person to be regenerated 
and not become truly converted. 

(Systematic Theology, Wayne Grudem, p.  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