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 恩 論



救恩論派別

Arminianism 加爾文

一. 不是全然墮落 Total depravity 全然墮落

二. 神沒有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揀選

三. 無限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救贖

四. 人的責任去相信 Irresistible grace 無法抗拒的恩典

五. 基督徒可能失去救恩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聖徒的堅忍

Denominations
4th C 4th C18th C

16th C 16th C



一. 人是否全然墮落
Arminianism 加爾文

一. 不是全然墮落 Total depravity 全然墮落

二. 神沒有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揀選

三. 無限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救贖

四. 人的責任去相信 Irresistible grace 無法抗拒的恩典

五. 基督徒可能失去救恩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聖徒的堅忍



人是否全然墮落

Pelagius 亞當所犯的罪，是他個人而已，他的後裔是沒
有罪性的。亞當所遺留的只是bad 〔例如壞榜
樣〕，人是可以靠行為得救。

Arminianism 亞當所犯的罪的確污染了後裔，所以人是
會犯罪。但只是污染〔pollution〕而已，而不
是罪性〔sin nature〕，所以人是可用他的意
志去接受福音。



人是否全然墮落

Wesley 相信人有罪性，但當主耶穌成就了救恩，世上便有一 prevenient grace
普及世界，人亦可以憑意志〔will〕去接受福音。

Calvinism 1. 相信人有罪性，亞當是人類代表。
詩 51:5「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羅 5:12「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2. 全然墮落 － spiritual death
弗 2:1~3「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spiritual death〕
林後 4:4「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

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 全然墮落的意思不是說凡事都做壞事，而是靈性死亡〔spiritual 
death〕，根本不會有能力和意志去選擇福音。



二.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Arminianism 加爾文

一. 不是全然墮落 Total depravity 全然墮落

二. 神沒有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揀選

三. 無限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救贖

四. 人的責任去相信 Irresistible grace 無法抗拒的恩典

五. 基督徒可能失去救恩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聖徒的堅忍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I. Arminianism － 神沒有揀選

彼後 3:9下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寛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結33:11 「主耶和華說，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

賽 55:1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

太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能力〕去選擇接受福音，如果不是，傳福音去邀請每一個人信
主〔Universal invitation〕就失去意義。如果神已經揀選那些人得救，那麼我們便
不需要去傳福音。而且，如果神甚麼事都預定了，人便失去自由意志
〔predestination vs. free will〕。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II. Calvinism － 無條件揀選

因相信人是全然墮落，靈性已經死亡，是恨惡光和不會去選擇救恩，是神無條件地
揀選，藉著聖靈在人心裡regeneration才會去信主。

在舊約時代，神揀選以色列人時表明不是以色列人有什麼優點，只因神揀選他們。

1. 申7:7~8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
萬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
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

2. 弗 1:4~5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
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定〔predestine〕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份。」

2.    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3.    約 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4. 羅 9:11~16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來，只要顯明神揀選人
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  雅各是我所愛
的，以掃是我所惡的…  神難道不公平麼，斷乎沒有…   我要
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
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A. 難道神不公平麼？斷乎沒有

有人說若公平就沒有人配得救恩，這才是公平。但主的恩典是祂所賜的，乃是在乎
賜人的恩主。所以主不是不公平，一切都是屬於主的，祂愛憐憫誰就憐憫誰。

太 20:13~15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麼，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
麼。」

羅 9:20~21 「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窯匠難道沒有
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B. 人有自由意志嗎？與神的預定

若神揀選人得救，人根本有沒有自由意志去揀選，去選擇？

人是有自由意志，而神亦有預定這回事，怎麼說呢？

我們有時做完一件事會後悔做錯決定，做決定時的確是有自由。但因我們不是全知，
便會後悔。我們在神的預定計劃當中，的確是有我們自由意志在內。我們應該做那
一份工作，去和誰結婚，去那州定居，聖經沒有講。但聖經給我們一些原則，我們
有自由去選擇，只要不違反這些原則就可以，而且神也會帶領我們的道路。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C. 既然神已經預定和揀選，我們便不需要傳福音

這種看法與下面的看法相同：

羅 5:20~6:2

a. 罪在那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b. 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

c. 斷乎不可。

同樣，

a. 神已經預定和揀選，

b. 我們便不需要傳福音。

c. 斷乎不可。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C. 既然神已經預定和揀選，我們便不需要傳福音

因為，

a. 傳福音是主的命令，我們要為祂作見証。

b. 知道神已經預定和揀選，傳福音便更加有信心，因知主是掌管一切。

c. 保羅自己自己說
腓 4:11~13 「乃是竭力追求… 向著標竿直跑」。

羅 11:33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
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
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
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



神是否揀選某些人得救

C. 既然神已經預定和揀選，我們便不需要傳福音

因為，

d. 當時十七世紀的宣教人士都是加爾文派的人為主的，所以知道神預定
而不傳福音是不對的。

e. 保羅說要與主同在是好得無比的事情，然而要留在世上為了得基業，
可在基督臺前審判時交帳，渴望主說一聲「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三. 基督為誰釘十字架
Arminianism 加爾文

一. 不是全然墮落 Total depravity 全然墮落

二. 神沒有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揀選

三. 無限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救贖

四. 人的責任去相信 Irresistible grace 無法抗拒的恩典

五. 基督徒可能失去救恩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聖徒的堅忍



基督為誰釘十字架

I. Arminianism － 為所有人釘十字架 ( Unlimited Atonement  )

A. 基督的救贖計劃是包括所有人，基督為所有人而死

約 1:29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約 3:16 「神愛世人〔the world〕」

林後 5:14~15「他替眾人〔all〕死」

提前 4:10 「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希 2:9 「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約壹 2: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約壹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

提前 2:6 「他捨自己作萬人〔all〕的贖價。」

B. 如果神不是為所有人死，為何要去普天下傳福音？



基督為誰釘十字架

II. Calvinism － 只為揀選的人釘十字架 ( Limited Atonement )

太 1:21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約 10:11 「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 10:26~27 「只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使 20:28 「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所買來的。」

羅 8: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羅 8:28~29 「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
多弟兄中作長子。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
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約 17:9 「我為他們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



基督為誰釘十字架

對兩方面的評價：

以上經文的上下文〔context〕來決定那節經文的意思。〔參考原文〕

1. Unlimited Atonement:

林後 5:14~15 「他替眾人〔all〕死」，但經文上下的眾人是指基督徒，因為
「我們…他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是指我們這些基督徒。

2. Limited Atonement: 「代贖範圍」與「得救範圍」

主是為祂的羊〔教會〕捨命，但就不能說不是為其他人。

主為教會捨命 － 對

主只為教會捨命 － 錯
羊

全人類



基督為誰釘十字架

對兩方面的評價：

以上經文的上下文〔context〕來決定那節經文的意思。〔參考原文〕

3. 神的啟示才是我們的標準

加爾文派相信神的豫定和揀選，便很自然地斷定既然神的計劃已明瞭，所以基
督是為所揀選的人而死。因若沒有揀選，根本不會接受福音。

但我們說應以神的啟示為我們的標準，聖經裡的確說明基督是為所有人的罪而
釘十字架，「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 2:2）



四. 人怎才可以相信
Arminianism 加爾文

一. 不是全然墮落 Total depravity 全然墮落

二. 神沒有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揀選

三. 無限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救贖

四. 人的責任去相信 Irresistible grace 無法抗拒的恩典

五. 基督徒可能失去救恩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聖徒的堅忍



人怎才可以相信

I. Arminianism － 人是憑自由意志去選擇救恩

例子：神的救恩，好像一位醫生替一位病人看病，醫生知道他的病情，知道

他要食什麼藥他的病就可醫治。醫生的工作已做好，但還需要一件事

情，就是那病人要願意開口去食藥，他的病才得痊癒，好比我們要得

救恩也需要我們願意接受這福音。



人怎才可以相信

II. Calvinism － 無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 〕

A. 呼召

1. 普通呼召 General calling

太 11: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

2. 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羅 8:30「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為義，所

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豫定 呼召 稱義 得榮耀

Predestined            Call                 Justified                 Glorified



人怎才可以相信

但聖經的確強調我們的信心才能討神的喜悅，所以有人提出一個較溫和的看法，聖經
的確是呼召被揀選的人相信，但不是加爾文派的：

重生 Regeneration 相信 Conversion (聖靈的呼召重生了我們才相信）

而是：

相信 +重生 Regeneration Conversion 

1.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弗 2:9）

2. 但亦是需要「相信」才得救



五. 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
Arminianism 加爾文

一. 不是全然墮落 Total depravity 全然墮落

二. 神沒有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揀選

三. 無限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救贖

四. 人的責任去相信 Irresistible grace 無法抗拒的恩典

五. 基督徒可能失去救恩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聖徒的堅忍



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

I. Arminianism － 信徒可能失去救恩

太 24: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希 10:26~27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啟 3: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抺他的名。」

約 15:6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裡

燒了。」



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

II. Calvinism － 聖徒的堅忍

羅 8:30 「豫定 呼召 稱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羅 8:38~39 「無論是死是生… 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腓 1:6 「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希 7:25 「主為我們祈求，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羅 14:4 「而且他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約 10:29 「我父把羊賜給我…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 聖靈是永遠與我們同在，有聖靈就有救恩＊＊



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

II. Calvinism － 聖徒的堅忍

我們看那些支持失去救恩的經文：

太 24:13 「是耶穌講及末世大災難的情形，在大災難中信主的人是很慘的，他們
要堅忍到底便能進入千禧年的國度，得救是指走入千禧年國。這裡得
救的是指肉身的得救，舊約的用法。大衛常說的救恩就是拯救脫離危
險的意思。」

希 10:26~27 「這段經文是講離棄真道的人，故意犯罪是他們離開基督，因他們信主
時已經有贖罪祭，所以是不能再重生，沒有這樣的祭就是這意思。」

啟 3:5 「凡得勝的是一個口號，他們要彼此鼓勵，目的是得穿白衣，生命樹」

約 15:6 「扔在火裡燒了」不是指地獄，只是指沒有用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