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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信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现在要读问题27，然后

让我们一起读答案。

問27：是不是所有⼈都因亞當⽽失丧，⼜都藉著耶穌得
救？

不是，只有那些被神拣选并因信与基督联合的⼈才是这样。

然⽽，上帝因着他的怜悯，甚⾄通过限制罪的影响并使⽂化⼯作有益于⼈类的福祉，⽽
向那些没有被拣选的⼈彰显普遍恩典。

介绍 

问题27讲的是一个让我们不舒服的真理。 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 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天堂。 地狱是真实的，我们的

罪意味着除非我们被耶稣拯救，否则我们将永远与神分离。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是因为神在爱中拣选了你。 这是今

天教导的要点，也是我们现在要读的经文。



以弗所书 1：3-12 

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5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6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7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8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9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11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12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灵啊，请

你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问题问的是，是否每个人都是借着耶稣得救。 我认为借着常识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环顾

四周，看到很多人不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 约翰福音3：16说：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偿还了他没有欠的债务，因为我们欠了一笔我们无法偿还的债务。 任何相信耶稣为你偿还了债务的人都可以获

得永生。 但是，为什么世界上有数十亿人不在神的家庭之内呢？ 也许我们比他们聪明？不。 也许我们是比他们更

好的人。 不，这绝对不是真的。 为什么有些人借着对耶稣的信仰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而有些人却没有？ 使徒保

罗在以弗所书1章告诉我们，神在爱中拣选了我们。

第1点.神在爱中拣选了他的儿女。 

为什么上帝拣选了一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无法知道。 但神的話語清楚地教導說，他在這段經

文和其他經文中都是這樣做的。



听听耶稣在约翰福音6：63-65中所说的话。

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64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65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你看到第65节中的“没有人能”这个词了吗？ 在原文中，这个希腊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无法做到”。 这是一个关于

做某事的能力或力量的动词。 沒有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孩子，都没有能力來到耶穌面前，除非父神动手。

必须理解这一点，否则我说的任何其他话都没有意义。 我知道，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决定跟随耶稣。 我们中的许

多人都记得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当时我28岁。 我对时间，地点和环境记忆犹新。 我记得我跪在地上说：“耶

稣，请接管我的生命，做我的主。

我为什么决定跟随耶稣？ 你可能会说，“好吧，克里斯，你看到你是一个罪人，需要一个救主。 好吧，但我以前是

一个无神论者。 是什么改变了，让我可以明白耶稣是唯一能拯救我的人？ 神改变了我的心。 神赐给我眼睛，让我

看到我罪的深度和本质。 他还通过朋友的话和圣经向我表明，耶稣是罪人唯一的盼望。 这就是重点，上帝首先采取

行动。 神在我的心灵和思想中移动，向我展示真理。 然后我带着信心回应并做出了决定。

我们在崇拜仪式中用到了诗篇80篇。 听一听，听听神的话说人如何才能得救。 诗篇80：17-19。

17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18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19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我的朋友们，在我们得救之前，神就把我们的心转向他自己。 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6：65中从耶稣那里听到的。

耶稣说，65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若不是”这个词意味着在第二件事发生之前，必须发生一件事。 除非你打开烤箱，否则面包不会烘烤。 除非你把

汽油放在车里，否则汽车不能开走。 耶稣在约翰福音3：3中也使用了“除非”这个词。 耶稣告诉尼哥底母3：“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为了让我们重生，天父差遣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 除非圣灵把信心像礼物一样放在我们心里，否

则我们就不能来到耶稣面前，也不能看到神的国。

如果你理解并接受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那么预定论的教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目的地是你要去的地方。 如果您想

开车到纽约市，请将该目的地放入手机上的地图应用程序中。 您计划您的行程以到达正确的目的地。 预定论这个词

意味着上帝在你开始地上旅行之前就计划了你灵魂的目的地。

很久以前，上帝决定在我和你的生命中行动。 第4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神创

造亚当夏娃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加入他的大家庭。 我不能告诉你确切的日期是什么。 我无法解释这一

切。 但它显然是上帝的话语所教导的。 它影响了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将如何共同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研究它

对我们有益。

你不必先理解预定论，才能成为基督徒或成为这个教会的一员。 这是一件可能令人困惑的事情，也是我们难以相信

的事情。 我们在以弗所书1：9-10中看到这些事情是一个奥秘。

9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好的基督徒也会对预定论或拣选的教义有不同的看法。 没关系。 但是，当我们理解神积极主动的爱时，它会带给我

们很多盼望，感激，以及喜乐。

我知道，我们对上帝选择在一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心中动工的想法感到不舒服。 我们迫切地为那些不相信耶稣的朋友

和家人祷告。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在他们相信之前，神必须做点什么。 上帝必须首先在他们的心

灵和思想中做一些事情。

我想再看一遍今天经文中的一些经文。 我想让你注意动词。

以弗所书 1：3-8

第3节“神在基督里祝福我们”

第4节“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第5节 “他因爱我们而预定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第6节“他在爱子里祝福我们。

第7节和第8节“他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



谁是这些句子的主语？ 神是主动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的那一位。 想想使徒保罗，他写了我们今天要读的书信。 他

的名字以前是扫罗。 扫罗是基督徒的敌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 他同意处决他们。 扫罗是圣经的专家。 但扫罗对

福音仍然视而不见，除非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耶稣是救主。 然后耶稣向扫罗显现，一道明亮的光把他从马背上

打了下来。 圣灵打开了扫罗的眼睛。 神给他改名为保罗，他成为新约大部分经文的作者。 但首先，上帝必须做点

什么。 保罗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除非神先改变他的心。

神拣选了保罗，而不是耶路撒冷的其他法利赛人。 神拣选了雅各，而不是他的兄弟以扫。 神拣选大卫作王，却无视

他的哥哥们。 我敢肯定，大卫的兄弟们不喜欢他们中最年轻又最矮的那个人成为国王。

为什么上帝拣选了那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上帝拯救了我，而不是我爱的家人？ 我不知道。 但

是，当我与家人分享福音时，这个真理对我很有帮助。 如果他们能在没有上帝帮助的情况下相信，那么我和他们都

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你看到了吗？

如果我的叔叔有可能通过人类的努力成为基督徒，那么我将尝试完美地解释福音。 如果我的叔叔不相信，我会认为

我失败了。 但是，如果我知道只有神才能改变他的心，那么我就会祷告。 是的，我会和我的叔叔分享福音。 但我

带着对主的盼望和信心分享福音。 因为神可以用我的祷告和关于耶稣的话来改变我叔叔的心。 结果取决于上帝，而

不是我。 这给了我极大的平安和盼望。

第2点.蒙拣选的孩子会爱别人。 

相信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孩子有助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特别是与我们不同的人。 如果你配得救恩，哪怕是一点点，

那么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别人好。 神是否把你和其他人比较之后，才决定你更有资格成为他的孩子？不是的。

请听哥林多前书1：26-31。

26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27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28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29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31 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神是否评估了你的行为，并决定你值得得救？不是的。 他是否看到其他行为更差的人，并认为他们不符合得救的资

格？不是的。 神拣选了像我们这样愚蠢的罪人。

你认为非基督徒不如你聪明，或者罪更小吗？ 我知道你不这么认为。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选择了上帝，那么你就会

觉得自己比那些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优越。 然而，如果你知道当上帝拣选你时，你是不配的、愚蠢的和软弱的，

那么你就不比任何人优越。 在像One Voice Fellowship这样的教会中，这非常有帮助。 当我们彼此发生冲突时，我

们可以记住，上帝创造了我们的兄弟姐妹。

你们中有多少人选择了自己的家庭成员？ 你有没有去Amazon.com，搜寻“好兄弟”或“好姐姐”？没有。 我们不能

选择我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 但我们确实有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爱和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个教

会大家庭包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 我们有不同的习俗，偏好和罪恶的习惯。 我们将相互冒犯和让彼此感到沮

丧。 我们将经历摩擦。

约翰一书3：16是这样说的：

16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上帝不会选择值得他爱的人。 如果他这样做了，就根本没有神的儿女了！ 但是神的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拣选了

不可爱的有罪的人，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心里相信耶稣。

我们在以弗所书1章就看到了这个教导。 我们在约翰福音中从耶稣那里听到了这句话。 我们在诗篇80篇中看到了这

一点。 现在听听上帝在以西结书36：24-27中透过一位旧约先知给出的应许。

上帝说：24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25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26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27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我们在以西结书中看到的模式与之前看到的模式相同。 在这些经文中，谁是主动的那一位？ 上帝是主动的。 我们

是被动的。 神是说他会聚集他的子民的那一位。 神要洗净我们的污秽和罪孽。 上帝会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和新的



灵。 以西结书26：27真的很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遵守上帝的命令，遵守他的律法。 但第27节说，“我必将我

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我们在以弗所书1：4中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顺服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 上帝首先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 在他这样做之后，我们

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我们不怕与众不同的人。 我们爱每一个人，特别是在神的家中，即使是那些非常不同的

人。

我一开始就说过，这种拣选或预定论的教义可能会令人困惑。 许多基督徒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没关系。 但是，让

我问你这些问题。 你相信神单单因着恩典拯救了你吗？ 你相信你没有做任何值得被拯救的事情吗？ 你相信耶稣的

死是为了洗净你的罪孽和内疚吗？ 你相信耶稣过了完美的生活，而你却得到了他的完美生活所带来的功劳吗？ 好。

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我们单靠基督得救，单单凭信心得救，单单靠恩典得救。 因此，神值得我们的信靠，我

们的顺服和我们的敬拜。 我们必须谦卑和慷慨地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他祷

告。

耶稣，你是离开天堂拯救我们的救主。 您不必这样做。 但你是好牧人。 你放下了那九十九只羊，来救我，还有我

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择爱我们，为我们而死。 但是我们以感恩的心接受你的爱和救恩。 我们满怀

喜乐地向你祈祷和歌唱。 我们走向世界，告诉别人好消息。 因為我們有信心，聖靈已經在世上數百萬人的心靈和思

想中动工。 他正在预备他们的心，以信心接受好消息。 请你拯救我们的邻居、朋友和家人，让他们得益处也让你得

荣耀。 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名祈求。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