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  

在 "腓立比书2:12-13 

"中，保罗写道："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照样，不但在我面前顺从，现在在我不在的时候

更要顺从，继续战战兢兢地实行你们的救恩，因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要照他的旨意行事。"  

 

最近，我和我的一位亲爱的朋友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共进午餐。我们聊得很开心，在结束的时候，当

我们站在各自的车旁时，出现了 "腓立比书2:12-13 "的话题，特别是使徒保罗使用的短语--

"......战战兢兢地作成你们的救恩"。正是鉴于 "我们的救恩有多大的保障"，才产生了这项研究。 

 

因此，让我们花一些时间在一起，我祈祷这能消除 "错误 "的观念，即 

"上帝所生的个人可以变成未出生的"，以及 

"在天堂的司法法庭上由基督的死亡和他在髑髅地的血液中不可磨灭的签名永远保证的收养文件 

"可以被 "否定。"因此，上帝的主权和基督在髑髅地为那些 "创世前被拣选 

"的人所做的工作，以及在时间和空间存在之前，在父神、子神和圣灵之间的第一个盟约中奇妙地被

拣选。 

 

因此，为了给大家带来安心，我把这几句话放在一起。我非常难过地发现，许多人被困在错误的心

态中，在整个基督徒朝圣的过程中都被 "我是否会得救"--"我做得够不够 "等问题所困扰。 

 

 
 

这段经文通常被误解了。它也经常没有根据所考虑的实际文字的背景来阅读和思考。不能 

"用经文解释经文 "是我们今天世界上没有受过教义教育的 "普世教会 "的最大弱点之一。它点燃了 

"蓝色摸纸"，因为它使众多的 "标志性假教师 

"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提出错误的教义，并抓住了耶稣的教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有许多人耳朵发痒--

这就是我们在 "提摩太后书4:3 "中发现的情况- "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人们会对坚实的教导没有胃口

，而对属灵的垃圾食品--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意见--充满了兴趣。他们会背弃真理，追寻海市蜃楼。" 

信息   
 



我不久前写了一篇博文和一篇论文，如果你是今天任何权威领域的 

"领袖/牧师"，我强烈鼓励你阅读它并默想它。你可以在 https://worldwidechristianministries.org/are-

we-preachers-leaders-fully-persuaded/ 找到它。然而，如果你不是 

"领袖/牧师"，我劝你还是要读一读。  

  

这段特别的经文经常被用来唤起个人潜意识中的恐惧因素，从而创造一个 "基于作品 

"的信仰朝圣之旅。它向人们灌输这样的思想：没有 "行为 "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被 "天上的上帝 

"撕掉他们的 "收养文件"。说实话，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在 "神的儿女的自由 

"中，而他们的灵性脚踝上却牢牢地套着 "球和链"，这将是一个可笑的概念。 

 
 

 

"成圣的学说" 

当使徒保罗说--"......战战兢兢地实行你们的救恩...... "时，他所教导的背景都是基于 "成圣的教义"。  

 

这是保罗稍后在 "腓立比书3:20 

"中讨论的绝对转变，他说："我们的公民在天上，我们从天上等候救主[就是现在]，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要[在将来]用那使他甚至能使万物归顺自己的能力，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像他荣耀的身体。"

这是一种被称为 "渐进式成圣 "的转变。 

蜕变 (μεταμόρφωσις) 

 

这是保罗所写的一个完整的蜕变（μεταμόρφωσις）。然而，我们需要记住，完整的蜕变过程只有在

游戏的后期阶段才能实现。那是在我们朝圣的路上。现在，我们目前还在与罪争斗，在圣灵完成对

我们的完善之前，这个成品是无法完成的。  

 

成圣的定义 

 

成圣是一个独立的 "教义话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这个特定的时间来说太大。与 

"收养教义 "不同，"收养教义 "是 "上帝的一次性和永恒的交易行为"--成圣是 

"圣灵的持续工作"。我们的 "领养 "是不可改变的，它在天上的文件上有 "圣灵的印记"，但我们的 

"成圣 "是一项改变的工作--在我们信仰的朝圣之路上一天天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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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教义的内容，请允许我参考全球基督教事工在线圣经学校，该学校有一

个为期10周的课程，主题是救赎论，提供关于收养、成圣和其他八个主题的教学，见https://worldw

idechristianministries.org/online-bible-school/。 
 

然而，让我简单地列出一些它--"是和不是 "的东西。 

 

 
 

它不是。  

• 做正确的事。 

• 拥有正确的经验。 

• 保持正确的规则。 

• 获得正确的知识。 

• 加入正确的教会。 

• 避免正确的陷阱。 
 

 
 

它是。  
 

成圣是真正符合圣经的转变程序。  

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越来越符合基督的形象。 

 

圣经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描绘了成圣的过程，有三个不同的特点。 

 

特点1. 
 

• 姿势上的成圣。 

 

在 "哥林多前书1:2 

"中，保罗写道："献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献给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成了圣的人[过去式，完成，在

过去，完成]，与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一起被称为圣徒。" 

 

奉献 "或 "圣化 "某物是 "圣化 "一词在其最基本层面上的含义。这句话的意思是 

"从普通用途中分离出来，用于圣洁的用途"。至少，这就是它与在会幕和圣殿中进行祭祀的器具、

工艺品和其他各种东西有关的特征。在它被分开来为祭坛上的祭品收集血液之前，锅只是一个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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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普通的旧锅。在那之后，这个器皿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锅了；相反，它是一个独

特的碗，在被献上或成圣之后，被分开用于一个神圣的目的。 

 

这让我想起《彼得前书》2:9-10的经文，其中说："但你们是被拣选的世代，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

国度，是特殊的子民；你们要彰显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但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被拣选从事崇高的祭司工作，被拣选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工具

，做他的工作，为他说话，告诉别人他为你们带来的日新月异--从无到有，从被拒绝到被接受。" 信

息 
 

当某人成为基督徒时，他们也被分开了。他们因着地位而成圣，以便侍奉上帝。他们也被洗净了罪

孽，与之分离，并获得了新的存在，有了新的愿望。 

 

特征2. 
 

• 完善成圣。 
 

在《希伯来书》12:23中，作者将天堂里的信徒称为 "成全的义人之灵"。我等不及要把我描述成那些 

"完全的义人 "之一了。"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最终游戏的转变"。使徒保罗本人在 "腓立比书3 "中继续陈述如下--"不是说我

已经得到了这个[不是说我毫无瑕疵，不是说我已经到达]，也不是说我已经完美[他这么说]，而是我

加紧努力，使它成为我自己。". 

 

如果保罗不能在他去世前达到完美，那么我真诚地怀疑你或我在坟墓的这一边也能做到。因此，我

们有责任和保罗一样，坚持努力实现成功成圣的目标--出于我们对救主的顺从和崇拜--（但不是基于

工作的生活方式）。以弗所书2:1明确指出，我们是他的作品[他自己的杰作，艺术品]，在基督耶稣

里被造[从上面重生--精神上被改造，被更新，准备被使用]，为要行善，这是神预先为我们预备的[

走他所定的路]，好叫我们行在其中[过他预先安排、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生活]。"我们应该注意，这些

工作是重生的一面，而不是未重生的一面，后者被描述为污秽的破布。以赛亚写的是关于他的国家

和他们的虚伪行为。但是，根据圣经的其他部分，我们看到它不可否认地普遍适用于围绕着神的孩

子的异教社会。 
 

在天堂里，上帝看到的是 "完善"，但他也看到上帝的圣灵在我们整个精神朝圣的过程中不断地工作

。这与我们的 "永恒安全 "毫无关系，而与我们所处的 "完善、进步的成圣生活 "的经历和不同程度的

强度有关。 

 

特征3. 
 

• 渐进式成圣。 

 



根据一位神学家的说法，"成圣的过程是基督徒按照上帝的形象重新创造的手段。"根据另一位神学

家的教导，成圣可以被定义为 "信徒生活中逐渐脱离罪恶走向正义的过程。" 

 

我相信韦恩-

格鲁德姆提供的定义特别有帮助。他说："成圣是神和人的渐进工作，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远

离罪恶，越来越像基督。"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定义。它有点词不达意，而且有点啰嗦，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因为它抓

住了成圣的这个双重方面。 

 

因此，在我们的背景思考中，有了这些词--定位、完善和渐进--让我们现在进一步研究我们的文本--

"......战战兢兢地作成你们的救恩"。 

 
 

 
 

在现实和背景中，"战战兢兢地做我们的救赎 "到底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在一开始指出的那样，这段文字经常被误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无论如何都会在个

人身上灌输一种潜意识的恐惧，暗示并警告他们，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失去救赎。  

 

保罗显然不可能鼓励信徒不断地不安和焦虑，而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在这样做。但这是吗？不是！

这是强调性的回答，为什么？因为那会与保罗的许多其他劝告相矛盾，这些劝告要求内心的平安、

勇气和对作为我们救赎之主的神的信任。 

 

在这个例子中，被翻译成英语的希腊语单词 "恐惧"，我建议应该解释为 "尊敬 "或 

"尊重"。"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7:15 

"中提到哥林多信徒对他的接待时，使用了同样的短语，他也说，"战战兢兢"。"这句话的意思是 

"以极大的谦卑和尊重他作为耶稣基督福音传道人的地位。"保罗说，提多因哥林多人以这种方式接

待他而受到鼓励。 

 

"箴言1:7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人藐视智慧和教训。"请注意，这不是对被主永远审判的

恐惧；相反，它是敬畏的恐惧，对神的敬畏，并做尊重圣洁的神的事情。这种敬畏帮助我们，保护

我们免受诱惑和犯罪。当我们爱神并敬畏他时，我们就会有动力去顺服，带来适合神的孩子的公义

生活。 

 



希腊语中 "恐惧 "一词是 "φόβoς" - "Phobos"，这也是我们的 "恐惧症 

"一词的来源。(类似于对封闭空间、蜘蛛等的恐惧）。 

 

意义包括。 

 

• 极度忧虑。 

• 一个巨大焦虑的来源。 

• 敬畏和尊重。 
 

这些定义可以在泰耶的希腊词典中找到：敬畏；尊敬；恐惧（对权威、等级、尊严）。 

 

正如我所说的，保罗不太可能建议信徒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持续的激动和不安的状态。这

将与他的许多其他告诫直接对立，即在作为我们救赎始作俑者的神面前保持心境平静、勇气和信心

。事实上，这与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所说的一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赐给你们的，不是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害怕。" NIV 

 

保罗前往哥林多教会时，"软弱、恐惧、战战兢兢"--

"哥林多前书2:3"，因为他很清楚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巨大和令人敬畏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解下，我

们应该读到--"...战战兢兢地作你们的救恩..." 

 

所以--害怕为我们自己的救赎而工作是这个意义的一个方面，它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意义是 "工作"--

"γυμνάζομαι "方面。  

希腊文动词 "锻炼 "的意思是 "不断努力，使某件事情得以完成或实现。"但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很简单，我们通过在成圣的过程中积极追求顺从来做到这一点，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进一步解释了这

一点。他将自己描述为 "努力 "和 "迫切 "地朝着基督化的目标前进，"腓立比书3：13-14"。  

 

他所经历的 "颤抖 "是基督徒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应该有的态度--

一种健康的恐惧，害怕因不顺从而冒犯神，以及对神的威严和神圣的敬畏和尊重。"颤抖 

"也可以指因软弱而发抖，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软弱，一种使我们达到依赖神的状态。  

 

对我们崇敬的神的顺从和服从是我们的 "合理服务"，正如《罗马书》12:1-

2告诉我们的那样，会带来巨大的快乐。它与我们得救状态的 "安全性 "和我们作为 "神的养子 

"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 
 

"诗篇2:11》完美地总结了这一点，向我们传达了--

"以敬畏之心侍奉耶和华，以战兢之心欢呼。"我们通过去找我们的救赎之源--上帝的话语--

来实现我们的救赎，在那里我们更新我们的心灵，"罗马书12:1-

2"，带着崇敬和敬畏的精神来到他面前。 

 

让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下 "锻炼 "这个短语。 



锻炼是一个带有持续强调的指令，翻译为katergazomai（κατεργάζομαι）的现在中间动词，在圣经中

使用了2716次--如果你想做一个单词研究，那么下面是它的一些不同用法。 

• "作成；影响，产生，带出，作为结果，" - "罗马书4:15" - "罗马书5:3"- "罗马书7:13" - "哥林多

后书4:17" - "哥林多后书7:10" - "腓立比书2:12" - "彼得前书4:3"- "雅各书1:3"  

• "工作，实践，在实践中实现，" - "罗马书1：27" - "罗马书2：9"  

• "工作或塑造为合适的，" - "哥林多后书5：5" 

• "发送" - "以弗所书6:13"  

真正的信息是 "继续努力完成，达到最终的成就。" 

为了完全完成他们的救赎，信徒们被命令做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它很重要，但回答起

来也很简单。信徒被吩咐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坚持不懈。但在什么方面呢？还是那句话，简单地说

，就是以弗所书2:1对我们说的善行。 

 

我们的想法是，不要吝惜你的救赎。当整个包裹都可以得到时，不要拿零碎的东西。神在基督里给

了我们新的生命，但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儿子里有丰富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  

因此，当我们可能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一点点！我们应该继续成长，直到你的救赎

完全。继续成长，直到你的救恩完全，"彼得后书3:18"，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相信 

"那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工的，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它" - 

"腓立比书1:6"。妙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是上帝在做所有的运行。  

 

• 他选择了我们。 

• 他使我们重生。 

• 他给了我们相信的信心。 

• 他收养了我们。 

• 他使人成圣。 

• 他正在使我们成圣。 

• 他正在使我们有能力。 

• 他将使我们保存到最后。 

 

祂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或魔鬼都无法规避祂在创立地球之前就已定下的命令。 

 

一旦被救--永远被救 

 

 
 



这是对圣经事实的陈述。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努力来获得救赎，我们只需要 

"害怕和颤抖"，这样做也许会无意中建立一种替代性的宗教生活方式，而不是所有通过上帝的恩典

获得 "拯救信仰 "的人的关系。 

 

"问责制 "被 "神圣的主权 "所平衡。 

 

然而，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信徒通过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既存在着 "自由和责任"。我们的 

"责任 "被 "神圣的主权 "所平衡。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 

 

"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真的，我们可以自由地过我们喜欢的生活。"--

是或不是！如果立即回答是 "不是"，并且拒绝这个前提，那么大多数拒绝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的人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后续的论点一般是--

"如果人们总是得救，我们怎么能说服他们停止犯罪？"这种思路是说，"地狱之火和永恒的诅咒是唯

一能够阻止不道德行为的威胁。" 

 

然而，我对这句话的回答是有条件的 "是"--

在拒绝提出的前提之前，请继续阅读。问题是，"如果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是真的，这是否意味着我

们可以选择任何生活方式？"为什么我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是如此完美和充分，它为我们所有

的罪付出了代价。基督的死为我们在接受他为救世主之前所犯的罪付出了代价，同时也为我们在接

受他为救世主之后所犯的罪付出了代价。 

 

你看到的真相是这样的，我认为任何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其主和救世主的人都不会随心所欲地生活

。当我们理解了我们的罪孽之深重，我们应得的永恒惩罚，以及耶稣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们就会

经历深刻的转变。  

 

一朝得救，永世长存，不是犯罪的借口 

 

当我们获得救赎时，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其他一切也都变成了新的。一旦永

远得救，并不是犯罪的借口。相反，它是一种意识，即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救赎，因此我们

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失去上帝用基督的血所购买的救赎。 

 

一旦永远得救就会带来一种意识，即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完美无缺的。  

 

神的选民不能是。  

 

▪ 未得救。 

▪ 未被赎回。 

▪ 未经调解的。 



▪ 不可饶恕。 

▪ 丢失。 

▪ 被遗弃。 

▪ 被遗弃。 

▪ 扔掉了。  
 

"良好的行为和顺从不能成就救恩，没有它们也不能导致失去救恩。" 

 

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将救赎的重点放在了该有的地方--

圣洁而强大的上帝，他完成了他所开始的事情--

"现在归给那能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并能使你们在他的荣耀面前无瑕无疵，喜乐无比的上帝我们的救

主，只有他才有智慧，愿荣耀和威严，统治和权力，从现在到永远。阿门。"--"犹大24-25" NKJV  

 

根据我们所考虑的，以及 "犹大24-25"，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实现救赎的一些基本原则。  

 

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考虑。  

 

▪ 第一个涉及到个人行为，忠诚、顺从和日常生活。  

▪ 第二条是与实现救赎有关的，就是坚持不懈，忠心顺服到最后。 

 

个人行为、忠诚、顺从和日常生活。  

 

这应该是一个明显的认识，当涉及到罪和各种形式的罪时，神的孩子有一个 "责任和期望 

"来放弃它，放下它，用正义的思想来取代它。我们被清楚地敦促："你们要有这样的心志，就是在

基督耶稣里也是这样....。"--

《腓立比书》2:5a。"我们在新生的经历中有幸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当然，有困难的时

候，关于我们的思维，圣经告诉我们："......把争论和一切自高自大、藐视神的事丢掉，使一切的思

想都服在基督的手下。"--《哥林多后书》10:5，NKJV 

这种程度的顺服显然涉及个人的积极承诺和努力。信徒要洁身自好，"除去肉体和心灵的一切污秽，

存敬畏神的心，完全圣洁"，正如《哥林多后书》7:1所说。此外，如前所述，要把心思、想法和愿

望 

"放在上面的事上，不要放在地上的事上"，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些自称是神的孩子的人已

经向罪死了，我们的生命现在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 "歌罗西书3:2-3"。     

所有 "重生 "的神的孩子也被要求现在扭转他们以前的存在，即被描述为 

"做不洁和不法的奴隶，导致进一步的不法"--

"罗马书6:19"，现在由于已经发生的转变，"使他们的成员成为公义的奴隶，导致成圣"--"行走"--

"与他们所蒙的恩召相称" -- "以弗所书4:1"。 



实现救赎的第二个方面是坚韧不拔，忠心顺服到最后。 

圣经中非常清楚地指出，除了我们新生的生命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好处之外，还有一种宝物也是无价

的，那就是--

"坚韧的信心"。这是神赐予的信心，并在其中起作用，以确保真正的神的孩子能胜过最后。 

坚韧不拔的信仰可以通过认识到我们完全和坚定的公义是通过单一的、直接的信仰行为提供给我们

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有获得永生的可能性。 

我们所拥有的公义不是分阶段来的，一天一个阶段，另一个阶段，另一个阶段。它是通过最初展示

对耶稣的真诚信心，也就是所谓的 

"拯救的信心"，完整地得到的。我们不会因为每一次新的信仰行为而在我们的收藏中增加新的公义

，然后交叉祈祷我们在死后会有足够的公义。  

没有单独的部分。没有办法分割 "无罪 "的判决。"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

我们在其中找到了我们的公义--

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完美。这种情况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与基督的结

合不是分阶段进行的；而是在我们最初信任的那一刻发生的。没有人是在两个阵营的边界上。如果

我们在基督里，那么他的一切都为我们而存在，从我们对他充满信心的第一时间开始。这对我们所

有因恩典而得救的罪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在我们成为基督今生所造就的人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进一步意味着神自己会确保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

不是说我们的信仰会完美，而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坚持下去。我怎么能声称这一点呢？在 

"罗马书8:30 

"中，圣经说："[神]所预定的人，他也呼召了；他所呼召的人，他也称义了；他所称义的人，他也荣

耀了。"我所强调的这最后一句话真的很重要。根据这里所说的，神无疑会将荣耀提供给那些他已经

平反的人。这已经接近完成了。也就是说，最后，祂毫无疑问会把他们带入与祂自己一起持续到永

远的荣耀和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神肯定会永远拯救那些已经称义的人--

如果我们的称义是通过经久不衰的信心来实现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会确保我们肯定会在信

心中经久不衰。 

上帝会亲自看顾他的羊群，确保他们不会完全背弃他，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诚然，个人可

能会有几个月的徘徊，然而，他将会把他们找回来。乌云有可能形成，信心有可能动摇，但那些在

基督的公义中的人不会走得那么远，以至于完全堕落。  

我们自己决心相信的能力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荣耀的来源。由于神的可靠性，在我们身上开始做善

事的人将看到它完成，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腓立比书1：6"。 

 



救赎被视为有三个层面：过去、现在和未来。  

▪ 过去的层面是公义的层面，当时信徒把他们的信仰放在耶稣基督作为救世主和主，并得到了

救赎。  

▪ 目前的层面是成圣，即信徒成义与死亡或被提之间的时间。  

▪ 未来的方面是荣耀，当救赎完成后，信徒得到他们荣耀的身体。  

因此，信徒们已经得救，正在得救，也将得救。 

 

在信仰中坚持不懈是每个真正的信徒的责任，但却不是他们安全的力量。 

 

在信仰中坚持不懈是每个真正的信徒的责任，但不是他们安全的力量。然而，它是神圣力量在灵魂

中运作的明确无误和不可避免的证据--见 "歌罗西书1：29"。 

 

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真正的信徒将是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答案在圣经中很清楚--

因为神的能力使他们的救恩得到保障。  

 

耶稣反复强调了这一真理。  

 

• 他对在迦百农来找他的一大群人强调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

我必定不丢弃。这就是差我来者的旨意，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我都不失落，反倒在末日兴起

来"--《约翰福音》6：37--《约翰福音》6：39  

 

• 后来，在耶路撒冷，他宣布："我将永生赐给他们，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

夺去。把他们赐给我的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从父手里把他们夺过来。" --

《约翰福音》10:28-29，对比见《约翰福音》17:2-《约翰福音》12:24和《约翰福音》18:9。 

 

作为前面所说的基础，看看耶稣自己在 "马太福音24:13 

"中所说的内容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在橄榄树演讲时，耶稣宣布："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  

 

使徒保罗还在《歌罗西书》1:22-

23中对歌罗西人说，基督要把他们呈现在父神面前，"无瑕无疵，无可指摘--

如果他们确实在坚定不移的信仰中继续下去，不偏离所听福音的盼望。"他告诫提摩太："你要注意

自己和你的教训，在这些事上坚持不懈，因为你这样做，就能保证你自己和听你的人得救" - 

"提摩太前书4:16"。  

 

早些时候在《腓立比书》中，保罗写道，他 

"深信那在你们身上动了善工的，必成全他，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 

"腓立比书1:6"。彼得给了信徒类似的保证，说他们 



"因着信，蒙神的大能保护，得着末后预备显明的救恩" -- 

"彼得前书1:5"。从开始到结束，整个救赎的神圣工作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下。  

 

结论。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通过圣灵的事工完成，导致了无数的成果。 

• 他的欲望的传授。 

• 让我们认罪。 

• 认定我们是正义的。 

• 审判的定罪我们。 

• 他的主权意志的体现。 

因此，我可以提供的最好建议是向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大能工作敞开自己。他将赋予我们力量，

使我们过上圣洁和愉快的生活，结出公义的果实，从而在每一刻都变得更像他。 

 

因此，让我们继续住在基督里，顺服于圣灵，让他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使我们可以为了上帝

的荣耀和天父的赞誉而成圣。 

 

请放心--"你的救赎是永恒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