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認為你是個基督徒，是因為你已經做了決志信主，
那你就錯了。

聖經的真理是：早在你出生之前，甚至在宇宙誕生之前，你就
已經被神揀選為祂的孩子，在“永恆的亙古”中被拯救。

今天我們會探索這個奧秘和“揀選的教義” 。

自從去年六月以來，我一直在傳講救恩次序的信息。

信息涵蓋了從被呼召，重生，到在永恆中得榮耀的整個基督徒
生命的救恩過程。

但是救恩早在我們出生之前，在亞當和夏娃被創造之前，在上
帝創造宇宙之前（以弗所書 1:4）在亙古時間未開始以前就開始
了 (Titus 提多書 1:2 NIV 當代譯本)
救恩在上帝永恆的計劃中。它開始於一個稱為“揀選”的過程。

Introduction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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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Election ? 什 麼 是 揀 選？
選舉 或 揀選 是一個選擇。 美國人每四年進行一次投票，選出一位
領導國家的總統。

在我們基督信仰領域裏，有一種不同的揀選。 我們不是去選擇我
們的領導者。 相反，我們的創造主，上帝，為祂的國度選擇了國
民，並讓他們成為祂家中的孩子。

這個揀選是神在創造宇宙和時間之前，在永恆的過去裏所做的選擇。



Another Controversial Subject  另一個具爭議的主題

當我們談到上帝的揀選，會遇到以下神學問題：

1.  Foreknowledge  預知論

2.  Predestination                預定論

4.  Sovereignty of God        神的主權

5.  God’s grace & mercy      神的恩典和憐憫

3.  Free will  自由意志

這些都是有爭議性和困難的主題，在歷史上，兩個主要神學陣營
為此辯論不休

John Calvin 
(1509 - 1564)

Jacobus Arminius 
(1560 -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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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depravity of man, 人類全然墮落

There are five main points in Calvinism, abbreviated by the acronym TULIP (加爾

文主義有五個要點，英文縮寫為 TULIP鬱金香)

Arminianism takes exactly the opposite views of Calvinism. Its five main points 
are abbreviated by the acronym PEARL (亞民念主義與加爾文主義的觀點完全不同。
亞民念主義也有五個要點，英文縮寫為 PEARL珍珠)

Prevenient (preceding) grace of God 神先行的恩典

Calvinism vs Arminianism 加爾文主義 與 亞民念主義

The 2nd. points in Calvinism & Arminianism concern God’s election of those who would be 

saved and is the subject matter of today’s sermon

第 2 點，加爾文主義和阿民念主義關於上帝揀選哪些人會得救，是今天講道的主題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神無條件的揀選 (例: 雅各、以掃 羅9:10-21)

Limited atonement,   基督限定的代贖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聖徒恆忍蒙保守

Election per free will of man,          神的揀選是基於預知人自由意志的選擇

Atonement for all mankind,  基督為救贖全人類而死

Resistible to God’s grace of salvation 人可以抗拒神救贖的恩典

Liable to loss of salvation. 人可以得救後失去救恩



上帝揀選那些人將來會得救的概念是沒有爭議的。有爭議的是
上帝如何以及用何種方式選擇那些將要得救的人。

一個觀點教導說，上帝通過祂的全知，預知那些將來會信靠耶穌
基督得救的人。

第二個主要觀點是奧古斯丁/加爾文主義的觀點，主要教導上帝
不僅親自揀選那些會相信耶穌基督的人，而且神還選擇賜予這些
人相信基督的信心。

Two Views of God’s Election   神揀選 的 兩 個 觀 點

縱觀教會歷史，關於揀選（或預定）的教義有兩種主要觀點

在這種上帝預知的基礎上，上帝就揀選了這些人。這是阿民念派
的觀點，是美國大多數福音派教會所持有的信念。

換句話說，神揀選人獲得救恩不是基於預知他們將來會信靠基督，
而是基於祂自主、全能的主權恩典。被神揀選的人，至終會相信
基督而得救，因為神揀選了他們。



Who Choose Whom ? 誰 選 擇 誰？

這兩個觀點的區別歸結為：誰擁有救恩最終的選擇權——神還是
人？

或者說，到底是誰揀選誰？是上帝揀選人，還是人選擇上帝？

在第一種（阿民念主義）觀點中，人有控制權；他的自由意志是
至高的權威，成為上帝揀選的決定性因素。

上帝可以藉著耶穌基督提供救恩之道，但人必須為自己選擇基督才
能實現救恩在自己身上。

最終，這種觀點削弱了聖經上所言及的上帝主權。這種觀點將造
物主提供的救恩置於受造物的擺佈之下

如果上帝想要人進天堂，祂必須希望人能自由地選擇祂的救恩方
式。

實際上，阿民念主義的上帝揀選觀點根本不是上帝揀選，因為上
帝並不是真正在揀擇——祂只是在確認。人是最終的選擇者。



在這個問答部分，約翰麥克阿瑟牧師對阿民念主義給出了一個非
常公平而準確的評價。

English video extracted from an hour long video (between 10:53 - 17:55 from st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xetkHvadJ0&t=1141s

Is Arminianism a Heresy ? 亞 民 念 主 義 是 異 端 嗎 ？

Length : 6  minutes 25 seconds

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YzQoZ_e6w&t=5s English +中文字幕

Is Arminianism a Heresy ? 

3 個月前，在另一次讲道中，我播放過這段視頻。但我不知道您還記得多少内容，

以及是否每個人都明白了信息。該視頻對於今天的講道很重要。所以，我非常想讓

你們再看一遍，但由於時間關係，只有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我们會在最後来观看。



Does It Matter Who is Right  誰 是 對 的 重 要 嗎 ? 

有一次，一位基督徒發出了一個揭示性的聲明，他反對探討揀選
的教義。他說：“我不是要去神學院，我只是要去教會”

難懂的教義不僅僅適用於神學院的課堂。 保羅沒有將羅馬書寫
給神學院。 他是把它寫給耶穌基督的教會。

敷衍的基督信仰 是一種懶惰的屬靈心態，這對於基督徒的
生活和每週的敬拜聚會，不僅有害，而且還會對上帝和祂的
救恩的認識流于表面，以至你對神的認識和敬拜陷於膚淺。

成功的運動員在健身房努力锻炼，堅持良好的飲食習慣，並在
精神上推動自己以實現目標。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如果我們以
懶惰的心態走上信仰的道路，我們就會變得無知和膚淺。

揀選的教義確實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真理，但它清楚地寫在聖經
中。 因此，它必須被研讀和明白。

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他的讀者，他們需要吃難以消化的干粮
才能長大，不能長期做吃奶的婴兒。(希伯來書5:11 – 6:2)



Why Did God Choose Me ? 神 為 何 揀 選 了 我？

阿民念主義者就是認為上帝在選民身上預先看到了他們將來做的
好事，就是說上帝預先見到了他們將來會選擇相信耶穌基督。

我記得在我兒時很喜歡一部名為
“仙樂飄飄處處聞/音樂之聲”
的電影。當中有一首歌叫
“一些好事”。

?

歌詞說：“我以前一定做了一些
好事，以至在日後獲得好報”

但聖經告訴我們得救的信心不是人與生俱來的，它是上帝的禮物，
耶穌基督是這種信心的創始和成終者。

所以我們身上並沒有什麼好東西吸引上帝選擇我們

司來布真（Charles Spurgeon）說：
我從來沒有在自己身上找到任何理由，解釋為什麼上帝會以特
別的愛看待我和選擇我。



People  God  Chose 神 揀 選 的 人

Where is the wise man? 
Where is the scholar? 
Where is the philosopher of this age? 

Has not God made foolish the wisdom of the world?

For since in the wisdom of God the world through its wisdom 
did not know Him, God was pleased through the foolishness of 
what was preached to save those who believe.

哥林多前書 1 Corinthians 1: 20-21, 26-29.

智慧人在那裡．
文士在那裡．
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裡．

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 神、 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
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 神的智慧了。



People  God  Chose 神 揀 選 的 人

He chose the lowly things of this world and the despised 
things--and the things that are not--to nullify the things that 
are,

But God chose the foolish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wise; God chose the weak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strong.

so that no one may boast before Him.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
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
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 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
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Brothers, think of what you were when you were called. 
Not many of you were wise by human standards; not 
many were influential; not many were of noble birth.



Purpose of  God’s  Election  神 揀 選 的 目 的

上帝的揀選不是任意的選擇，好像祂毫無理由地選擇一些人獲得
永生，卻忽略了其他人 。.

揀選是上帝 “按著自己喜悅的美意” 的選擇。
(弗 1:5; 羅 8:28; 9: 11; 提後 2:19)

上帝的揀選是基於祂”旨意的奧秘” 是按著祂的旨意和預定的計劃
(弗 1:9,11)

神揀選的主要目的就是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以弗所書
1: 6, 12)

為了成就這些目的，上帝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揀選)的人 (羅 8: 28)

神揀選我們有祂神聖的目的：

分派我們為祂結果子(約 15:16) 

好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2:9) 

在我們身上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羅 9: 23,24), 

行上帝為我們所預備的善工(弗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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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Romans 8 : 28 -30

羅 馬 書 第 八 章 28  - 30  節 經 文

Romans 8 
28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29 For those God foreknew He also 
predestined to be conformed to the likeness of His Son, 
that He might be the firstborn among many brothers. 30 

And those He predestined, He also called; those He called, 
He also justified; those He justified, He also glorified. 

羅馬書第八章
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祂旨意被召的人。29 因為祂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
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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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時間有限，我已通過報告請求弟兄姊妹們事先閱讀這些經文。



上兩篇講道裏我們說過 羅馬書 8 章 28-30 節中 救贖金鏈的五環

God’s Election in Romans 8 Explained    
解釋羅馬書第八章裏神的揀選

Those whom 
God set His 
heart on or 
foreloved

被神放在心內
並被 ”預愛”

Marked out or 
ordained by 

God

被神蓋上印
記和命定

God’s predestination (election) is based  on 
the previous link--His foreknowledge

神的預定(揀選)是基於前一環：祂的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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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29 中的預知一詞並不是指上帝知道未來 (祂當然是知道
未來),  而是指著上帝決定與祂要拯救的人之間，建立一種預定的
愛的關係。
知道(認識 know)這個詞，在聖經中經常被用來描述一個男人和一
個女人之間的親密或私人關係。.
同樣地，在上帝創造天地之前，在我們出生之前很久，上帝以個
人的方式“認識”祂的選民，並選擇他們做祂的羊。
耶穌說：“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祂認識他們並揀選他們，所以他們跟隨祂，而不是相反。”
耶穌還在約10:26中對另一些人說：“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屬我
的羊。.
有些人之所以相信，是因為他們屬於上帝。 他們被揀選得救，而
不是基於他們有一天會信靠耶穌。
真正的問題不是上帝是否知道誰會相信，而是為什麼有些人相信
而有些人不相信。而答案是上帝選擇憐憫一些人，而讓另一些人
留在於罪惡的叛逆中。

God’s Election in Romans 8 Explained    
解釋羅馬書第八章裏神的揀選

保羅在下一章書，羅馬書第九章，更深入地詳細講解揀選的教義



Scriptures:    Romans 9 : 8 - 18
羅 馬 書 第 九 章 8  - 18  節 經 文

Romans 9 8 In other words, it is not the natural children who 
are God's children, but it is the children of the promise who 
are counted as descendants.  9 For this was how the promise 
was stated: "At the appointed time I will return, and Sarah will 
have a son." 10 Not only that, but Rebekah's children had one 
and the same father, our father Isaac. 11 Yet, before the twins 
were born or had done anything good or bad--in order that 
God's purpose in election might stand: 12 not by works but by 
him who calls--she was told, "The older will serve the 
younger.“ 13 Just as it is written: "Jacob I loved, but Esau I 
hated.“ 14 What then shall we say? Is God unjust? Not at all! 15 

For he says to Moses, "I will have mercy on whom I have 
mercy, and I will have compassion on whom I have 
compassion.“ 16 It does not, therefore, depend on man's 
desire or effort, but on God's mercy. 17 For the Scripture says 
to Pharaoh: "I raised you up for this very purpose, that I might 
display my power in you and that my name might be 
proclaimed in all the earth.“ 18 Therefore God has mercy on 
whom he wants to have mercy, and he hardens whom he 
wants to harden.

I have asked brothers and sisters through 
announcement to read these Scriptures beforehand 
due to our time constraint . 

由於時間有限，我已通過報告請求弟兄姊妹們事先閱讀這
些經文。



Scriptures:    Romans 9 : 8 - 18
羅 馬 書 第 九 章 8  - 18  節 經 文

羅馬書第九章 8-這就是說、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 神的
兒女．惟獨那應許的兒女、纔算是後裔。9 因為所應許的話
是這樣說、『到明年這時候我要來、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10 不但如此、還有利百加、既從一個人、就是從我們的祖
宗以撒懷了孕．11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
來、只因要顯明 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
在乎召人的主） 12 神就對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
的。』 13 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
惡的。』 14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難道 神有甚麼不公
平麼．斷乎沒有。 15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
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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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因
為經上有話向法老說、『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
顯我的權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 18 如此看來、
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I have asked brothers and sisters through 
announcement to read these Scriptures beforehand 
due to our time constraint . 

由於時間有限，我已通過報告請求弟兄姊妹們事先閱讀這
些經文。



貫穿羅馬書第 9 章，保羅有系統地說明，一直以來，神都是憑著
祂的主權去作選擇的。

God’s Election in Romans 9 Explained      
解釋羅馬書第九章裏神的揀選

保羅一開始就說：“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上帝的選民(以色
列民) ”- 這是個關鍵性的說明（羅馬書 9:6）

回顧以色列的歷史，保羅列舉上帝揀選以撒而不是以實瑪利，揀選
雅各而不是以掃。

為了避免人誤會上帝揀選這些人，是基於他們將來的信心或好行為
行，保羅又說：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來、只因要顯明上帝揀選人
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上帝就對利百加說、
『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
掃是我所惡的。』 (羅馬書第 9 章:11-13)

結論：可見上帝的揀選不是根據人的意志或努力，而是出於
祂的憐憫。 (羅馬書 9:16 (别的翻譯))



許多基督徒，包括牧師和神學家，不喜歡羅馬書第 9 章。
它有一些難以接受的真理。

Romans 9  Has Hard Truth to Accept     羅馬書第九章有 難 以 接 受 的 真 理

人們最大的反對是公平問題。他們說，如果揀選只取決於上帝，
祂只拯救一些人，卻不拯救其餘的人。這是不公平的。
當廣受喜愛的改革宗/加爾文主義神學家史普羅牧師還是一名年輕
的神學生時，他也感到很難接受上帝揀選人得救的主權恩典教義。

但上帝不斷地通過他桌上的一張小卡片提醒史普羅：

上帝早已預料到人會反對聖經中揀選教義的真理，所以祂啟示保
羅寫下這些論點：

卡片寫著： 你必須相信和傳講聖經所說的真理，而不是你希望它
說是真的" 

1 16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發憐憫的上帝。18如此看來，上帝要憐憫誰就憐憫
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219這樣，你必對我說：祂為甚麼還指責人呢？有誰抗
拒他的旨意呢？
3 20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上帝強嘴呢？受造之物
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21窯匠難道沒
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
做成卑賤的器皿麼？ (羅馬書 9: 16, 18-21)



我將播放一個 7 分鐘的視頻，解決上帝揀選中的公平問題。
影片有中英文版本

我們將首先播放中文版本。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我會在會後
發出英文版。讓我們現在先看這個視頻涉及的經文: 
馬太福音20章1-15節

Parable of the 
Vineyard Workers

R. C. Sproul

English video  link  https://1drv.ms/v/s!AtAhKYlhO9stg1ZCByNYa_foW2t0?e=gWefOH

中文視頻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cn_8BgYNA&t=1138s  



馬太福音第二十章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1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2 和工
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3約在已初出
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4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 5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
去、也是這樣行。6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就問
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裡閒站呢。 7他們說、因為沒有人
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8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
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9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10及至那先雇的來
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 11他們得了、就
埋怨家主說、 12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
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麼。 13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
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麼。 14拿你的走
罷．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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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ures:    Matthew 20 : 1 - 5
馬 太 福 音 第 二 十 章 1-15 節 經 文

I assume you have read the text for the Parable of 
the Vineyard Workers in Matthew 20:1-15

我假設你已經讀過馬太福音 20:1-15 中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Scriptures:    Matthew 20 : 1 - 15
馬 太 福 音 第 二 十 章 1  - 15  節 經 文

Matthews 20 
Parable of the Vineyard Workers
1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landowner who went out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hire men to work in his vineyard.  
2 He agreed to pay them a denarius for the day and sent them into his 
vineyard.
3 "About the third hour he went out and saw others standing in the 
marketplace doing nothing. 
4 He told them, 'You also go and work in my vineyard, and I will pay 
you whatever is right.‘ 
5 So they went. "He went out again about the sixth hour and the ninth 
hour and did the same thing.
6 About the eleventh hour he went out and found still others standing 
around. He asked them, 'Why have you been standing here all day 
long doing nothing?‘ 
7 "'Because no one has hired us,' they answered. "He said to them, 
'You also go and work in my vineyard.‘

I assume you have read the text for the Parable of 
the Vineyard Workers in Matthew 20:1-15

我假設你已經讀過馬太福音 20:1-15 中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Scriptures:    Matthew 20 : 1 - 15
馬 太 福 音 第 二 十 章 1  - 15  節 經 文

8 "When evening came, the owner of the vineyard said to his foreman, 
'Call the workers and pay them their wages, beginning with the last 
ones hired and going on to the first.' 
9 "The workers who were hired about the eleventh hour came and 
each received a denarius. 
10 So when those came who were hired first, they expected to receive 
more. But each one of them also received a denarius.
11 When they received it, they began to grumble against the 
landowner.
12 'These men who were hired last worked only one hour,' they said, 
'and you have made them equal to us who have borne the burden of 
the work and the heat of the day.'
13 "But he answered one of them, 'Friend, I am not being unfair to you. 
Didn't you agree to work for a denarius?
14 Take your pay and go. I want to give the man who was hired last the 
same as I gave you.
15 Don't I have the right to do what I want with my own money? Or are 
you envious because I am generous?'

I assume you have read the text for the Parable of 
the Vineyard Workers in Matthew 20:1-15

我假設你已經讀過馬太福音 20:1-15 中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7 分 鐘 簡 略 版 https://1drv.ms/v/s!AtAhKYlhO9stg1dXjLb5xHXcrfLT?e=xKzEGp

2 3 分 鐘 原 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cn_8BgYNA&t=1138s  

葡 萄 園 工 人 的 比 喻 (  7 分 鐘 簡 略 版 ) 



揀選(亦稱為預定)的教義與基督徒的生活是否相關？

對許多人來說，揀選的教義是無關重要的
但揀選的教義是上帝在祂的話語中向我們啟示的榮耀真理，它觸
及到基督徒生活的無數方面，從敬拜到事奉，以及在敬虔中成長。

著名神學家 J.I. Packer 在他的 簡明神學Concise Theology 裏說 “揀
選的教義，就像關於上帝的每一個真理一樣，包含著奧秘，有時會
引發爭議。 但在聖經中，它是一個牧養的教義，用來幫助基督徒看
到拯救他們的恩典，是多麼偉大，並促使他們以謙卑、信心、喜樂、
讚美、忠心和聖潔作為回應。” ——J.I. Packer，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like every truth about God, involves mystery and sometimes 
stirs controversy. But in Scripture it is a pastoral doctrine, brought in to help Christians 
see how great is the grace that saves them, and to move them to humility, confidence, 
joy, praise, faithfulness, and holiness in response.”– J.I. Packer, Concise Theology (a 
famous theologian)

Why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is  Important
為 什 麼 揀 選 的 教 義 很 重 要

文章引述 : 

建議閱讀全文

Unexpected Reasons Why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is Important by 
James Rosenquist

文 章 連 結

這教義是否僅僅是神學家争論的事情，還是對塑造基督徒品格
有重要的義意？

揀 選 的 教 義 意 想 不 到 的 重 要 性

https://www.4elect.com/election-and-character/


教會牧者若要宣講“神全部完整的計劃/一切的旨意)” (使徒行傳
20:27),並履行上帝所命定的使命, 把會衆完完全全的帶到基督面前，
必須認識到揀選的教義對建立基督徒的品格、事奉和敬拜是如何重
要。

基督徒若渴望認識上帝和明白祂的道，也不能忽視這一教義，因為
沒有它，人們就無法完全理解為什麼得救的恩典，真的是我們不配
得到，是上帝所賜予的寶貴禮物。

Why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is  Important
為 什 麼 揀 選 的 教 義 很 重 要

如果一個基督徒不明白上帝揀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彰顯祂的榮耀，
他的敬拜必然是貧乏的，

揀選的教義提醒基督徒, 他被造以及被揀選，是為了敬拜他的創造
者，是要成為神榮耀的稱讚(以弗所書 1:12).  

意識到被上帝揀選讓基督徒的眼目從自我為中心轉向上帝，祂是
所有存在的焦點。

既然敬拜是上帝創造一切的目的（啟示錄 4:11），就沒有什麼真
理比揀選的教義更與基督徒切切相關了。

被上帝揀選將基督徒指向生命的目的，就是為讚美和榮耀上帝。



揀選的教義不是要造成信徒分裂或和不團結； 因此，我們應該拋
開這種恐懼。

此外，正確理解揀選的教義不會導至扼殺基督徒傳福音。

Ending     Words        結 語

神聖的揀選不會削弱或否定傳福音和禱告的重要性。 揀選正是
我們傳福音成功的保證。（使徒行傳 18:1-11）。

最後，擁有揀選教義正確知識的基督徒明白他們生命的最終目
的，是敬拜上帝並榮耀祂。

明白這個教義的基督徒，知道他們是被上帝揀選的，要向任何
可以傳福音的人宣揚福音，因為宣揚福音正是上帝為選民帶來
救恩的途徑。

對於今天的教會來說，沒有什麼比重新審視揀選的教義，並發
現上帝通過這個偉大的真理，在祂的子民身上完成的所有奇妙
工作，更為重要的了。

相反地，正確理解揀選的教義會讓基督徒更謙卑、感恩、喜樂
和順服，變得更像基督。



亞 民 念 主 義 是 異 端 嗎 ？Is Arminianism a Heresy ? 

This video will be shown if time permits
時間許可的話，我們會播放這視頻

Length : 6  minutes 25 seconds

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YzQoZ_e6w&t=5s English + 中文字幕

English video extracted from an hour long video (between 10:53 - 17:55 from st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xetkHvadJ0&t=114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YzQoZ_e6w&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xetkHvadJ0&t=1141s


https://1drv.ms/v/s!AtAhKYlhO9stg1dXjLb5xHXcrfLT?e=xKzEGp

Parable of the Vineyard Workers    R. C. Sproul

English 
abridged 
version

7 minutes

This video will be shown if time 
permits
時間許可的話，我們會播放這視頻



Response  Song  - time permitting
回 應 詩 歌 (時 間 許 可 的 話)



【祢為何揀選我】國語詩歌WHY HAVE YOU CHOSEN ME (with lyri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tAR4V_UQE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
的子民」(彼前2:9) 
國語詩歌【祢為何揀選我】
歌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vJaa2A3Rc

3
何等奇妙！至大真神之愛竟然臨到我
歌頌讚美主 榮耀祢
救主恩典多稀奇 救主憐憫大又多
使我細思量 難明瞭

1
主 祢為何從萬人中揀選我做祢兒女? 
祢知我過犯那麼多
喔主！祢赦免了我 掩面不看我罪過
賜下愛子耶穌拯救我

2
喔主！幫助我成為祢的樣式
順服主的旨意永不渝
如今獻生命 為主而生活
與主一同行到天路

4
喔主！幫助我成為祢的樣式
順服主的旨意永不渝
如今獻生命 為主而生活
與主一同行到天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tAR4V_U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vJaa2A3Rc


WHY HAVE YOU CHOSEN ME (lyri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QP_8DFQVg

Lyrics : https://theasidorshome.blogspot.com/2021/03/why-have-you-chosen-me-lyrics-

endy.html

O Lord help me be,
what You want me to be.
Your word I will strive to obey,
my life I now give for You I will live,
and walk by Your side all the way.

My life I now give for You I will 
live,
and walk by Your side all the way.

Why have you chosen me,
out of millions your child to be.
You know all the wrong that I've done.

O how could you pardon me,
forgive my iniquity,
to save me give Jesus Your Son.

But Lord help me be,
what You want me to be.
Your word I will strive to obey,
my life I now give for You I will live,
and walk by Your side all the way.

I am amazed to know,
that a God so great could love me so.
He's willing and wanting to bless.

His grace is so wonderful,
His mercy's so bountiful,
I can't understand it I conf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QP_8DFQVg
https://theasidorshome.blogspot.com/2021/03/why-have-you-chosen-me-lyrics-endy.html


Chosen  by  God

蒙 神 揀 選

Maryland Gospel Church 馬 利 蘭 福 音 教會 5-15-22

Romans 羅馬書 8 : 28 – 30 ; 9 : 8 –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