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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個也不失落 
HE WILL LOSE NONE 

 

講員 Speaker：柯達文 牧師 日期 Date：5 月 15 日 May 15, 2022 

經文 Verse：約翰福音 John 6:35-44, 65  

主題 Theme：因為耶穌愛天父，我們可以相信祂能完全的拯救我們。 

              Because Jesus loves the Father, we can trust him to save us completely. 
 
 

你會有不安全感嗎? 

Are you insecure? 
 
 

一、 基督徒是天父賜給祂兒子的禮物  

Christians are the Father’s Gift to His Son 
 約翰福音六章 37-39 節「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

總不丟棄他。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願行，而是要遵行差我來

那位的旨意。差我來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賜給我的，要我一個也不失落，並且

在末日使他復活。」(John 6:37-39) 

 以弗所書一章 4-6 節「因為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

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

我們的。」(Ephesians 1:4-6) 

 哥林多前書一章 26-28 節「弟兄們哪，想一想你們的蒙召，按著人的觀點，有智

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地位的也不多。但是，上帝揀選了世上愚拙的，

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為了使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

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一無所有的，為要廢掉那樣樣都有的。」 

(1 Corinthians 1:26–28) 
 
 
 
 

二、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定會相信 

All the Father Gives Will Certainly Believe 

 約翰福音六章 37 節「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John 6:37)  

 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14 節「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Matthew 22:14) 
 
 
 
 

三、 唯獨父所賜的人才會相信 

Only Those the Father Has Given Will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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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六章 44 節「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到我

這裏來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John 6:44)  

 約翰福音六章 65 節「於是耶穌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恩

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John 6:65) 

 

 

四、 父所賜的人不會失落 

Those the Father Has Given Will Not be Lost 

 約翰福音六章 37 節「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

不丟棄他。」(John 6:37) 

 約翰福音六章 39-40 節「差我來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賜給我的，要我一個也不

失落，並且在末日使他復活。因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個見了子而信的人得永

生，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John 6:39-40) 
 
 

五、 神給我們的安全感會給我們帶來自由 

Knowing We Are Secure in Christ Frees Us 

 彼得前書一章 10 節「弟兄們，要更加努力，使你們的蒙召和被選堅定不移。」

(1 Peter 1:10) 
 
 

六、 你若願意來到耶穌面前，你可以的！ 

If You Are Willing to Come to Jesus, You May! 

 羅馬書十章 13 節「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Romans 10:13) 
 
 

反思和討論 
Questions for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1. 生活中造成你最大的不安全感的事情是什麼? 
What is the thing in life that causes you the greatest insecurity?  

2. 在你聽完這篇講道以前，你覺得你與上帝的關係有安全感嗎? 為什麼或為什麼沒
有呢? 
Before you heard this sermon, did you feel secure i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Why 
or why not? 

3. 當你聽到耶穌說你是天父賜給祂的禮物，你有什麼感覺呢? 
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to hear Jesus say that you are a gift given to him by his 
Father? 

4. 耶穌說天父所賜給他的，一個也不失落。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為順服與聖潔
而努力呢? 如果不是，為什麼不呢? 
Jesus says that he will not lose any of those the Father has given him. Does that mean 
that we don’t need to strive for obedience and holiness? If not, why not?  

5. 你聽完這篇講道之後，你與上帝的關係是否有得到更大的安全感呢? 
Having heard this sermon, have you gained greater security i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