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唯物论 Materialism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物质物质物质物质



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 Deism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二元论二元论二元论二元论 Dualism

神神神神

神与宇宙都是神与宇宙都是神与宇宙都是神与宇宙都是

永存的永存的永存的永存的

Good vs. Evil  

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

神与魔鬼的对立神与魔鬼的对立神与魔鬼的对立神与魔鬼的对立



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

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多神论 Polytheism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泛神论泛神论泛神论泛神论 Pantheism
New Age movement –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

神神神神=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神神神神=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Force 力力力力

Power 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Energy 能量能量能量能量

Spirit 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灵灵灵灵



基督徒宇宙观基督徒宇宙观基督徒宇宙观基督徒宇宙观：：：：神造世界神造世界神造世界神造世界，，，，

神托住世界神托住世界神托住世界神托住世界，，，，神超越世界神超越世界神超越世界神超越世界

神神神神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Providence: Preservation 

Concurrence and 

GovernmentGovernment

天命天命天命天命：：：：神的保守神的保守神的保守神的保守、、、、協同協同協同協同
與與與與治理治理治理治理



1  神的保守神的保守神的保守神的保守/维持维持维持维持:
Sustenance/Preservation 

神保守祂所創造之萬有的存在神保守祂所創造之萬有的存在神保守祂所創造之萬有的存在神保守祂所創造之萬有的存在，，，，并并并并

維系祂所賦予它們的本質維系祂所賦予它們的本質維系祂所賦予它們的本質維系祂所賦予它們的本質。。。。

希伯來希伯來希伯來希伯來1:3 「「「「常用祂權常用祂權常用祂權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能的命令托住萬有能的命令托住萬有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歌羅西歌羅西歌羅西歌羅西1:17「「「「萬萬萬萬有也有也有也有也靠祂而靠祂而靠祂而靠祂而立立立立」」」」

徒徒徒徒17:28 「「「「我們生活我們生活我們生活我們生活、、、、動作動作動作動作、、、、存留存留存留存留，，，，都都都都在在在在

乎祂乎祂乎祂乎祂」」」」



以斯拉也說過類似的話以斯拉也說過類似的話以斯拉也說過類似的話以斯拉也說過類似的話：「：「：「：「你你你你，，，，惟獨惟獨惟獨惟獨
你你你你，，，，是耶和華是耶和華是耶和華是耶和華。。。。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萬象并天上的萬象并天上的萬象并天上的萬象，，，，地和地上的萬物地和地上的萬物地和地上的萬物地和地上的萬物、、、、海海海海
和海中所有的和海中所有的和海中所有的和海中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
的的的的 You preserve them all,天軍也都敬拜天軍也都敬拜天軍也都敬拜天軍也都敬拜的的的的 You preserve them all,天軍也都敬拜天軍也都敬拜天軍也都敬拜天軍也都敬拜
你你你你。」。」。」。」(尼尼尼尼9:6)

彼得也說彼得也說彼得也說彼得也說：「：「：「：「現今的天和地還是現今的天和地還是現今的天和地還是現今的天和地還是…給給給給…

儲藏著保留著儲藏著保留著儲藏著保留著儲藏著保留著 They are being kept，等等等等
到審判的日子到審判的日子到審判的日子到審判的日子...」」」」(彼后彼后彼后彼后3:7））））



2.協同協同協同協同 Concurrence/accord

神在每一個行動上神在每一個行動上神在每一個行動上神在每一個行動上，，，，協協協協

同受造之物同受造之物同受造之物同受造之物，，，，使它們能使它們能使它們能使它們能同受造之物同受造之物同受造之物同受造之物，，，，使它們能使它們能使它們能使它們能
按其特有的本質按其特有的本質按其特有的本質按其特有的本質，，，，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出該有的行為出該有的行為出該有的行為出該有的行為。。。。



「「「「他使云霧從地極上騰他使云霧從地極上騰他使云霧從地極上騰他使云霧從地極上騰﹔﹔﹔﹔造電隨雨而閃造電隨雨而閃造電隨雨而閃造電隨雨而閃，，，，
從府庫中帶出風來從府庫中帶出風來從府庫中帶出風來從府庫中帶出風來。」。」。」。」 (詩詩詩詩135:7﹔﹔﹔﹔另參詩另參詩另參詩另參詩104:4)

神也促使草生長神也促使草生長神也促使草生長神也促使草生長：「：「：「：「他使草生長他使草生長他使草生長他使草生長，，，，給給給給牛牛牛牛
吃吃吃吃﹔﹔﹔﹔使菜蔬發長使菜蔬發長使菜蔬發長使菜蔬發長，，，，供給人用供給人用供給人用供給人用﹔﹔﹔﹔使人從地使人從地使人從地使人從地
里能得食物里能得食物里能得食物里能得食物。」。」。」。」(詩詩詩詩104:14)里能得食物里能得食物里能得食物里能得食物。」。」。」。」(詩詩詩詩104:14)

神也引導天上的眾星神也引導天上的眾星神也引導天上的眾星神也引導天上的眾星，，，，因此他問約伯說因此他問約伯說因此他問約伯說因此他問約伯說：：：：
「「「「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么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么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么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么？？？？能引導北斗能引導北斗能引導北斗能引導北斗
和隨他的眾星么和隨他的眾星么和隨他的眾星么和隨他的眾星么？」？」？」？」(伯伯伯伯38:32)



「「「「這都仰望你按時給它食物這都仰望你按時給它食物這都仰望你按時給它食物這都仰望你按時給它食物。。。。你給它你給它你給它你給它
們們們們，，，，它們便拾起來它們便拾起來它們便拾起來它們便拾起來﹔﹔﹔﹔你張手你張手你張手你張手，，，，它們飽它們飽它們飽它們飽
得美食得美食得美食得美食。。。。你掩面你掩面你掩面你掩面，，，，它們便驚惶它們便驚惶它們便驚惶它們便驚惶。」。」。」。」
(詩詩詩詩104:27-29﹔﹔﹔﹔另參伯另參伯另參伯另參伯38:39-41)

耶穌也肯定這事實耶穌也肯定這事實耶穌也肯定這事實耶穌也肯定這事實，，，，因他說因他說因他說因他說：「：「：「：「你們你們你們你們耶穌也肯定這事實耶穌也肯定這事實耶穌也肯定這事實耶穌也肯定這事實，，，，因他說因他說因他說因他說：「：「：「：「你們你們你們你們
看那天上的飛鳥看那天上的飛鳥看那天上的飛鳥看那天上的飛鳥，，，，你們的天父尚且養你們的天父尚且養你們的天父尚且養你們的天父尚且養
活它們活它們活它們活它們。」。」。」。」(太太太太6:26)，，，，

又說又說又說又說:「「「「若是你們的父不許若是你們的父不許若是你們的父不許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只麻雀一只麻雀一只麻雀一只麻雀
也不能掉在地上也不能掉在地上也不能掉在地上也不能掉在地上。」。」。」。」(太太太太10:29)



神神神神「「「「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他使邦國開廣而又他使邦國開廣而又他使邦國開廣而又他使邦國開廣而又
散散散散去去去去。」。」。」。」(伯伯伯伯12:23)

國權是耶和華的國權是耶和華的國權是耶和華的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他是管理萬國的他是管理萬國的他是管理萬國的。。。。 (詩詩詩詩22:28)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住在全地上住在全地上住在全地上，，，，并且預并且預并且預并且預
先定准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先定准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先定准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先定准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徒徒徒徒17:26））））

他的權柄是永恆的他的權柄是永恆的他的權柄是永恆的他的權柄是永恆的﹔﹔﹔﹔他的國存到萬代他的國存到萬代他的國存到萬代他的國存到萬代。。。。世上所世上所世上所世上所
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
居民中居民中居民中居民中，，，，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無人能攔住無人能攔住無人能攔住無人能攔住
他手他手他手他手。。。。 (但但但但4:34-35)



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日用的飲食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今日賜給我們今日賜給我們今日賜給我們(太太太太6:11)

我未成形的體質我未成形的體質我未成形的體質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你所你所你所

定的日子定的日子定的日子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我尚未度一日我尚未度一日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你都寫在你的冊你都寫在你的冊你都寫在你的冊

上了上了上了上了。。。。(詩詩詩詩139：：：：16) 

而約伯也說而約伯也說而約伯也說而約伯也說：「：「：「：「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他的月他的月他的月

數在你那里數在你那里數在你那里數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使他不能使他不能使他不能

越過越過越過越過。」。」。」。」(伯伯伯伯14:5)保羅說保羅說保羅說保羅說，，，，神神神神「「「「把我從母腹里把我從母腹里把我從母腹里把我從母腹里

分別出來分別出來分別出來分別出來」」」」(加加加加1:15)



我們也讀到箴言的話說我們也讀到箴言的話說我們也讀到箴言的話說我們也讀到箴言的話說：「：「：「：「人的腳步為耶人的腳步為耶人的腳步為耶人的腳步為耶

和華所定和華所定和華所定和華所定。」。」。」。」(箴箴箴箴20:24)「「「「人心籌算自己的道人心籌算自己的道人心籌算自己的道人心籌算自己的道

路路路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箴箴箴16:9)

因為高舉非從東因為高舉非從東因為高舉非從東因為高舉非從東，，，，非從西非從西非從西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也非從南而也非從南而也非從南而

來來來來。。。。惟有神斷定惟有神斷定惟有神斷定惟有神斷定：：：：他使這人降卑他使這人降卑他使這人降卑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使那使那使那來來來來。。。。惟有神斷定惟有神斷定惟有神斷定惟有神斷定：：：：他使這人降卑他使這人降卑他使這人降卑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使那使那使那

人升高人升高人升高人升高。。。。(詩詩詩詩75:6-7)

所以馬利亞會說所以馬利亞會說所以馬利亞會說所以馬利亞會說：「：「：「：「他叫有權柄的失位他叫有權柄的失位他叫有權柄的失位他叫有權柄的失位，，，，

叫卑賤的升高叫卑賤的升高叫卑賤的升高叫卑賤的升高。」。」。」。」(路路路路1:52)



3.管治管治管治管治 Government

他的權柄統管萬有他的權柄統管萬有他的權柄統管萬有他的權柄統管萬有。。。。(詩詩詩詩103：：：：19)  

萬有都是本于他萬有都是本于他萬有都是本于他萬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倚靠他倚靠他倚靠他，，，，歸于他歸于他歸于他歸于他。。。。(羅羅羅羅11:36)

并說并說并說并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5:27)

神是神是神是神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照著他旨意照著他旨意照著他旨意
所預定的所預定的所預定的所預定的」」」」(弗弗弗弗1:11)，，，，至終他要至終他要至終他要至終他要「「「「叫一切在天叫一切在天叫一切在天叫一切在天
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地上的地上的地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和地底下的和地底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因耶穌的名因耶穌的名因耶穌的名，，，，
無不屈膝無不屈膝無不屈膝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使榮耀使榮耀使榮耀
歸與父神歸與父神歸與父神歸與父神。」。」。」。」(腓腓腓腓2:10-11)



神的旨神的旨神的旨神的旨意意意意 Decrees 使徒行傳說到使徒行傳說到使徒行傳說到使徒行傳說到
「「「「神的定旨先見神的定旨先見神的定旨先見神的定旨先見」」」」23

他既按着神的他既按着神的他既按着神的他既按着神的

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你们就藉着无你们就藉着无你们就藉着无

法之人的手法之人的手法之人的手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徒徒徒徒2:23) 。。。。( 2:23) 。。。。

我們的得救亦是很早以前就決定了我們的得救亦是很早以前就決定了我們的得救亦是很早以前就決定了我們的得救亦是很早以前就決定了
的的的的，，，，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神從創立世界以前神從創立世界以前神從創立世界以前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在在在
基督里揀選了我們基督里揀選了我們基督里揀選了我們基督里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使我們在他面使我們在他面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前成為聖潔前成為聖潔前成為聖潔。」。」。」。」(弗弗弗弗1:4)



人之行動的重要性人之行動的重要性人之行動的重要性人之行動的重要性

*  我們仍然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任我們仍然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任我們仍然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任我們仍然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任

「「「「你所賜給我你所賜給我你所賜給我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與我同居的女人與我同居的女人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她把那樹上的果她把那樹上的果她把那樹上的果
子給我子給我子給我子給我，，，，我就吃了我就吃了我就吃了我就吃了。」。」。」。」(創創創創3:2) 聖經不像亞當聖經不像亞當聖經不像亞當聖經不像亞當，，，，從從從從
不將罪責歸給神不將罪責歸給神不將罪責歸給神不將罪責歸給神。。。。

• 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
,

• 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我們的行動有真實的果效，，，，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并且真的會改變事情
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 ,加爾文很有智慧地鼓勵我們在生活中要加爾文很有智慧地鼓勵我們在生活中要加爾文很有智慧地鼓勵我們在生活中要加爾文很有智慧地鼓勵我們在生活中要
有一般的警覺性有一般的警覺性有一般的警覺性有一般的警覺性，，，，并且要先有計划并且要先有計划并且要先有計划并且要先有計划：「：「：「：「神喜悅向神喜悅向神喜悅向神喜悅向
我們隱藏一切未來的事我們隱藏一切未來的事我們隱藏一切未來的事我們隱藏一切未來的事，，，，好讓我們因著不能確定好讓我們因著不能確定好讓我們因著不能確定好讓我們因著不能確定
而有所戒備而有所戒備而有所戒備而有所戒備，，，，并且不斷地預備各種計划來面對并且不斷地預備各種計划來面對并且不斷地預備各種計划來面對并且不斷地預備各種計划來面對，，，，
直到所有問題都被克服直到所有問題都被克服直到所有問題都被克服直到所有問題都被克服，，，，或在一切的對策中渡過或在一切的對策中渡過或在一切的對策中渡過或在一切的對策中渡過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神的天命并不都是以赤裸裸的面貌臨到我神的天命并不都是以赤裸裸的面貌臨到我神的天命并不都是以赤裸裸的面貌臨到我神的天命并不都是以赤裸裸的面貌臨到我
們們們們，」，」，」，」



結論是我們必須有所行動結論是我們必須有所行動結論是我們必須有所行動結論是我們必須有所行動！！！！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只管講只管講只管講只管講，，，，不要閉口不要閉口不要閉口不要閉口。。。。有有有有
我與你同在我與你同在我與你同在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必沒有人下手害你，，，，
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因為在這城里我有許多的百姓。」。」。」。」
(徒徒徒徒18:9-10)

提摩太后書提摩太后書提摩太后書提摩太后書2:10 表達出表達出表達出表達出:「「「「所以我為選民所以我為選民所以我為選民所以我為選民
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
督耶穌里的救恩督耶穌里的救恩督耶穌里的救恩督耶穌里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和永遠的榮耀和永遠的榮耀和永遠的榮耀。」。」。」。」



關于關于關于關于邪恶邪恶邪恶邪恶 Evil 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神和世上的惡之間有什么關系神和世上的惡之間有什么關系神和世上的惡之間有什么關系神和世上的惡之間有什么關系？？？？真正促使真正促使真正促使真正促使
人行惡的是神嗎人行惡的是神嗎人行惡的是神嗎人行惡的是神嗎？？？？如果真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神那么神那么神那么神
豈不是應該為罪負責嗎豈不是應該為罪負責嗎豈不是應該為罪負責嗎豈不是應該為罪負責嗎？？？？

約瑟卻對兄長們說約瑟卻對兄長們說約瑟卻對兄長們說約瑟卻對兄長們說：「：「：「：「神差我在你們以先神差我在你們以先神差我在你們以先神差我在你們以先
來來來來，，，，為要保全生命為要保全生命為要保全生命為要保全生命。」。」。」。」(創創創創45:5) 又說又說又說又說：「：「：「：「從從從從
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但神的意思原是但神的意思原是但神的意思原是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成就今日的成就今日的成就今日的
光景光景光景光景。」。」。」。」(創創創創50:20)



在約伯記在約伯記在約伯記在約伯記，，，，雖然耶和華許可撒但傷害約伯的產業雖然耶和華許可撒但傷害約伯的產業雖然耶和華許可撒但傷害約伯的產業雖然耶和華許可撒但傷害約伯的產業
和兒女和兒女和兒女和兒女，，，， (伯伯伯伯1:12,15,17,19)

神說神說神說神說：「：「：「：「我要使法老他的心剛硬我要使法老他的心剛硬我要使法老他的心剛硬我要使法老他的心剛硬」」」」(出出出出4:21)

在大衛晚年時在大衛晚年時在大衛晚年時在大衛晚年時，，，，主主主主「「「「激動激動激動激動」」」」大衛數點民數大衛數點民數大衛數點民數大衛數點民數 (撒下撒下撒下撒下

24:1)，，，，在歷代志上在歷代志上在歷代志上在歷代志上21:1提到神激動大衛的方法提到神激動大衛的方法提到神激動大衛的方法提到神激動大衛的方法:「「「「撒撒撒撒
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激動大衛數點他們。」。」。」。」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激動大衛數點他們。」。」。」。」

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因為耶和華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心里剛硬因為耶和華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心里剛硬因為耶和華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心里剛硬因為耶和華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心里剛硬，，，，
來與以色列人爭戰來與以色列人爭戰來與以色列人爭戰來與以色列人爭戰，，，，好叫他們盡被殺滅好叫他們盡被殺滅好叫他們盡被殺滅好叫他們盡被殺滅。」。」。」。」
(書書書書11:20﹔﹔﹔﹔士士士士3:12;9:23)

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使謊言的靈入了使謊言的靈入了使謊言的靈入了使謊言的靈入了」」」」亞哈的先知們的亞哈的先知們的亞哈的先知們的亞哈的先知們的「「「「口口口口」」」」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22:23)



在整個歷史上最邪惡的一件事在整個歷史上最邪惡的一件事在整個歷史上最邪惡的一件事在整個歷史上最邪惡的一件事，，，，就就就就
是基督的被釘十字架是基督的被釘十字架是基督的被釘十字架是基督的被釘十字架，，，，但這件事是但這件事是但這件事是但這件事是
神所命定的神所命定的神所命定的神所命定的 --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外邦人和以色外邦人和以色外邦人和以色
列民列民列民列民，，，，果然在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果然在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果然在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果然在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
所膏的聖仆耶所膏的聖仆耶所膏的聖仆耶所膏的聖仆耶穌穌穌穌，，，，成就你手和你意成就你手和你意成就你手和你意成就你手和你意
旨所預定必有的事旨所預定必有的事旨所預定必有的事旨所預定必有的事。」。」。」。」(徒徒徒徒4:27-28)

Jesus said, “Everything must be fulfilled that is 

written about me in the Law of Moses, the 

Prophets and the Psalms.” (Luke 24:44)



1神使用萬事來達成他的目的神使用萬事來達成他的目的神使用萬事來達成他的目的神使用萬事來達成他的目的，，，，
甚至包括惡事甚至包括惡事甚至包括惡事甚至包括惡事

2 神不做惡事也不用承擔罪責神不做惡事也不用承擔罪責神不做惡事也不用承擔罪責神不做惡事也不用承擔罪責

3 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3 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神審判人的惡是正當的

4 邪惡是真實的邪惡是真實的邪惡是真實的邪惡是真實的，，，，它必害己人它必害己人它必害己人它必害己人

5 我們不明白這件奧秘我們不明白這件奧秘我們不明白這件奧秘我們不明白這件奧秘



禱告是一項特別行動禱告是一項特別行動禱告是一項特別行動禱告是一項特別行動，，，，有明確的果有明確的果有明確的果有明確的果
效效效效，，，，并且會改變事情的發展并且會改變事情的發展并且會改變事情的發展并且會改變事情的發展。。。。

「「「「你們得不著你們得不著你們得不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是因為你們不求是因為你們不求是因為你們不求。」。」。」。」 (雅雅雅雅4:2)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叫你們的喜樂可以叫你們的喜樂可以叫你們的喜樂可以

滿足滿足滿足滿足。」。」。」。」 (約約約約16:24)



加爾文主義加爾文主義加爾文主義加爾文主義(Calvinism)強調神有揀選人的主權強調神有揀選人的主權強調神有揀選人的主權強調神有揀選人的主權
“鬱金香鬱金香鬱金香鬱金香(TULIP)”︰︰︰︰

1. T︰︰︰︰Total depravity of human (人類全然墮落人類全然墮落人類全然墮落人類全然墮落

敗壞敗壞敗壞敗壞)

2. U︰︰︰︰Unconditional call by God (上帝無條件上帝無條件上帝無條件上帝無條件

的揀選的揀選的揀選的揀選)

3. L︰︰︰︰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範圍內的贖罪有限範圍內的贖罪有限範圍內的贖罪有限範圍內的贖罪，，，，3. L︰︰︰︰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範圍內的贖罪有限範圍內的贖罪有限範圍內的贖罪有限範圍內的贖罪，，，，

只有部分人蒙揀選而得救只有部分人蒙揀選而得救只有部分人蒙揀選而得救只有部分人蒙揀選而得救)

4. I︰︰︰︰Irresistible to salvation (蒙揀選的人無法蒙揀選的人無法蒙揀選的人無法蒙揀選的人無法

抗拒救恩抗拒救恩抗拒救恩抗拒救恩)

5. P︰︰︰︰Protection through eternity (救恩無法失救恩無法失救恩無法失救恩無法失

去去去去，，，，人蒙恩後被神保守到永恆人蒙恩後被神保守到永恆人蒙恩後被神保守到永恆人蒙恩後被神保守到永恆)



阿民念阿民念阿民念阿民念(Arminianism)/亚米念主義亚米念主義亚米念主義亚米念主義

五個基本信條五個基本信條五個基本信條五個基本信條PEARL(珍珠珍珠珍珠珍珠)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1. P︰︰︰︰Prevenient grace of God or Partial 

depravity of human (人類仍然有神先在的恩人類仍然有神先在的恩人類仍然有神先在的恩人類仍然有神先在的恩
典典典典，，，，並非全然墮落並非全然墮落並非全然墮落並非全然墮落，，，，還有一似殘存的神榮還有一似殘存的神榮還有一似殘存的神榮還有一似殘存的神榮)

2. E︰︰︰︰Election per free will of man (人行使神賜人行使神賜人行使神賜人行使神賜2. E︰︰︰︰Election per free will of man (人行使神賜人行使神賜人行使神賜人行使神賜
的個人自由響應神的呼召而得救的個人自由響應神的呼召而得救的個人自由響應神的呼召而得救的個人自由響應神的呼召而得救)

3. A︰︰︰︰Atonement for all mankind (耶穌的寶血耶穌的寶血耶穌的寶血耶穌的寶血
為全人類而流出為全人類而流出為全人類而流出為全人類而流出，，，，使罪得贖使罪得贖使罪得贖使罪得贖)

4. R︰︰︰︰Resistible to salvation (人可以抗拒救恩人可以抗拒救恩人可以抗拒救恩人可以抗拒救恩)

5. L︰︰︰︰Liable to loss (救恩可以失去救恩可以失去救恩可以失去救恩可以失去)



• 加爾文主義重視神超然的主權加爾文主義重視神超然的主權加爾文主義重視神超然的主權加爾文主義重視神超然的主權，，，，強調神預強調神預強調神預強調神預
定的重要性定的重要性定的重要性定的重要性。。。。阿民念主義派強調基督的阿民念主義派強調基督的阿民念主義派強調基督的阿民念主義派強調基督的
救贖救贖救贖救贖、、、、神的愛和人的責任神的愛和人的責任神的愛和人的責任神的愛和人的責任，，，，相對地也強調相對地也強調相對地也強調相對地也強調
神創造人類給予的自由意志的重要神創造人類給予的自由意志的重要神創造人類給予的自由意志的重要神創造人類給予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性性性。。。。
也因為在加爾文主義強調神的至高主權觀也因為在加爾文主義強調神的至高主權觀也因為在加爾文主義強調神的至高主權觀也因為在加爾文主義強調神的至高主權觀
點下點下點下點下，，，，教會常常變得死氣沉沉教會常常變得死氣沉沉教會常常變得死氣沉沉教會常常變得死氣沉沉，，，，正如阿民正如阿民正如阿民正如阿民
念所說念所說念所說念所說：：：：他的教義目標是他的教義目標是他的教義目標是他的教義目標是「「「「打造一個不至打造一個不至打造一個不至打造一個不至念所說念所說念所說念所說：：：：他的教義目標是他的教義目標是他的教義目標是他的教義目標是「「「「打造一個不至打造一個不至打造一個不至打造一個不至
於使人呆如木石的恩典神學於使人呆如木石的恩典神學於使人呆如木石的恩典神學於使人呆如木石的恩典神學」。」。」。」。

• 聖經強調神的主權聖經強調神的主權聖經強調神的主權聖經強調神的主權、、、、預定預定預定預定、、、、揀選揀選揀選揀選、、、、但也強但也強但也強但也強
調人的責任調人的責任調人的責任調人的責任。。。。耶穌是為世人死耶穌是為世人死耶穌是為世人死耶穌是為世人死，，，，福音是給福音是給福音是給福音是給
萬民萬民萬民萬民，，，，人必須回應人必須回應人必須回應人必須回應、、、、接受接受接受接受，，，，相信耶穌才能相信耶穌才能相信耶穌才能相信耶穌才能
得救得救得救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