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文中，
加爾文主義跟亞米念主義
對於神的主權、人的自由，
在預知和預定這 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在預知和預定這一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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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米念主義：
為什麼神揀選雅各、不揀選以掃，
神是不是很獨斷獨行、完全沒有考慮人的反應呢？
不是的
不是的，
 神預知以掃將來會選擇紅豆湯、不選擇長子名分，
所 根據
所以根據預知，預定他不能成為祂的子民
預定 不 成為
 神也預知雅各會信靠祂、會敬畏、信從神，
所以還沒有生下來、是非善惡沒有做出來，
神預知雅各將來會有信靠祂的心，
所以就先愛了雅各
這樣就比較合理的一種說明了。

開始播放

那神為什麼興起法老？
因為神預知法老是 直剛硬的
因為神預知法老是一直剛硬的。
出四、十一、二章 都是講
 神知道法老要剛硬、神知道法老不聽、
神知道法老不會照摩西的信息去做事
 另外
另外一面也強調神任憑法老，
面也強調神任憑法老，
甚至可以翻成「神使法老的心剛硬」
亞米念神學強調，
神預先知道法老是要剛硬的，
所以就預定法老剛硬
所以就預定法老剛硬，
那麼責任在誰？責任在法老。
這是亞米念神學把預知、預定分兩樣，
這是亞米念神學把預知
預定分兩樣，
 預知在先、預定在後
 預知人的自由、人的選擇，
預知人的自由 人的選擇
所以人要負責任

但是加爾文神學認為這樣說法不妥，
它說 真正被神預知的事情 結果 定決定了
它說：真正被神預知的事情、結果一定決定了，
所以預知就等於預定，預知、預定不要分開。
比方說我現在把手錶拿下來
比方說我現在把手錶拿下來，
 這個手錶我要不要放，當然你不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我要不要放
 如果你問：神知不知道？
答案是知道的，神無所不知
那現在產生一個問題–
神預先知道我要不要放，
是根據祂的預知來預定我要不要放。
按照加爾文神學來看：
 如果神預知你要不要放，放不放的結果已經決定了
 若不然，神預知什麼呢？神預知你要不要放的結果
若不然 神預知什麼呢？神預知你要不要放的結果
所以預知就是預定，沒有分開。

亞米念神學
神預知你要不要放、
然後預定要不要放
奧祕：
神卻不影響你的自由意志
不干涉你要不要放
所 我們自己負責任要不要放
所以我們自己負責任要不要放
為什麼揀選甲，
為什麼揀選甲
因為神預知甲會信耶穌、
預知乙不信耶穌
預定甲得救、沒預定乙得救，
神預知他們信不信
神預知他們信不信、
卻不干涉他們的自由

加爾文神學
神預知你要不要放
就預定你要不要放了，
放不放是神的主權。
奧祕：神的主權，
我們也不能測透

這個問題十分不容易，因為聖經有好多經文
提出了神的主權 又同時提出了人的責任 兩個是並行
提出了神的主權、又同時提出了人的責任，兩個是並行，
按人的邏輯是不太通，有很多難解、難明白的，
只有到神那裏我們才能講清楚。
總結來說，聖經裏面這兩面都講：
一面強調神的主權，一面強調人的責任、人的自由，
面強調神的主權
面強調人的責任 人的自由
九22-23 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

神揀選一個人得救，
為什麼揀選甲不揀選乙
為什麼揀選甲不揀選乙，
是神主權的奧祕

九22 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

就多多忍耐 寬容那可怒 預備遭毀滅的器皿。
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
希臘文準確的翻譯「已經適合於遭毀滅的器皿」，
沒有說是神使他適合、還是人自己適合。
但是從上下文判斷，應該不是神使他適合遭毀滅，
神並沒有預定一些人要去滅亡…
 如果神預定他們要遭毀滅，那何必寬容、何必忍耐，
何必一直在那邊伸手招呼悖逆頂嘴的百姓？
直
邊
悖
嘴
所以神的心願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神在那邊忍耐 寬容
神在那邊忍耐、寬容
 但是這些人剛硬、抵擋、拒絕，
所以不是神要負這個責任、還是人要負這個責任
講到神的主權、神的預定，我個人可以接受
神預定得救的人 但不要強調神預定滅亡的人
神預定得救的人，但不要強調神預定滅亡的人，
那樣的話，至少不適合於 羅九22

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
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
預備遭毀滅的器
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
蒙憐憫 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和合本的翻譯很容易作出一個判斷：
神同時預定得救的 跟滅亡的
神同時預定得救的、跟滅亡的，
神預定了遭毀滅的器皿、得榮耀的器皿，
就產生了所謂的「雙重預定論 ，
就產生了所謂的「雙重預定論」，
得救、神預定，滅亡、神預定。

有關神的預定、人的責任和自由，
一直是教會歷史上難以解決的問題。
直是教會歷史上難 解決的問題
中世紀有相當多的學者是屬於溫和的預定主義，
 沒有預定滅亡、滅亡是自己適合遭毀滅
沒有預定滅亡 滅亡是自己適合遭毀滅
 有的人用這樣的例子：神像太陽照射下來，
冰塊就融化了，濕的泥土就愈來愈硬了，
人自己的情況要負責任，
是冰塊 還是濕泥土呢？
是冰塊、還是濕泥土呢？
 若是濕泥土，愈來愈剛硬
 若是冰塊，愈來愈融化、能領受神的恩典
若是冰塊 愈來愈融
能領受神的恩典
加爾文主義以後成立了五大要點，
亞米念主義反對五大要點 成為另外五大要點
亞米念主義反對五大要點、成為另外五大要點，
但是再強調：神的主權、人的責任，
 是並行、並列、並存
 都要尊重聖經裏有這兩面的教導

回答一個問題–
神是不是棄絕了以色列百姓呢？
保羅回答說：沒有！
神在歷史中為要實現祂的救恩，
現在外邦人得到福音、會激發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到了外邦人數目添滿的時候，全家都要得救…
以色列人到了外邦人數目添滿的時候，全家都要得救

羅十一

十一11-12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斷乎不是！

反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
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
何況他們的豐滿呢？
猶太人失腳、過失、缺乏，是一樣的意思–
猶太人不信耶穌、拒絕耶穌、不肯悔改，
肯悔
外邦人就富足了、天下就富足了，
福音傳到整個外邦 外邦就信主了
福音傳到整個外邦，外邦就信主了。

接下來兩個比喻提醒外邦基督徒：新麵跟全團、樹根跟樹枝，
 新麵聖潔、全團聖潔，樹根聖潔、樹枝聖潔
新麵聖潔 全團聖潔 樹根聖潔 樹枝聖潔
 新麵和樹根，都指著信心的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是以色列人的列祖 也是外邦信而稱義者的列祖
是以色列人的列祖，也是外邦信而稱義者的列祖…
十一28 就著福音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

就著揀選說 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
就著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
以色列人因為列祖的緣故蒙神的愛
 因為列祖信心的榜樣，我們這些因信而稱義的人，
就同蒙恩惠、同蒙因信稱義、同蒙神賜的福分


外邦像野橄欖枝子被接在橄欖樹上，
猶太民族原本的枝子卻被摘下來，
所以外邦基督徒不要自高、不要驕傲、要謙卑，
 神沒有愛惜猶太民族、把他放下來
 祂也會把自高、不因信的，也會放下來

什麼叫作猶太人的豐滿？
15 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
若他們被丟棄 天 就得與神和好
跟失腳、過失、缺乏，一樣的意思，拒絕耶穌
他們被收納(他們的豐滿) 豈不是死而復生嗎？
他們被收納(他們的豐滿)，豈不是死而復生嗎？
25-26 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什麼時候添滿、數目是多少，這是奧祕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15 豈不是死而復生–啟示錄告訴我們：

那個時候耶穌要再來、第一次復活的事發生，
已死的 大災難殉道的眾聖徒 都要復活
已死的、大災難殉道的眾聖徒，都要復活，
就是死而復生、要開始千禧年的福分了
以色列人失腳、過失、缺乏、被丟棄，福音傳遍普天下
當外邦人數目滿了、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
 得救了之後，所有不管猶太人、外邦人，
得救了之後 所有不管猶太人 外邦人
信耶穌的都要經歷頭一次復活、進入千禧年



最後，有一天救主從錫安而來，
消除雅各家 切罪孽 以色列人全家得救
消除雅各家一切罪孽、以色列人全家得救，
這裏的以色列人，是指著真的以色列民族。
 以色列民族到今天是非常抵擋耶穌、不信耶穌，
但是有一天、應該是在將來大災難的時候，
他們面臨危險 甚至被滅亡，
他們面臨危險、甚至被滅亡，
他們悔改認罪、信了耶穌，耶穌基督拯救了他們
 無論外邦人、無論猶太人，
無論外邦人 無論猶太人
都是因信耶穌基督的拯救而得永恆的福分
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應該是指著民族性的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
應該是指著民族性的以色列人
到將來外邦人數目滿了，
色列民
色列
神要拯
們
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神要拯救他們。
神的作為真是奇妙、智慧、知識、判斷、蹤跡，
超越人的明白 超越人的想像
超越人的明白、超越人的想像，
榮耀歸給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