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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護理上帝的護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不要想到醫院那個護理，那比較狹義，專門在照顧病人

是上帝在創造之後，祂對所造的萬物繼續保護跟管理是上帝在創造之後，祂對所造的萬物繼續保護跟管理

有一種錯誤的神論 — 自然神論，不是無神論，

有神創造了萬物，可是造了以後，

設定了自然律，可以讓自然界自行運轉

創造人類，給人類聰明、智慧，

可以來保護、管理人類社會來保護 管 會

上帝就不直接介入、不直接的管理

這是錯誤的，我們來看聖經是怎麼描寫的—
聖經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

上帝創造以後，用幾個方式繼續保護和管理…

護理的主要方式，

一、用自然律來護理— 自然界是上帝創造的，

自然律是上帝設定在那裡的…

來一3b 祂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耶穌基督 是萬有自然就存在 自然就運轉耶穌基督，不是萬有自然就存在、自然就運轉

尼九6 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保羅 羅馬書一到十一章都在講救恩論，最後頌讚神 —

萬有都是本於祂 依靠祂 歸於祂羅十一36 萬有都是本於祂、依靠祂、歸於祂。

本於祂是神的創造，歸於祂是到最後末世論…本於祂是神的創造 歸於祂是到最後末世論

依靠祂就是前面提到的…
不是自動就可以存在、就可以運行的，不是自動就可 存在 就可 運行的

不是獨立自主的，靠著神才能夠運轉

西一17b 萬有也靠祂而立。

萬有能夠立定、存在、正常運作，

是靠著耶穌基督的權能。是靠著耶穌基督的權能

徒十七27b-28a (保羅在雅典佈道，跟雅典人提到)

祂其實離我們各 遠祂其實離我們各人不遠，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

我們肉眼雖然看不見上帝，其實祂就在我們身邊，

如果不是神在照顧我們，我們早就滅亡了…如果不是神在照顧我們 我們早就滅 了

太五45b 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 給義 也給不義的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那一些否定上帝、不承認上帝的人，上帝還在照顧祂，那 否定上帝 不承認上帝的人 上帝還在照顧祂

要不然所有的植物都不會成長、動物也不能活下去。



詩一四七8-9 祂用雲遮天，為地降雨，使草生長在山上。

祂賜食給走獸和啼叫的小烏鴉祂賜食給走獸和啼叫的小烏鴉。

如果日頭一直強烈的照耀我們，這樣也不行，

該遮蔽時，祂會用烏雲來遮蔽

烏雲密布的時候，也就是要降雨了，

雨水可以滋潤大地，才能夠使草生長在山上，

山坡才有綠地，有各樣的植物長出來才有綠 有 樣 來

走獸、甚至不起眼的小烏鴉，上帝也照顧他

太十29 兩個麻雀不是只賣一分銀子麼？

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我們肉眼看不到上帝，

可是祂用我們看不見的定律、能力、智慧，可是祂用我們看不見的定律 能力 智慧

在照顧著自然界的一切。

二、上帝透過人的理性跟德性來護理。

這個世界 基本上上帝是交給人類來管理的這個世界，基本上上帝是交給人類來管理的，

所以人類有理性、德性，能知道是非，

可以制定法律、進行教育工作

可以有政治、環保、藝術文化、

許多方面的能力來照顧這個世界

讓世界、人類社會可以運作、繼續進行下去

三、上帝直接介入地上的政權。

實際的 比倫 尼布甲尼撒王實際的例子，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

統治的是偉大的巴比倫帝國 —
王宮氣派輝煌、城市是那麼的大

城牆那麼高那麼厚，可以跑六部馬車

難怪他的君王會產生驕傲的心…

但是上帝指著巴比倫王說預言…

但四25 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

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濕，且要經過七期。等你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有精神醫學的書 說最早精神分裂的疾病有精神醫學的書，說最早精神分裂的疾病，

產生脫離現實的妄想，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七年之後他才醒悟過來、才回到王宮，

過去的驕傲不見了，他知道他並不偉大 —
偉大的君王可以變成被人瞧不起的野獸

才知道真正的掌權者不是偉大的巴比倫王，

乃是偉大的上帝，

祂把國權賜給誰就賜給誰，

從誰奪回來就奪回來，讓大君王變成野獸

但二21a 祂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

尼布甲尼撒王夢見巨像 —
金頭、銀胸、銅腹、鐵腿、半鐵半泥的腳，

也是在預告、啟示上帝對歷代的政權，

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祂是有主權的。在 未來 祂是有 權的

政權表面是一堆人爭權奪利，發生很多殘暴、荒謬…的事，
雖然有些政權很荒唐，但也是上帝暫時任憑的雖然有些政權很荒唐，但也是上帝暫時任憑的

上帝有給每一個政權一定的時期，

對所有的掌權者有祂的管理 廢王、立王對所有的掌權者有祂的管理 — 廢王、立王

徒十七26 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上帝對人類，無論哪一個種族、民族、國家、個人，上帝對人類 無論哪 個種族 民族 國家 個人

上帝有祂所定準的年歲跟疆界。



箴廿一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

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看起來是王在掌權，

甚至作威作福、為非作歹、作惡多端

王的權柄是有限的，上帝給他很高的自由、權柄，有限的 自 柄

但有上帝所定的期限、範圍，只能在神許可的範圍 —
許可不等於讚許，有時只是暫時任憑許可不等於讚許 有時 是暫時任憑

當他太超過時，上帝會把他約束住，

讓他告一段落、不能夠逾越神的計畫讓他告 段落 不能夠逾越神的計畫

保羅說：我們要尊敬政府的權柄…

羅十三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政權的存在是神許可的，神要透過政權來管理老百姓。

政權呢…
羅十三4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

你若作惡，卻當懼怕；

惡人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

政權、公權力，是有權力的，

劍甚至於可以執行死刑

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這裡講的是正常的政權，這裡講的是正常的政權

如果一個政權已經太爛，這樣的政權撐不久的

正常政權還存在的時候，是在秉公行義、正常政權還存在的時候 是在秉公行義

賞善罰惡、保護百姓、懲罰惡人的，

這樣的政權是應該尊敬的這樣的政權是應該尊敬的

上帝對政權有祂所賦予的權柄

四、上帝藉著超自然的神蹟來護理。

上帝藉著自然律來護理 我 看得 像習 為常上帝藉著自然律來護理，我們看得好像習以為常，

實際上背後是神權能的命令托住這一切

還有一些超自然的神蹟 —
超自然的神蹟不是一天到晚都有的，

主耶穌：「聽見就信的，是更有福的。」

有一些比較沒有信心的人，

是要看見神蹟才會相信，耶穌說這些是小信的人

上帝也許可神蹟，讓一些人經歷這些神蹟，才信

神蹟有三個主要的目的 — 1. 彰顯神的榮耀，

有一次門徒看見一個生來就是瞎眼的人，就問耶穌說：有 次門徒看見 個生來就是瞎眼的人 就問耶穌說：

「這個人生來瞎眼，是他的罪、還是他父母的罪呢？」

耶穌說：「都不是，是要在這個人身上顯出神的榮耀。」耶穌說： 都不是，是要在這個人身上顯出神的榮耀 」

有些神蹟是要人在神蹟、作為裡，看見神的榮耀、能力。

2. 解除人的疾苦，

例如 醫病的神蹟 急難的救助例如：醫病的神蹟、急難的救助，

人的痛苦一下子就除去，甚至死人復活。

這是上帝對人類的愛 解除人類的疾苦這是上帝對人類的愛，解除人類的疾苦

3. 使人得著救恩，

可十六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羅十五18b 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

有些人聽到救恩之道就悔改相信，有些人是經歷神蹟才信，有些人聽到救恩之道就悔改相信，有些人是經歷神蹟才信，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可以憑著信心、愛心，

為還沒有信主的朋友禱告，鼓勵他禱告、向上帝求告。為還沒有信主的朋友禱告，鼓勵他禱告、向上帝求告。

廣義的神蹟也包括神的作為、神的帶領，

有些人就經歷了超自然的神蹟有些人就經歷了超自然的神蹟，

真正的向神回轉、接受救恩、重生得救。



五、協合 Concurrence，
發生 起發生Occurrence發生、Concurrence一起發生，

上帝的能力跟萬有的能力互動、互相合作，

產生上帝所預定的結果。

羅八28a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羅八28a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一件事情發生絕非偶然，

所有事情不一定讓所有人得益處，

對有些人，只是一些無法理解、荒唐的事情

對愛神的人，上帝掌握一切、讓事情發生，

祂用祂的目的、手段、權能在控制，

不是讓每一個人都得益處，

是讓愛神的人得益處

舉例：創世紀約瑟的故事…
兄弟們把約瑟賣掉 被賣作奴隸命運是很悲慘的兄弟們把約瑟賣掉，被賣作奴隸命運是很悲慘的，

可是上帝保護約瑟，後來成為埃及的宰相。

以色列發生了饑荒，聽說埃及有糧食，

就派約瑟的哥哥來買糧食；

約瑟的哥哥當初是出賣約瑟的，

看見約瑟竟然還活著，害怕的不得了…

創四五5-8 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自憂自恨。

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

約瑟的詮釋說：是上帝任憑他們，約瑟的詮釋說：是上帝任憑他們，

作的是惡事，可是在上帝許可的範圍

這樣的行動不是出於你們，這樣的行動不是出於你們，

乃是出於神，是神許可的

創五十18-20 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

說：「我們是你的僕人說：「我們是你的僕人。」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我被你們出賣到這裡來，那個結果是— 神是有祂的好意，

這就是協合 concurrence的意思。

上帝的能力祂可以直接出手，

但是祂透過萬有的能力，包括人類的自由，是 透 萬有 自

包括約瑟哥哥濫用自由出賣弟弟，

這也是上帝利用的手段這也是上帝利用的手段

萬有的能力，跟神的能力是互動的，

在神的能力掌握之下，最後產生在神的能力掌握之下 最後產生

神所預定的結果，成就今日的光景

約伯的例子，

他經歷過莫名其妙的、巨大的苦難，

最後結論說：

伯四二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

這一些苦難雖然是在撒旦的慫恿、

也在上帝的許可之下發生的，的許

可是結局有意義的 —

約伯經歷過這一切事情之後，約伯經歷過這一切事情之後，

不但有原來對上帝的敬虔，

而且產生對上帝更親切、更深切的認識，而且產生對上帝更親切、更深切的認識，

「不但風聞有神、相信神，

他親眼看見神 經歷到神他親眼看見神、經歷到神。」



對神的護理，三個可能的誤解…
自然神論 上帝不直接介入一、自然神論，上帝不直接介入，

只有間接透過自然律跟人類來管理

二、既然上帝護理、主宰一切，就把一切責任都推給神，

甚至於做壞事，也是認為是上帝預定的。

上帝許可壞人做壞事，並不是慫恿你去做壞事，

你做壞事、你偷懶，還是有責任的，

還是要跟上帝負責任，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上帝

三、機械式的護理觀，神護理、預定、掌理一切，三 機械式的護理觀 神護理 預定 掌理 切

人類跟動物就好像只是被上帝的程式設定好的，

就只是機器人、像傀儡一樣操縱而已，不是的。就只是機器人 像傀儡 樣操縱而已 不是的

神的護理是動態，神跟人之間是互動的，

神的自由、人的自由、其他動物的自由，神的自由 人的自由 其他動物的自由，

是互動的，最後產生神所要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