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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
对于神的主权、人的自由，
在预知和预定这一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在预知和预定这一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亚米念主义：
为什么神拣选雅各 不拣选以扫
为什么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
神是不是很独断独行、完全没有考虑人的反应呢？
不是的，
 神预知以扫将来会选择红豆汤、不选择长子名分，
所以根据预知，预定他不能成为他的子民
 神也预知雅各会信靠他、会敬畏、信从神，
所以还没有生下来、是非善恶没有做出来，
神预知雅各将来会有信靠他的心，
所以就先爱了雅各
这样就比较合理的一种说明了。

那神为什么兴起法老？
因为神预知法老是 直刚硬的
因为神预知法老是一直刚硬的。
出四、十一、十二章 都是讲
 神知道法老要刚硬、神知道法老不听、
神知道法老要刚硬 神知道法老不听
神知道法老不会照摩西的信息去做事
 另外
另外一面也强调神任凭法老
面也强调神任凭法老，
甚至可以翻成「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亚米念神学强调
亚米念神学强调，
神预先知道法老是要刚硬的，
所以就预定法老刚硬，
那么责任在谁？责任在法老。
这是亚米念神学把预知、预定分两样，
这是亚米念神学把预知
预定分两样
 预知在先、预定在后
 预知人的自由、人的选择，
预知 的自 、 的选择，
所以人要负责任

但是加尔文神学认为这样说法不妥，
它说 真正被神预知的事情 结果 定决定了
它说：真正被神预知的事情、结果一定决定了，
所以预知就等于预定，预知、预定不要分开。
比方说我现在把手表拿下来
比方说我现在把手表拿下来，
 这个手表我要不要放，当然你不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我要不要放
 如果你问：神知不知道？
答案是知道的 神无所不知
答案是知道的，神无所不知
那现在产生一个问题–
神预先知道我要不要放，
神预先知道我要不要放
是根据他的预知来预定我要不要放。
按照加尔文神学来看：
 如果神预知你要不要放，放不放的结果已经决定了
 若不然，神预知什么呢？神预知你要不要放的结果
若不然，神预知什 呢 神预知你要不要 的结果
所以预知就是预定，没有分开。

亚米念神学
神预知你要不要放、
然后预定要不要放
奥秘：
神却不影响你的自由意志
意志
不干涉你要不要放
所以我们自己负责任要不要放
为什么拣选甲，
为什么拣选甲
因为神预知甲会信耶稣、
预知乙不信耶稣
预定甲得救、没预定乙得救，
神预知他们信不信、
却不干涉他们的自由

加尔文神学
神预知你要不要放
就预定你要不要放了，
放不放是神的主权。
奥秘：神的主权，
我们也不能测透
透

这个问题十分不容易，因为圣经有好多经文
提出了神的主权 又同时提出了人的责任 两个是并行
提出了神的主权、又同时提出了人的责任，两个是并行，
按人的逻辑是不太通，有很多难解、难明白的，
只有到神那里我们才能讲清楚。
只有到神那里我们才能讲清楚
总结来说，圣经里面这两面都讲：
一面强调神的主权，一面强调人的责任、人的自由，
面强调神的主权
面强调人的责任 人的自由
九22-23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

神拣选一个人得救，
为什么拣选甲不拣选乙
为什么拣选甲不拣选乙，
是神主权的奥秘

九22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

就多多忍耐 宽容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希腊文准确的翻译「已经适合于遭毁灭的器皿」，
没有说是神使他适合、还是人自己适合。
但是从上下文判断，应该不是神使他适合遭毁灭，
神并没有预定一些人要去灭亡…
 如果神预定他们要遭毁灭，那何必宽容、何必忍耐，
何
何必一直在那边伸手招呼悖逆顶嘴的百姓？
直在那边伸手招呼悖逆顶嘴的 姓
所以神的心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神在那边忍耐 宽容
神在那边忍耐、宽容
 但是这些人刚硬、抵挡、拒绝，
所以不是神要负这个责任 还是人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不是神要负这个责任、还是人要负这个责任
讲到神的主权、神的预定，我个人可以接受
神预定得救的人 但不要强调神预定灭亡的人
神预定得救的人，但不要强调神预定灭亡的人，
那样的话，至少不适合于 罗九22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
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和合本的翻译很容易作出一个判断：
神同时预定得救的 跟灭亡的
神同时预定得救的、跟灭亡的，
神预定了遭毁灭的器皿、得荣耀的器皿，
就产生了所谓的「双重预定论」，
就产生了所谓的「双重预定论」
得救、神预定，灭亡、神预定。

有关神的预定、人的责任和自由，
一直是教会历史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直是教会历史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世纪有相当多的学者是属于温和的预定主义，
 没有预定灭亡、灭亡是自己适合遭毁灭
没有预定灭亡 灭亡是自己适合遭毁灭
 有的人用这样的例子：神像太阳照射下来，
冰块就融化了 湿的泥土就愈来愈硬了
冰块就融化了，湿的泥土就愈来愈硬了，
人自己的情况要负责任，
是冰块、还是湿泥土呢？
 若是湿泥土，愈来愈刚硬
 若是冰块，愈来愈融化、能领受神的恩典
冰块， 来
神
加尔文主义以后成立了五大要点，
亚米念主义反对五大要点、成为另外五大要点，
但是再强调：神的主权、人的责任，
 是并行、并列、并存
 都要尊重圣经里有这两面的教导

罗十一 回答一个问题–

神是不是弃绝了以色列百姓呢？
保罗回答说：没有！
神在历史中为要实现他的救恩，
神在历史中为要实现他的救恩
现在外邦人得到福音、会激发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到了外邦人数目添满的时候 全家都要得救
以色列人到了外邦人数目添满的时候，全家都要得救…
十一11-12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犹太人失脚、过失、缺乏，是一样的意思–
犹太人 信耶稣 拒绝耶稣
犹太人不信耶稣、拒绝耶稣、不肯悔改，
肯悔改
外邦人就富足了、天下就富足了，
福音传到整个外邦 外邦就信主了
福音传到整个外邦，外邦就信主了。

接下来两个比喻提醒外邦基督徒：新面跟全团、树根跟树枝，
 新面圣洁、全团圣洁，树根圣洁、树枝圣洁
新面圣洁 全团圣洁 树根圣洁 树枝圣洁
 新面和树根，都指着信心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是以色列人的列祖 也是外邦信而称义者的列祖
是以色列人的列祖，也是外邦信而称义者的列祖…
十一28 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就着拣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以色列人因为列祖的缘故蒙神的爱
 因为列祖信心的榜样，我们这些因信而称义的人，
就同蒙恩惠、同蒙因信称义、同蒙神赐的福分


外邦像野橄榄枝子被接在橄榄树上，
犹太民族原本的枝子却被摘下来，
所以外邦基督徒不要自高、不要骄傲、要谦卑，
 神没有爱惜犹太民族、把他放下来
 他也会把自高、不因信的，也会放下来
高
信

什么叫作犹太人的丰满？
15 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跟失脚、过失、缺乏，一样的意思，拒绝耶稣
他们被收纳 (他们的丰满)，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他们的丰满)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25-26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什么时候添满 数目是多少 这是奥秘
什么时候添满、数目是多少，这是奥秘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15 岂不是死而复生
岂不是死而复生–启示录告诉我们：
启示录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耶稣要再来、第一次复活的事发生，
已死的、大灾难殉道的众圣徒，都要复活，
就是死而复生、要开始千禧年的福分了
以色列人失脚、过失、缺乏、被丢弃，福音传遍普天下
以色列人失脚
过失 缺乏 被丢弃 福音传遍普天下
当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
 得救了之后，所有不管犹太人、外邦人，
信耶稣的都要经历头一次复活、进入千禧年



最后，有一天救主从锡安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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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以色列人，是指着真的以色列民族。
 以色列民族到今天是非常抵挡耶稣、不信耶稣，
以色列民族到今天是非常抵挡耶稣 不信耶稣
但是有一天、应该是在将来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面临危险、甚至被灭亡，
他们面临危险、甚至被灭亡
他们悔改认罪、信了耶稣，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们
 无论外邦人、无论犹太人，
都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得永恒的福分
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应该是指着民族性的以色列人，
到将来外邦人数目满了，
，
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神要拯救他们。
神的作为真是奇妙、智慧、知识、判断、踪迹，
超越人的明白、超越人的想象，
荣耀归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