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主權 
        與 

     人的責任 
台北信友堂 



神的旨意、權能、全能 



上帝的主權 

問：上帝能否造出一塊祂舉不起的石頭？ 

「主權」/「自由」作為上帝的屬性 
大公教會規範內的所有傳統皆同意：a. 上帝本體的自存
性（aseity）及無條件性（unconditionedness）；b. 上帝原初
創造的旨意是完全自由、無條件的 

各派爭議：不在於上帝的「絕對權能」（potentia absoluta），
而在於上帝的「定旨權能」（potentia ordinata） 
 



絕對權能與定旨權能 

中世紀唯意志論（voluntarism）：上帝有自由違背祂自己的屬
性以及既定旨意 
 
半柏柆糾主義（semi-Pelagianism）的發展 
亞米紐主義（Arminianism） 
High Calvinism及Hyper Calvinism 

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上帝不會違背祂自己，也不會出爾
反爾 
 
改革宗正統（Reformed orthodoxy）：上帝旨意的不變性
（immutability） 
 

問：何謂「自由」（freedom）？ 

 



常見迷思 

「改革宗相信預定論，亞米紐主義不相信預定論」 

「改革宗相信人得救在乎神的主權，不在乎人的決定」 

「亞米紐主義肯定人的責任；改革宗否定人的責任」 

「改革宗肯定神的主權；亞米紐主義否定神的主權」 

「改革宗不相信禱告有功效」 



破解迷思 

事實：亞米紐主義與改革宗持不同的預定論 

事實：亞米紐主義肯定神的主權，也肯定人的責任，其間
關係為「部份－部份」（pars-pars、partim-partim），亦即
「神人合作論」（synergism） 

事實：改革宗肯定神有完全的主權，也肯定人有完全的責
任，其間關係為「完全－完全」（totum-totum、totus-totus），
乃「神恩獨作論」（monergism－－易產生誤解的名詞） 
路德宗及改革宗救恩論的 simul iustus et peccator 
路德早年的極端預定論（否定人的選擇意志） 

事實：改革宗正統相信禱告可以搖動神的手 

事實：亞米紐主義與極端加爾文主義 = 相同出發點 



預定論的兩個層面 

普遍預定論  與創造論（護理）的關係 

特殊預定論（揀選論：雙重預定） 與救恩論的關係 

改革宗與亞米紐主義對於普遍預定論的見解大致雷同，皆
相信上帝在創世以先已預備基督的救恩，並預定歷史的結
局：亞米紐主義不是開放神論（open theism）或進程神學
（process theology） 

改革宗與亞米紐的主要爭議：特殊預定論 
上帝的揀選是否有任何條件？ 
相關問題：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亞米紐與柏柆糾之
區別：前者否認罪人有靠行為稱義的意志能力） 



加爾文 & 奧古斯丁 

 “We make most sound confession… that God the Lord of 
all things, who made all things very good, foreknew that 
evil would arise out of this good, and also knew that it 
contributed more to His glory to bring good out of evil 
than not to allow evil at all; so He ordained the life of men 
and angels so that in it He might first show what freewill 
could do, and then what the gift of His grace and the 
judgment of His justice could do.”  



加爾文論 permissio 

“[Nothing can be done] unless God omnipotently 
willed it should be done, either by permitting it to be 
done or by doing it Himself.”  

“It is as easy for Him to do what He wills as to permit 
what He does not will.”  
 
奧古斯丁的影響 



加爾文： “No mere permission” 

Institutes 1. 18. 1 

“God was the author of that trial of which Satan and 
his wicked thieves were the ministers.”  

仍使用 permissio：“[God] does not unwillingly permit 
it, but willingly; nor would [God], being good, allow 
evil to be done, unless being also almighty he could 
make good even out of evil.”  



改革宗正統 

多特會議： “Efficaciously permissive decree” 

多特&西敏：拒斥 “author of evil” 一說 



神的揀選與人的責任 

加爾文： “No disregard for intermediate causes” 

顯明的旨意（revealed will）及隱藏的旨意（hidden will）：
申廿九29 

羅馬書第十章：得救的原因 

人滅亡的原因：permissio 

改革宗所流行的「棋局」比喻 

實踐：加爾文論禱告 

實踐：傳福音與神的主權（太廿八，大使命；徒十八） 



多特信經的揀選論 



Caveats 

多特會議：並非為制定整套改革宗教理而召開 

具教理規範性，但並不全面（為『改革宗』的必
要條件，但非充份條件） 



教義史背景 
柏拉糾（Pelagius，四-五世紀） 

 否定「原罪論」：亞當只是壞榜樣 

 自由意志：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來行律法、信福音  

奧古斯丁 

 人有原罪：墮落的人無法行律法得救、無法憑自己聽信福音 

 惟有神先行的恩典（prevenient grace）能預備人心，聽信福
音 

 神將恩典賜給祂無條件揀選的人 

卡西安（Cassian，四-五世紀） 

 半柏拉糾主義：天主教主流 

 



亞米紐主義五要點 
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內部的亞米紐派提出五要點，抗議
《海德堡要理問答》與《比利時信條》： 

 1. 人意志的自由 

 2. 神有條件的揀選 

 3. 基督為普世死 

 4. 可抗拒的恩典 

 5. 從恩典墮落的可能 



多特會議的決議 
1618多特會議，為期七個月，154次開會，制定改革宗
正統的規範，後人稱之為「加爾文主義五要點」（容
易誤導人）： 

 全然敗壞（全然無能） Total Depravity (Total 
 Inability) 

 無條件的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限定（確定）的救贖 Limited (Definite) Atonement 

 不可抗拒的恩典（有效恩召）Irresistible Grace 
 (Efficacious Call) 

 聖徒的恆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多特會議的決議 

Maccovius Affair 

同時否定後人所謂 “High Calvinism” 與亞米紐主義 

肯定人的意志與責任 

上帝主權與人的責任：totum-totum 



經文：全然敗壞 

羅五6、八7、約五15：「墮落入罪的景況的人，
完全失去所有靠意志行出使人得救的屬靈善行的
能力」（西敏信仰告白IX.iii） 

弗二1、5、西二13：靈性上的死亡 

約六44、65、林前二14、弗二2-5、多三3-5：「人
無法靠自己的能力歸信基督，或是預備自己得著
救恩」（西敏信仰告白IX.iii） 

 



經文：無條件的揀選 

弗一4、羅九11-13、18、提後一9：揀選不是因人
的好壞 

帖後二13-14、徒十三48、十八27、雅二5：揀選不
是因神預知人的信心 

彼得前書一章2節：「預知」（prognosis） 

 



經文：確定的救贖 

約十七6-9、太一21、弗五25-27 

見約翰歐文，Death of Death 



經文：有效的恩召 

林前十二3、彼前一2、徒十三48、羅一6、徒十六
11-15、弗二8-9 

 



經文：聖徒的恆忍 

賽五十四10、約十27-30、六37、39、羅八28-39 

 



墮落前後揀選論的爭議 

Lapsarianism Controversy 

次要定義：上帝旨意的次序（ordo decretarum Dei） 

首要定義：揀選的對象（obiectum praedestinationis） 

Loraine Boettner 的評論：駁唯意志主義（high 
Calvinism 與亞米紐主義跟改革宗正統的距離一樣
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