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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創世記 1:1 節：「起初神創造天地。」 

何謂上帝的護理 

這一章我們談的是上帝創造天地之後的工作。上帝創造天地以後並不是丟著不管，仍然

持續的護理祂所創造的，這就是上帝的護理之工（providence）。 

何謂「上帝的護理」？簡單地說，就是上帝全然的保護和管理。我們看這個世界的紛擾，

有時會以為幾乎要失控了，有些人就會懷疑而問上帝，說，「上帝，祢在在哪裡呀？這

個世界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即使人類墮落後，把這個世界搞得亂七八糟，上帝還在

保護，上帝還在管理，這世界仍不致完全的失控。 

我們舉五段聖經的經文，來初步認識上帝的護理： 

 「祂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一 3） 

許多人以為這世界運行的自然律，其實是自然存在的。在神學上，我們所謂的「自然」

其實也是上帝設計的。世界上所有人造的機器，都要有動力，是要消耗能源的。若我們

把地球想像成一個巨大的機器，而這麼大的機器在運轉，難道不需要動力嗎？這其中所

需要的，必然是很強大的能量。聖經告訴我們，其實是上帝親自在托住這一切的。 

我們可以再列出幾處經文，來說明上帝的護理：「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尼 9:6）；「萬

有都是本於祂、依靠祂、歸於祂」（羅 11:36）；「萬有靠祂而立」（西 1:17）；「祂其實離

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徒 17:27-28）。 

使徒行傳這一段經文，是保羅在雅典佈道時所講的，他告訴人們上帝離我們是不遠的，

我們日常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於祂的護理，如果不是祂的照顧，人們根本活不下去，

而且這個世界的歷史也很難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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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下來就從幾個面向來認識上帝護理的特性。 

公平性與普世性 

我們舉幾處經文來看上帝護理一些特性。「你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

不義的人。」（太 5:45）這節經文顯示出上帝的護理的普世性，甚至連那些抵擋上帝的

人，上帝仍然照顧他們。「祂用雲遮天，為地降雨，使草生長在山上。賜食物給走獸和

啼叫的小烏鴉。」（詩篇 147:9）這節美麗的經文描寫上帝照顧世界中很細微的動作，萬

物無論大小多寡祂都照顧，不單照顧走獸，也照顧小烏鴉。 

「上帝噓氣成冰。寬闊之水也都凝結。他使密雲盛滿水氣，布散電光之雲。這雲是藉他

的指引游行旋轉，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為責罰，或為潤地，或為施行

慈愛。」（伯 37:10-12）上帝可以藉著自然界彰顯祂的慈愛和照顧，也可以在自然界中

彰顯祂的忿怒。我們不要以為那些在天災中受難的人就是惡人，但如果人類不回轉重新

認識上帝，那麼災難就會藉著這個世界的苦難臨到那些心中沒有上帝的人。有一次有人

問耶穌說，房子倒塌時那些被壓的人是否是因為犯罪而遭受天災與苦難？耶穌的回答是，

按照人的罪，遲早都會死。只是有的人早，有的人晚（參見路加福音 13:4-5）。 

我們並不能完全明白為什麼某些人會遇到世上這般的苦難，例如 2009 年台灣的八八水

災，高雄縣的小林村居民有很多人因水災造成的土石流而被掩埋，其中受害的人可能比

台北人還要善良。但是，聖經告訴我們，這世上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即使全球的氣

候似乎愈來愈混亂，但是我們相信這一切還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只是上帝容許這些事

如此發生而已。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太 10:29）

耶穌提到麻雀，既不起眼，又不值錢。但是如果上帝不許可，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所

以，整個自然界的運行都是上帝護理的範圍；而且，上帝的護理是普世性的，也是公平

的，即便對不信上帝的人，上帝仍然照護他們或者施行處罰。 

人類在上帝護理中的角色 

上帝使用一些第二因來護理世界，聖經中提到上帝透過人來管理世界，成為上帝護理的

管道。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 1:26） 

人當初被造的時候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而造的。為上帝管理陸海空的一切，當然是很有本

事的，但人背離了上帝，於是能力縮小了很多。即便如此，人類的潛在能還是很強的。

我們總以為現今科學發達，人類進步了許多，但是我相信在上帝的心目中，如果人不墮

落，原來的能力是更強的。 

雖然今天我們已經墮落了，上帝仍然許可我們，也藉著我們來管理這世界（指人類目前

的能力和景況）。雖然現在世上的一切，我們有很多無奈和不滿，可是如果沒有上帝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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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的能力，這世上的一切只會更壞更亂。 

上帝為人類設立婚姻，使男女互相幫助。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

一個配偶幫助他。」（創 2:18）上帝造了亞當後，認為那亞當獨居不好，所以又造了夏

娃。所以，從配偶來的幫助也是上帝護理的方式。 

這節經文是講妻子幫助丈夫，但在其他的經文卻說，丈夫要愛護妻子。「雖然上帝有靈

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

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瑪 2:15）所以，夫妻按著上

帝的命令需要互相照顧，這樣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也就延伸與傳承，代代不息了。 

上帝只為亞當造了一個太太-夏娃，所以，一夫一妻制是為著培養敬虔的後裔，這是上

帝的旨意，「要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詭詐待…所娶的妻。」上帝賜福遵守婚約的父母來

培養下一代，而父母也是用婚姻制度成為保護家庭的方式。很遺憾的是，現在社會對婚

姻和家庭是愈來愈不尊重。我們看到現在社會上的離婚率愈來愈高，一位歐洲社會學的

學者竟然還認為這是一種進步，表示我們不再受刻板制度的束縛了。若真是如此，你再

進步看看，這把火一定會燒到你家的。 

哲學家羅素故意幾十年不結婚，藉以表示他很先進。其實他這種觀點對這世代的破壞太

大了。因為，現在社會上許多的亂象，主要就是因為家庭亂。其實，孩子糟糕很大部分

是父母造成的，其中有一大部份是因為婚姻的隨便所導致的。 

婚姻制度其實也是上帝護理世界的方式，可是有許多人不接受這個真理，以致許多人輕

看婚姻，任意離婚，這真的是莫大的「人禍」。而這種效應也影響更多人因此而離開了

真理。一旦沒有了真理的「束縛」，你以為就是無拘無束的「自由」嗎？疾駛的火車一

旦離開了軌道，是會翻車出車禍的，而出軌的火車，無論在車上的人，或在一旁無辜的

百姓，或多或少都會受連累的。 

如果社會動亂，發生了巨大的災難，我們是不可能免除於外的。所以我們要對這真理，

也就是接受婚姻制度，與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關係，並且享受在這其中從上帝而來的祝福。

如果婚姻裡的人要出軌，只想走到婚姻的外面，要否定家庭的價值，這種結局是會很慘

的。我們一定要回到原來上帝美善設立的心意，才會有真正的幸福，而這種幸福就是上

帝對我們人類社會護理的方式。 

古人就知道安家固邦，雖然聽起來很老套，但是一旦任意違反，災難往往很快就會來臨。

其實從現在世界的社會情況看來，災難其實已經來了。我們真的是要藉以警惕，哀矜勿

喜。 

政治、民主與主權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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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因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

的佩劍，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十三 1,4） 

通常一般人認為政治很亂、很骯髒，但是聖經告訴我們，政治也是上帝許可的。政治上

的掌權者是代表上帝來保護人民的，按著上帝的公義來賞善罰惡的。政治裏有很多的不

公義的事，再好的政府也會有很多的不公義，歷史上專制時代不會拖太久的，因為專制

是上帝所不許可的。現在是民主時代了，政權的輪替會比古代專制時代要快。古代專制

的政權會因為失去民心而被推翻，但是爛政權作的不好，若是變成無政府狀態，那是更

不好的。 

沒有政權的存在，就是每個人自己做王，大家想想情況會變成怎麼樣？當然，政權的好

壞我們還是要盡責，用心監督，只是現在已經不流行教導人民自己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了。在六十年代，美國總統甘迺迪還可以大聲的說:「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而

是要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現在沒有人會講這樣的話了。 

難道我們天真的以為政府會自動地把每一件事都做好嗎？現在的政府，只要對人民要求

多一點，大家就很不滿了。例如曾經在台灣，有位衛生署長因為呼籲社會上一些比較有

錢的人，應該可以多繳一些健保費，就已經被罵慘了。其實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應該可

以主動一點，可以多盡一些社會責任，以幫助政府能有更多的資源來照顧更多的人民。

在這些方面我們是應該要支持政府的。 

而對政府作的不對的事，我們有時可以加以責備，但是也不要整天在那邊批評。我們可

以為政府禱告，這也是盡我們作為基督徒的責任。如果上帝讓基督徒執政，不論是擔任

小小的鄰長或是里長，我們也可以倚靠上帝，好好的照顧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把他們當

自己的孩子般呵護。雖然他們未必會把你當爸爸看，但是你還是要把他們當孩子一般的

照顧，這也是上帝護理的方式。 

政權的終極主權在上帝 

關於上帝對政權的護理，聖經告訴我們，上帝可以直接介入政權的。表面上，我們以為

民主制度是人們在選執政者，但是如果上帝不許可，有些事也絕對不會成就；另一個角

度而言，即使有些事看起來是上帝許可的，也不一定是為了地上的好處，而是上帝有一

套計畫要成就。 

有時候從人們觀察一些政治上的事，其實是很荒唐的，歷史上有時費了很大的力氣把一

個舊的政權推翻了，結果卻扶持出一個更壞的政權。如果我們只從短暫的時空裡來理解，

很多事會看不懂，會覺得很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一些，就會看到其實都

是掌握在上帝手中。 

但以理書 4:25 節說：「王阿！講解就是這樣：臨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於至高者的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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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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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當時的巴比倫帝國中擔任總理的但以理對國王尼布甲尼撒說:「你要被趕出去，離開世

人。」尼布甲尼撒本來是個偉大的君王，但是很驕傲，於是上帝讓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他求問但以理，但以理為王解夢說:「你要吃草如牛, 在外七年。」為的是要尼布甲尼撒

知道上帝是在人的國中掌權的，上帝定義要把政權賜給誰就賜給誰，人們不要以為自己

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君王。 

在西元前七世紀的巴比倫帝國是不可一世的，他的城牆又高又厚，城牆的寬度可以讓七

部的馬車在上面奔跑。可是巴比倫如今在哪裡呢？他的遺址就在伊拉克巴格達的城外，

已經完全毀壞，只剩下一點遺蹟的廢墟了。在中國歷史上，陝西的西安也可以看到古代

的部份遺蹟，城牆上有的寬度也真的可以讓七部馬車在上面奔跑。 

即便是再偉大的王，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不可以驕傲的，因為尼布甲尼撒那麼驕傲，上帝

就令他變成像一隻野獸，他就到荒郊野外像野獸一般的吃草，並且也不回房子裡睡覺。

這個看似不可能的怪異記載，從現在的變態心理學教科書裡，已經可以找到類似的案例，

代表聖經的記載是十分可信的。 

我們再舉一節經文：「祂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但二 21）這裡我們看到所

有政權都在上帝的掌控中，即使是在專制的時代，也不是哪個專制的王可以掌控一切。

如果上帝不許可，無論多麼豐功偉業的君王都有可能立刻倒下來的。現今是民主時代，

好像人民可以全部做主，其實如果不是上帝許可一切，事情是不會這樣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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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7:26）這段經文讓我們看到，全世界的國家民族，他們的疆界和年線都有上帝的預定，

都不是人可以完全決定的。 

「王的心在耶和華上帝的手中如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 21:1）這段經文所指的「王」

不只是在講以色列的君王，連外邦人的君王也是在上帝的掌控中。人類當清楚明白政權

的存廢都有上帝的護理，在上掌權者當存敬畏的心來行使這個上帝許可，交給人間接、

暫時掌管的權利。 

上帝藉由超自然的神蹟來護理世界  

宇宙中的「自然」也是上帝的神蹟。上帝的作為不一定是超自然的作為才叫做神蹟，其

實「自然」本身也是神蹟。「自然」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也不是自然而然。例如每一朵

花都是那麼漂亮，我們今天有人學習插花的藝術，如果漂亮的花隨便湊在一起，而不是

有人去插花擺設的話，是不會整齊漂亮的。 

而人類習以為常的「自然」，其實是上帝設計的，是上帝所護理的；事實上，世界上沒

有比自然更困難的事了。很多我們以為簡單的其實都是不簡單的，背後都看得出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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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為。例如一隻黑色的牛，為什麼給牠吃綠色的草，卻能擠出白色的牛奶？又為何牛

奶被人飲後還可以長出黑色的頭髮。？這裡面的原理很簡單嗎？即使是最偉大的科學家，

是否能製造一台機器，放入綠色的草而可以擠出白色的奶來，甚至長出像黑頭髮？這在

人的科技上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所以我們要知道自然也是神蹟，並且這神蹟就是上帝的

護理。 

神蹟在末世的意義 

上帝的護理必要的時候，有時會用超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神蹟顯明，例如在新約使徒的

時代，常有神蹟奇事的發生，如醫病、趕鬼、等等的事。有學者認為神蹟在那個特別的

年代之後就沒有了，這個推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聖經並沒有明白告訴我們這世上不會

再有神蹟的發生，而或許可以說是最大的神蹟，主耶穌的死而復活不會再重覆。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12 章 39 節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

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這節經文的「沒有神蹟」是指不配看神蹟的意思。而

耶穌引用的約拿的神蹟，是藉由約拿在魚腹裡三天三夜的事，來預表他自己被釘在十字

架上，死後第三天復活的事。 

耶穌的意思是我們不配，但是他說這話之後，仍然繼續以神蹟來顯明他自己，也藉由神

蹟顯明他對我們的愛與憐恤。耶穌在傳道的過程行了許多的神蹟，但是我們不要以為這

是理所當然的，如果祂今天仍然給我們經歷一些超自然的現象，我們要了解這是祂特別

的一個作為。 

神蹟護理的目的 

(1) 彰顯上帝的榮耀：「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

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

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來。」（約 9:1-3） 

當我們看到別人的苦難時，先不要太快論斷，以為這樣的苦難是因為他的罪，或者罪是

從他的父母傳承而來，耶穌的回答是為了要在他的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也就是耶穌在

本章後面行神蹟使這位瞎子得以看見。 

(2) 解除人的疾苦。在四福音書中很多經文中，我們都可以看見耶穌施行神蹟，有醫治

病人，也有從人身上趕出小鬼等等事蹟，這些都顯出主耶穌的愛，並且藉著神蹟來解除

人的痛苦。 

(3) 使人得著救恩。耶穌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

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太 16:15-18） 

這是神蹟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在佈道的過程有神蹟奇事隨著他們。這裡我們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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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這二個字，按著這段經文的上下文，「他們」指的是傳福音的門徒，表示傳福

音是比神蹟還要優先的次序。 聖經中有人聽見所傳的道就信了，但是也有人要看見神

蹟才信，而耶穌稱許那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是更有福的。 

我相信到今天這個世代的我們仍然是不配看神蹟的，但是有些小信的人仍是要經歷一些

上帝的作為才信，我們還是可以在領人信主的過程為他禱告，使他更深的依靠上帝。 

有些人是一聽到福音真理就信了，這是最有福的的人。但是也有些人要經歷上帝的作為

他才會信。所以我們要常常為人禱告，，並且真心地了解與關心他，把他的困難帶到上

帝的面前，讓我們為眾弟兄姐妹一同來為他禱告，使他經歷「相信上帝」這件巨大的神

蹟。 

「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

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羅 15:18）在這裏，保羅提到他的佈道事工，是

先提「藉著我的言語」，再說「神蹟奇事的能力」，也就是佈道事工的目的就是要把救恩

之道傳講出來。 

我自己剛信主的時候，我的家人很不高興。我媽媽很擔憂我爸爸會因此而生氣。可是日

子久了以後，他們發現這個孩子有進步，特別是對父母的應對態度也有進步，所以他們

就覺得這個信仰不錯。所以，有些人是要看到我們的作為才信的，另外還有些人是要親

身經歷到神蹟奇事才信的但總的來說，就是聖靈的能力，藉著我們的言語，藉著我們的

行為，使人能因此回轉歸向上帝。 

追求神蹟不是信仰的目的 

耶穌有一次醫治十位大痲瘋的病人之後（約 17:12），只有一個人回來歸榮耀給上帝，比

例只有十分之一而已。所以，我們不要以為能行神蹟，人就會產生信仰與得救。如果一

個人只是經歷神蹟，卻沒有好好的明白救恩之道，他會跟隨主的機會大概也只有十分之

一。 

如果我們是因為對他說明耶穌的死而復活，使他明白我們的所犯的罪，和對上帝的虧欠，

這種信心就是上帝的道所能產生的果效，而因為上帝的道就信的主的人，後來跟隨主的

比例就會很高了。 

現在有些人誤以為會行神蹟的傳道人是比較偉大的，這種想法絕對不是對的。最近一位

牧師的兒子在推展神蹟佈道法，而他的父親也替他背書。在一次佈道會中，發生了有金

粉從佈道會的空中飄下來，甚至還有鑽戒會掉下來，並且還有人在台上作見證，說他銀

行戶頭裡的存款金額會增加。這絕對是不符合聖經的旁門左道。上帝會喜歡不義之財嗎？

把基督教傳講成這個樣子，絕對是很大的一個倒退的。 

連佛教徒或普通人都知道金粉，鑽戒，或帳簿裡憑空增加的是不義之財。要錢的話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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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去賺，怎麼還以為這種不勞而獲是更高的榮耀？這其中所顯示的是一種墮落，並且

這樣反而是讓基督教降格了。近年來還有人傳福音，宣稱若要發財，要幸福，要健康長

壽的話，就要信耶穌，我們當然相信耶穌有這個能力可以讓我們做生意會賺錢，身體得

著健康，人人婚姻幸福。但是這些都是地上短暫的福氣。如果是用這些理由來叫人信耶

穌反而會讓真正追求的人，看輕了基督教的精上帝。這麼作的結果，是比道家、佛家還

不如的，而到最後，人們還願意相信基督教嗎？ 

一個基督徒蒙上帝的恩典而重生，並且有上帝的靈，上帝的道，上帝的愛在我們心中，

使我們因著信心被稱義，得以和上帝合好，並且接受上帝所應許的永生。這些是超越世

上一切暫時的得失、榮辱、成敗、毀譽與禍福的。 

聖經對基督徒世上生活的基準是「有衣有餐，就當知足。」（提前 1:8）所以我們不是追

求事事都一帆風順，或是只求這世上屬乎物質的福氣。雖然上帝是一切豐盛的源頭，我

們可以仰望祂，並相信上帝會賜福我們，但若上帝給我們遇到一些困頓，我們仍然還是

可以信靠上帝，並且在任何光景中都以上帝為樂。 

所以神蹟是上帝護理世界的方式之一，而不是我們追求的全部，我們不要把重要性弄顛

倒了。如果一位傳道人或牧師忽略上帝的道，整天只求神蹟，這不但沒有比較偉大，反

而是一位比較虧欠的傳道人。我們一定要非常注意。 

上帝的護理之工的協合性（concurrence）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與上帝的護理之工有關的神學名詞，叫做「協合」。我們先為這個

名詞定下一個簡潔的定義，「協合」是上帝的能力和萬有的能力互動或合作，產生上帝

所預定的結果。 

羅馬書 8 章 28 節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的確，萬事的發生

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但看起來並非所有的人都得了益處，而是讓愛上帝的人得益

處。 

人類的歷史不論如何發展，一切終將歸於無有。如果我們只看地上的結果，許多事並不

見得符合「萬事都互相效力」。但是若我們看上帝的國，我們會發現上帝是按著祂永恆

中的旨意讓基督的政權愈來愈發展。 

耶穌基督會按照祂所預定的，讓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傳給萬民，直到地極。有時我們

不要因為自己的教會小就覺得自卑，而更要和基督連結在一起。即便我們只是上帝在這

世界上的一個小連結點，仍然可以靠著祂不斷的拓展下去。上帝的護理是遂行上帝的旨

意，誰都無法抵擋攔阻的。而世上一切事的發生，不論其過程如何發展，其最終目的必

然是為了讓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聖經中這種協合的例子非常多，我們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約瑟，當約瑟被他的兄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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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嫉妒而賣到埃及後好幾年（參創世記 37-45 章）。因著大饑荒使得約瑟和他的兄弟在

埃及相見的時候，他不但沒有報復他的兄弟，反而安慰他們說：「現在，不要因為把我

賣到這裡自憂自恨。這是上帝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如果不是當初你們

把我賣了，今天以色列全家人都要餓死了。所以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如果上

帝不允許，這一切也不會發生。而會發生的事既不是偶然也不會無意義，總是要成就上

帝的美意。 

另外一個常常令基督徒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約伯記。義人約伯遇到了那麼多的苦難，看起

來實在是很不公平的，在整本約伯記四十二章之前，聖經記載著他一直想找出答案。起

先他的三個朋友給他一些不太好的答案，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後來上帝向他顯現，用祂

自己的方式讓約伯更認識上帝之後，約伯因而說道：「我從前風聞有祢，今日親眼見祢。」 

約伯所受的苦難是否有意義？上帝為什麼允許撒旦去攻擊約伯？雖然，有許多事聖經沒

有完全啟示給我們看見，但是經過這些事情之後，我們清楚的看到，約伯因著苦難而更

認識了上帝，和衪的偉大和慈愛，而上帝也保守他，帶領他，讓他親眼看見上帝。這樣

的見證都是要讓愛上帝的人得著益處，並且成就上帝的旨意 

對「上帝的護理」的幾個誤解 

最後關於上帝的護理，常有的幾種誤解，簡述如下： 

錯誤一： 

自然上帝論（Deism）。上帝只用自然律管理自然，用道德律管理人類社會，不直接介入。

這種理解指出，雖然上帝創造一切，但是在創造之後，他就不管了，這是不對的，因為

上帝的護理一直沒有停歇。（約 5:17） 

錯誤二： 

既然上帝預定了一切，祂也要對所發生的一切負責。雖然上帝預定了一切，但是如果因

為自己不努力，導致結果不如我們的預期，責任還是在自己的。我們因為自己的疏忽悖

逆懶惰等所造成不良後果，把責任推給上帝，這是對上帝預定的誤解。 

錯誤三： 

機械式的預定論。把上帝的護理看成機械式的預定，人毫無自由。雖然上帝護理一切，

並且有一套衪所要成全的計畫，但是我們不能把它當成一種機械式的預定計畫，完全沒

有彈性，並且以為人類只是沒有自由，而被上帝任意擺佈。其實上帝對我們的預定，是

掌控了一切，卻是一種非常動態的預定，其中也包括了人的自由，絕對不是取消了人的

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