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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的安瑟倫本體論 

中文網址： 

http://www.edzx.com/zxdj/%E5%AE%8F%E9%81%93%E4%B9%A6%E5%AE%A4/e_book/

%E4%B8%AD%E4%B8%96%E7%BA%AA%E5%9F%BA%E7%9D%A3%E6%95%99%E6%80%9D%E6%83

%B3%E5%AE%B6%E6%96%87%E9%80%89.htm。 

英文網址： 

http://www.ccel.org/ccel/anselm/basic_works.iii.i.html 

 

神預定（包括不好的事） 

約瑟 創 45:5-8 這樣看來、差我到這裏來的不是你們、乃是神。創 50:20 從前

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神的意思原是好的。詩 105:17 在他們以先打發一個人

去‧約瑟被賣為奴僕。 

 

法老等 出 9:12 耶和華使法老的心剛硬。出 9:16 其實我叫你存立、是特要向你

顯我的大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羅 9:18 神要憐憫誰、就憐憫誰、要叫誰

剛硬、就叫誰剛硬。申 2:30 耶和華你的神使希實本王西宏心中剛硬。書 11:20

耶和華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心裏剛硬。撒上 2:25 然而他們還是不聽父親的話、

因為耶和華想要殺他們。王上 12:15 王不肯依從百姓，這事乃出於耶和華。王上

22:23 現在耶和華使謊言的靈入了你這些先知的口。 

 

約拿等 拿 1:4 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2:10 耶和華吩咐魚。4:6 耶和華神安排一

棵蓖麻。4:7 神卻安排一條蟲子。4:8 神安排炎熱的東風。太 10:29 若是你們的

父不許、一個麻雀也不能掉在地上。 

 

災害 利 26:14-39。申 28:15-68。出 21:13 人若不是埋伏殺人、乃是神交在他

手中。申 19:5 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林砍伐樹木、不料、斧頭脫了把、飛落在鄰

舍身上、以致於死。13:3 你也不可聽那先知、或是那作夢之人的話、因為這是

耶和華你們的神試驗你們。32:30 若不是他們的磐石賣了他們、若不是耶和華交

出他們、一人焉能追趕他們千人、二人焉能使萬人逃跑呢。 

士 9:23 神使惡魔降在亞比米勒和示劍人中間。撒上 16:14 有惡魔從耶和華那裏

來擾亂他。撒下 24:1 耶和華又向以色列人發怒、就激動大衛。代上 21:1 撒但起

來攻擊以色列人。代下 36:17 耶和華使迦勒底人的王來攻擊他們。伯 2:6 耶和華

對撒但說、他在你手中。 

詩 66:12 你使人坐車軋我們的頭。88:7 你的忿怒重壓我身。90：3你使人歸於塵

土。104:29 你收回他們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塵土。珥 2︰25 我打發到你們中

間的大軍隊。徒 17:26 豫先定準他們的年限。來 2:14 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

鬼。啟 1:18 耶穌拿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箴 16:4 耶和華所造的、各適其用‧就

是惡人、也為禍患的日子所造。 

賽 10:5-7 我要打發亞述攻擊褻瀆的國民。然而他心裏倒想毀滅。45:5.7 我是耶

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神。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降災禍。耶 25:9

我必召北方的眾族來攻擊這地。15:6-8 我攻擊你、毀壞你、使他們喪掉兒女、

使滅命的午間來、使痛苦驚嚇忽臨。結 14:9 先知若被迷惑說一句豫言、是我耶

和華任那先知受迷惑。 

摩 3:6 災禍豈非耶和華所降的麼？林後 12: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

http://www.edzx.com/zxdj/%E5%AE%8F%E9%81%93%E4%B9%A6%E5%AE%A4/e_book/%E4%B8%AD%E4%B8%96%E7%BA%AA%E5%9F%BA%E7%9D%A3%E6%95%99%E6%80%9D%E6%83%B3%E5%AE%B6%E6%96%87%E9%80%89.htm
http://www.edzx.com/zxdj/%E5%AE%8F%E9%81%93%E4%B9%A6%E5%AE%A4/e_book/%E4%B8%AD%E4%B8%96%E7%BA%AA%E5%9F%BA%E7%9D%A3%E6%95%99%E6%80%9D%E6%83%B3%E5%AE%B6%E6%96%87%E9%80%89.htm
http://www.edzx.com/zxdj/%E5%AE%8F%E9%81%93%E4%B9%A6%E5%AE%A4/e_book/%E4%B8%AD%E4%B8%96%E7%BA%AA%E5%9F%BA%E7%9D%A3%E6%95%99%E6%80%9D%E6%83%B3%E5%AE%B6%E6%96%87%E9%80%89.htm
http://www.ccel.org/ccel/anselm/basic_works.ii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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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高、所以有一根刺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啟 2:22-23

我要叫他病臥在床、同受大患難。殺死他的黨類。15:1 神的大怒在這七災中發

盡了。17:17 因為神使諸王同心合意、遵行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

到 神的話都應驗了。 

 

不信 申 29:4 但耶和華到今日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眼能看見、耳能聽見。賽 

6:9-10 他說、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19:14 耶和華使乖謬

的靈、攙入埃及中間。29:10 耶和華將沉睡的靈、澆灌你們。44:18 耶和華閉住

他們的眼不能看見、塞住他們的心不能明白。63:17 耶和華阿、你為何使我們走

差離開你的道、使我們心裏剛硬不敬畏你呢。 

詩 106:15 使他們的心靈軟弱。耶 30:21 我要使他就近我、不然、誰有膽量親近

我呢。太 13:11 因為天國的奧祕、不叫他們知道。約 12:37-40 他們還是不信他。

因為『主叫他們瞎了眼。』徒 28:24-29。羅 11:8 神給他們昏迷的心。帖後 2:11

神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預定執行 出 4:11 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聾、目明、眼瞎呢、豈不是我

耶和華麼。申 32:39 在我以外並無別神．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損傷、我也醫

治。王上 22：34 亞哈之死。代上 29:12 豐富尊榮都從你而來，你也治理萬物。

在你手裡有大能大力，使人尊大強盛都出於你。 

詩 47:2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理全地的大君王。詩 62:11 能力都

屬乎神。103:19 他的權柄統管萬有。104:27 這都仰望你按時給他食物。119:91

萬物都是你的僕役。135:6 耶和華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切的深處，都

隨自己的意旨而行。139:16 我尚未度一日、你都寫了。 

賽 45:11 將來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求我

命定。哀 3:37-38 除非主命定、誰能說成就成呢。禍福不都出於至高者的口麼。

但 2:21 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立王。4:17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

賜與誰、就賜與誰。4:35 世上所有的居民都算為虛無；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

居民中，他都憑自己的意旨行事。無人能攔住他手，或問他說，你作什麼呢﹖ 

摩 3:6 災禍若臨到一城、豈非耶和華所降的麼。太 10；29-30 麻雀掉地、頭髮被

數。路 22:22 人子固然要照所豫定（orizou）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了。約

13:27 他喫了以後、撒但就入了他的心。徒 2:23 他既按神的定旨先見、被交

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殺了。4:27-28 希律和本丟

彼拉多、外邦人和以色列民、果然在這城裏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成

就你手和你意旨所豫定(proorizou)必有的事。13:48 凡豫定(tasou)得永生的人

都信了。17：26 神造人，預先定準他們的年限和疆界。27:24 與你同船的人、神

都賜給你了。27:31 這些人若不等在船上、你們必不能得救。 

羅 9:22.23 可怒豫備遭毀滅的器皿，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11:32 因為神將眾人

都圈在不順服之中。林前 12:6 神在眾人裏面運行一切的事。弗 1:11 隨己意行

作萬事的、照他旨意所豫定的。腓 1:28 他們沉淪、你們得救、都是出於神。

帖前 3: 3-4 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keimai)的。彼前 2:8 他們這樣絆跌也是豫定

（titheimi）的。 

[吩咐我]耶 32:39.40 我使他們有敬畏我的心。 

 

[認識神]耶 24:7 我要賜他們認識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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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作他們的神，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 

 

[倚靠神]詩 22: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裡，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親近神]耶 30:22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神。 

 

[人怕你]申 2:25 從今日起，我要使天下萬民聽見你的名聲都驚恐懼怕，且因你

[發顫傷慟。代上 14:17 於是大衛的名傳揚到列國，耶和華使列國都懼怕他。 

 

[召仇敵打子民]賽 10:6 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國民，吩咐他攻擊我所惱怒的百

姓，搶財為擄物，奪貨為掠物，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泥土一樣。 

賽 13:2-3 應當在淨光的山豎立大旗，向群眾揚聲招手，使他們進入貴冑的門。

我吩咐我所挑出來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誇高傲之輩，為要成就我怒

中所定的。  

[顛覆]賽 23:8-9 推羅本是賜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買賣人是世上的尊

貴人。遭遇如此是誰定的呢﹖是萬軍之耶和華所定的！為要污辱一切高傲的榮

耀，使地上一切的尊貴人被藐視。  

[人作的事]賽 26:12 耶和華啊，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因為我們所作的事都是你

給我們成就的。 

 

人的責任 創 41:32 神命定這事。申 29:29 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 神的、

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行這律法上的一切話。

申 30:19 我將生死、禍福、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詩 62:12 神照

各人的行為報應各人。 

耶 18:5-10 耶和華的話就臨到我說：耶和華說：以色列家啊，我待你們，豈不能

照這窰匠弄泥嗎﹖以色列家啊，泥在窰匠的手中怎樣，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

我何時論到一邦或一國說，要拔出、拆毀、毀壞；我所說的那一邦，若是轉意離

開他們的惡，我就必後悔，不將我想要施行的災禍降與他們。  

我何時論到一邦或一國說，要建立、栽植；他們若行我眼中看為惡的事，不聽從

我的話，我就必後悔，不將我所說的福氣賜給他們。31:18 求你使我回轉、我便

回轉。 

林前 15:10 然而我今日成了何等人，是蒙神的恩纔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不

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勞苦。這原不是我，乃是神的恩與我同在。弗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行善，就是神所豫備叫我

們行的。腓 2:13 因為你們立志行事，都是神在你們心裏運行，為要成就他的美

意。西 1:29 我也為此勞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