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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高尚其中有一點— 人是神的形象。

創一上帝按祂的形象來造我們，但沒有解釋是什麼意思，

後面說要替神來管理祂所造的陸、海、空，後面說要替神來管理祂所造的陸 海 空

這當然是神形象的一部分，神是有最高主權的最高領導，

我們很像祂，有很高的主權、領導能力我們很像祂 有很高的主權 領導能力…

弗四22-24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

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 是 著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 的仁義和聖潔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真正的義和聖潔我們信主以後，棄舊更新， 真正的義和聖潔我們信主以後 棄舊更新

漸漸的把神的義、神的聖潔表現出來—
過聖潔的生活，照神的義、神的真理過聖潔的生活，照神的義 神的真理

來過每一天、我們的一生，表現神的義和聖潔。

以弗所、歌羅西是同一個時候寫的，大部分的主題是一樣的。

西三9-10 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以弗所書 — 真正的義跟聖潔

歌羅西書 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歌羅西書 — 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就會有神的形象、活出神的形象了

我們的知識、想法…，信主後都要按真理來更新，

原來的想法受自己的成見、經驗、傳統文化的影響，

有很多是不符合神真理的知識。

以弗所書真理的仁義，就是真正的義，以弗所書真理的仁義 就是真正的義

也就是歌羅西提到的知識 — 真理的知識

神的形象，就是按神的真理來生活，神的形象，就是按神的真理來生活，

我們就活得很像神，並不是很抽象、其實是不難懂的

女人也是神的形象嗎？

林前十一7-8a 男人本不該蒙著頭，因為他是

神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是不是否定女人是神的形象呢？

其實不是，主要是在講其實不是，主要是在講

亞當先被造，做人類的代表、是神的形象跟榮耀

要強調的是 女人是男人的榮耀，要強調的是— 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按上帝原來規劃，按神的心意跟丈夫配搭的妻子，

的確很榮耀 給男人很大的幫助 男人以她為榮的確很榮耀、給男人很大的幫助，男人以她為榮

並沒有否定女人是神的形象

創一27 上帝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男人是上帝直接創造的，而女人是間接，男人是上帝直接創造的 而女人是間接

直接按神形象造的是男人，而女人從男人而出。



林前十一8b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既然上帝設定的男人或丈夫是頭、既然上帝設定的男人或丈夫是頭

是要負起領導的責任，

女人是從男人出來的，蒙頭，在表達順服的記號 —女人是從男人出來的 蒙頭 在表達順服的記號

上帝造女人要來幫助男人、幫助丈夫，

所以有這樣一個蒙頭的記號所以有這樣 個蒙頭的記號

蒙頭另外一個含意—
那個時代不蒙頭是不太正經的

上帝讓女人跟男人都可以信耶穌得救，

如果一信耶穌以為得到自由就不蒙頭了，

人家誤會是不正經的女人

所以保羅還是希望女人在講道時，是要蒙頭的。

非基督徒也是神的形象嗎？

羅三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越來越不像神了 就是 個不像樣的形象越來越不像神了，就是一個不像樣的形象

我們是信主以後，像剛剛所講「更新」、漸漸的像樣，

有沒有基督徒百分之百像樣？沒有！

唯一百分之百像樣的，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的更新是越來越像樣。

非基督徒有沒有神的形象呢？

有，殘留著一些虧缺的形象，很少很少了

孟子：「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不像人了，當然就更不像神了

人離開神久了以後，就很不像樣了，人離開神久了以後 就很不像樣了

但仍然殘留著一小部分神的形象。

上帝造人的方式…

1. 無男無女造亞當，上帝用泥土造、吹氣，變成有靈的活人

2. 有男無女造夏娃，上帝直接用男人造出一個女人

3. 有男有女造我們，是父母結合生下來的

4. 無男有女「造」耶穌

耶穌有雙重身分 — 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

祂的神性當然是自有永有的，不是被造的祂的神性當然是自有永有的，不是被造的

祂的人呢？聖靈讓馬利亞懷孕，生出來

然後漸漸長大，人性跟我們一樣，是被造的然後漸漸長大，人性跟我們一樣，是被造的

是有女無男，只有女性就是馬利亞，

聖靈使她單性感孕 就生出耶穌來了。聖靈使她單性感孕，就生出耶穌來了。

現代人類想搞第五種變化— 複製人類，

是上帝不喜歡的。

三元論 — 把人分成靈、魂、體三個部分。

《屬靈人》是三元論最重要的一本書，

倪柝聲弟兄所寫，上冊 27頁倪柝聲弟兄所寫，上冊 27頁

靈與神聯合，是最高級的；體跟物質接觸，

是最卑微的；魂在中間，有上、中、下等級的差異

得救也分成前、中、後，三個次序 —
重生的時候是靈得救，

原來離開神、與神隔絕，靈像死掉一樣，來 掉 樣

現在復活了，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

有生之年是讓我們的魂得救，有生之年是讓我們的魂得救

思想、情感、意志、親情、友情、愛情等等，

靠著內住的聖靈，漸漸改變、越來越像樣了靠著內住的聖靈 漸漸改變 越來越像樣了

最後，肉體在末日耶穌再來的時候，才會得救



三元論在中國教會大為流行，是不是最正確的呢？

倪柝聲號稱是有聖經根據的…

傳三21 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 獸沒有靈傳三21 人的靈是往上升，獸的魂是下入地。 獸沒有靈

用這一節來支持三元論是不合適的，

靈、魂，在希伯來文 rûach ,רּוח 同一個字，

中文翻譯故意把人跟動物的靈魂做一個區別

不是講人的靈魂跟獸不一樣，而是結局不一樣

人有人的靈魂、獸有獸的靈魂，人有人的靈魂、獸有獸的靈魂，

傳統是說人有靈魂、獸沒有靈魂的，其實不然—
獸的靈魂是暫時的，死了下入地到此為止獸的靈魂是暫時的，死了下入地到此為止

人不是到此為止，死後靈魂到主那裡去了

不能拿這一節來支持三元論。

最喜歡被拿來支持三元論的經文…

帖前五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

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雖然提到靈魂體，可是上下文沒有解釋靈跟魂有什麼區別雖然提到靈魂體，可是上下文沒有解釋靈跟魂有什麼區別

重點是在講靈魂體都一樣，

要在耶穌裡面被更新，有一天要全然成聖要在耶穌裡面被更新，有一天要全然成聖

我們承認現在是心靈、靈性先更新而變化，

肉體其實還不像樣，最屬靈的基督徒也會越來越衰老，

身體要在耶穌降臨的時候才會變成完全的，

細節到救恩論還會再講

這一節的重點在講靈魂體都要得救，這 節的重點在講靈魂體都要得救

不能說他毫無解釋，你卻要大作文章。

來四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 魂與靈 骨節與骨 都 刺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倪柝聲抓住這句話說，魂跟靈要剖開，要做很大的區別。

這節經文上下文、經文本身，下文 文本身

都沒有告訴我們— 靈跟魂有什麼不一樣，

重點非常清楚— 神的道是很銳利的。重點非常清楚 神的道是很銳利的

一刃叫做刀，兩面光叫做劍，最快的劍還比不上神的道

神的道是活潑，就是有生命、很有力量的，神的道是活潑，就是有生命、很有力量的，

可以把隱微的東西完全的敞開、光照

讓我們在神的道之下，發現自己的虧缺、罪、讓我們在神的道之下，發現自己的虧缺、罪、

黑暗，多麼需要在神面前認罪悔改

這節是在講神的道厲害的剖開、刺入、分析的能力。

聖經沒有直接否認三元論，但太強調確實很不好…

1. 過度推論，只有 帖前五23 真正提到靈、魂、身體，

根據一節就來作結論，叫做過度推論

聖經裡面的靈跟魂真的沒有明顯的區別，

希臘文新約聖經，靈 πνεῦμα, pneuma、希臘文新約 靈 μ p
魂 ψυχή, psuchē 常常交替使用

不能對這兩個字作非常不一樣的解釋，甚至敵對化了。不能對這兩個字作非常不 樣的解釋 甚至敵對化了

2. 把靈跟魂分開、把身體當作卑賤，反而是異教所強調…
希臘哲學 — 靈是美善的，身體當作邪惡的

柏拉圖二元論 — 靈是崇高的，物質、肉體是卑賤的

西藏喇嘛教信徒死後，把身體讓禿鷹吃光，

認為肉體是不好、下賤的，靈魂升天就好了

倪柝聲強調…，其實是其他宗教、哲學所強調的。



3.如果強調靈魂體是分開，唯獨把靈當作是崇高的，

無形中就會輕視屬魂的無形中就會輕視屬魂的 —
按倪柝聲的理論，

親情、友情、愛情、思想、情感、意志，

藝術、文學、科學、政治、教育…，
這一切活動都是屬魂的，比較沒有價值的

當產生這種沒有價值、輕視的態度，

會產生副作用— 讓基督徒缺少文化使命

改革宗神學強調，我們不但有福音使命，改 宗神學

也有文化使命 — 提升文化、改造文化，

用趙天恩牧師的講法就是「文化基督化」。用趙天恩牧師的講法就是 文化基督化」

如果已經輕視文化，要進行文化使命就有困難，

文化界也會不喜歡我們，文化界也會不喜歡我們

我們會在文化界失去影響力。

4.把人情味 — 親情、友情、愛情當作屬魂的，有點輕視，

就會變得比較缺少人情味 反而跟人之間產生隔閡就會變得比較缺少人情味，反而跟人之間產生隔閡，

變成不容易傳福音、不容易作見證

5. 自以為義，標榜屬靈 — 與神之間的活動、聚會、靈修…
例如，早上比較早起有好的靈修，覺得今天比較屬靈，

沒有靈修，整天覺得自己很不屬靈，過度的氣餒、自責

表現不錯，就覺得自己是屬靈人

今天剛好表現不好，就覺得自己很屬魂

不小心老我的脾氣爆出來，罵人、隨便發脾氣，

就覺得是屬肉體的、非常自責，心理的狀態就很緊張了

一下子很自滿，覺得多麼的屬靈！這句話是不好的…下子很自滿 覺得多麼的屬靈！這句話是不好的…
認為自己特別屬靈，這有一種屬靈的驕傲，

真正的屬靈不會驕傲，驕傲就不屬靈了真正的屬靈不會驕傲，驕傲就不屬靈了

非常強調才會有這些問題，淡淡的三元論，還好

二元論 — 靈魂跟身體分開，聖經根據很多…

太十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

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創二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 氣吹在 鼻 裏 就成 有靈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傳十二7 塵土仍歸於地，化作春泥

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雅二26a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雅二26a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約三2 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

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 樣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凡事興盛，總代表就是身體跟靈魂都很興盛

二元論其實是有很明確的聖經根據。

華神第二任林道亮院長，對於二元論跟三元論的爭論，

有 個很好的結論 「 體 元三用論有一個很好的結論 —「一體二元三用論」…

一體，身心靈都是上帝創造的，一體，身心靈都是上帝創造的，

是互動、一體、不能分開的，

到死才會分開，而且只是暫時分開。到死才會分開，而且只是暫時分開。

二元，聖經是靈魂跟身體兩個單元，是二元論。

三個用途，

身體有身體的用途，外在的、血氣的、物質的用途

靈魂分成另外兩個用途，

精神生活文化方面，生活的思想、情感、意志，

在地面上、水平的、生活、文化、世界上用的

還有超越平面的、世界的、與至高神相通的，平 的 界的 高神相通的

垂直、向上、屬靈的用途，敬拜神，與神相交的



聖經的二元論更有根據，淡淡的三元論也沒什麼大問題，

極端的三元論 自以為是 反而不好極端的三元論，自以為是，反而不好

三元論強調魂跟體不好，就要把魂倒空、破碎，

這是倪柝聲自己的名詞，

聖經不是要把魂破碎或倒空，講的是捨己…

羅十二1 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

其實肉體並沒有不好，

羅十二1a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身體不是壞的，是屬肉體才是壞的，

要作肉體的主人，不要是作肉體的僕人要作肉體的主人 不要是作肉體的僕人

反對的是屬肉體、屬世界，不是反肉體、反世界，

強調的是捨己，不是破碎跟倒空，強調的是捨己 不是破碎跟倒空

破碎、倒空並不特別屬靈，反而有異教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