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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花了十八個單元來講神論，因為一切是從神出來，

在神所造的萬物中最像神的就是人類，

所以我們就要進入人論 Anthropology 學問 logy

希臘文人 ἄνθρωπος (anthrōpos)

聖經提到人的出現有兩套記載聖經提到人的出現有兩套記載…
 創世紀第一章上帝已經照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是大概的敘述 就是全景 比較廣面的是大概的敘述，就是全景、比較廣面的

 創世紀第二章又重新講一次人被造的經過，

是 套 載 而是前面是全景不是兩套不同的記載，而是前面是全景，

後面是特寫、比較詳細的來描寫

好像照相、或拍電影，

本來拍一個全景，畫面裡面有很多人，本來拍 個全景 畫面裡面有很多人

特寫鏡頭就拉近到某一個人的臉部…

人是什麼時候被造的？

1 十九世紀英國教會出現 個嚴重的錯誤1.十九世紀英國教會出現一個嚴重的錯誤，

用神秘的方法來計算 —
人類是在六千年前某某時刻被造出來的。

聖經並沒有把每一代的長度都寫下來，記載好幾次家譜，

但都不是完整的，都是代表性的家譜

記載某些祖宗的壽命，但並不是完整的，

沒有辦法直接加在一起，推算亞當離現在多少年

2.近代考古學、進化論，流行的理論就是非常的久遠，2.近代考古學 進化論 流行的理論就是非常的久遠

長到不是幾百萬年，幾千萬、幾億年都有可能 —
要夠長的時間才有時間來演化，要夠長的時間才有時間來演化，

把無生命變成有生命、

低等變高等、高等變人類低等變高等、高等變人類

只是進化論的推論，並沒有直接的證實

聖經的年代跟現在流行的年代之間，差距非常的大，

聖經沒有把每 代都寫下來 寫 來聖經沒有把每一代都寫下來，但從已經寫下來、

加上可能漏掉用推測的，總共加起來也不會太長…
無論怎樣，不會跟現代進化論、考古學的理論，

所講的年代那麼的遙遠

這裡面最大的爭議點 —
考古學發現一些很像人類、特別是頭骨，考古學發現 些很像人類 特別是頭骨

用現在的儀器來鑑定可能的年代，的確蠻久的

可是最根本的問題 — 那個真的是人類嗎？可是最根本的問題 那個真的是人類嗎？

聖經的人，雖然沒有提到多麼的古老，

但應該不像現在流行理論所講的那麼古老但應該不像現在流行理論所講的那麼古老

標準答案是，第六日出現的，

神的創造，在六日、也有可能是第六期，人類出現。



人被造的兩大目的…
1. 榮耀上帝，根據— 創一26 我們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既然按神的形象造的，就應該活得像神、要像樣，

把神的形象、神的榮耀表現出來、彰顯出來。

林前十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林前十 所 你們或吃或喝

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保羅這樣講 也是根據保羅這樣講，也是根據 創世紀第一章，

我們應該在生活中把神的榮耀彰顯出來，

不是說在教會聚會、唱詩…，才是彰顯神的榮耀
每一天的生活都在彰顯神的榮耀，

甚至或吃或喝、休閒的時刻也是在彰顯神的榮耀

人存在、人活著，就是來表現神的榮耀，人存在 人活著 就是來表現神的榮耀

這是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基本使命。

人類被造以後很快就離開上帝，

有 完 彰 榮耀沒有一個人完全彰顯神的榮耀，

如果有，唯一的一個就是兩千年前的耶穌基督，

祂在地上的生活把上帝的榮耀完全的表現出來…

約一14b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慈愛、公義約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慈愛 公義

2.做好管家

創一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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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代表上帝管理神所造的萬物、其他生物

關於管家，我們離開上帝以後，關於管家 我們離開上帝以後

世界越來越惡化，真的沒有管得很好

但人類還是有遺留一些殘餘的神的形象、但人類還是有遺留 些殘餘的神的形象

可傳遞的屬性，人類社會才可以繼續運轉

人論另一個重要的主題— 從伊甸園來看人類理想的生活。

人被造不久 當 夏 被 甸人被造不久，亞當、夏娃就被趕出伊甸園，

人類社會就走樣了

可是從 創二8-17對伊甸園的描寫，可以看見

上帝原來對人類理想的生活，有一個規劃、描述…

二9a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

可以悅人的眼目。
賞 悅

1.
可以悅人的眼目

從美麗、上帝創造的作品，就感覺到心靈的喜悅，

賞心悅目

表達第一個理想，藝術的生活 —是很美的
可以解釋為什麼人類都喜歡

欣賞美術、看風景、觀光旅遊，因為都很美

我們應該繼續經營我們的環境，

讓他成為一個很有美感、很藝術的生活環境。

2. 二9b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神造的食物是營養很平衡的，吃了讓我們

得到健康 — 健康的生活。得到健康 健康的生活

3. 二9b 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

三22 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

當人犯罪墮落以後，上帝為什麼要把人從伊甸園趕出去？

三22 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

就永遠活著。

啟廿二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這是文學性的描寫，

不要當作是中藥、藥草，到新天新地還要吃藥不要當作是中藥 藥草 到新天新地還要吃藥

永遠的食物，不是肉體的食物，這是屬靈的生活



二10-14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從那裡分為四道：

第 道名叫比遜 在那裡有金子 並且是好的； 消失了
4.

第一道名叫比遜，在那裡有金子，並且是好的；

在那裡又有珍珠和紅瑪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訓，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第四道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消失了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第四道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早期翻譯成伯拉河、希底結河

伊甸園不是個小花園，是大的不得了…
上帝原來的設計，是要人類過富裕的生活。帝原來 計 裕 活

這些東西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就講臺灣，

原住民兩百年前的時候，家裡還有很多的寶石，原住民兩百年前的時候，家裡還有很多的寶石，

山上有寶石的礦石，下大雨就把它沖下來了

後來被漢人巧取豪奪 很便宜的價錢就買走了後來被漢人巧取豪奪，很便宜的價錢就買走了—
用火柴一盒就換好幾顆的寶石

原來這東西是很普遍的，是神設計，要讓我們過富裕的生活。

二15b 使他修理，看守。5. 管家的生活

代替上帝管理自然界、環境，讓我們可以生活的很好。

二16b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6 自由的生活二16b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6.

不但可以吃飽，而且有各樣的美味。

自由的生活

二17a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規矩的生活7.

在自由中有所限制，有規矩要遵守。

那自由比較多、還是規矩比較多呢？

上帝給我們很大的自由

上帝都還不違背祂自己、不違背自己的法則，帝 背祂自 自 的法則

何況被造的人類，其實已經夠自由了，

在神給我們的自由裡面，可以很快樂的生活在神 我們的自由裡面 可 很快樂的生

不要為所欲為，要遵守上帝給我們的規矩

這七方面也可以說— 人類的文化使命。

學 福 命 化 命改革宗神學，強調不但有福音使命，也有文化使命…
福音的使命，人墮落以後，上帝設立耶穌基督，

十字架的死，讓我們可以跟上帝和好，

我們去傳福音 — 向神悔改、接受耶穌、與神和好

文化就是生活，每個人都有文化，只是不一樣而已，

文化裡面都有墮落、離開上帝都有玷汙的

信主以後，靠上帝給我們的智慧、能力去改善文化，

生存的環境 可以是藝術、健康、屬靈、富裕、管家、

自由、規矩的生活，整個人類社會就會很幸福了

我們不一定能改造整個世界，可是是不是就讓它敗壞下去呢？我們不 定能改造整個世界 可是是不是就讓它敗壞下去呢？

不是的，在可能管理的範圍 — 自己的家、單位，

盡量照上帝原來的理想來改善，盡量照上帝原來的理想來改善

這是上帝原來期待我們人類過的生活。

從女人的被造，看夫妻之道…
要互助

二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1.
要互助

20b 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這裡講女人要幫助男人，別的地方也有講這裡講女人要幫助男人 別的地方也有講

男人也要幫助女人，體貼、照顧、負起養家的責任。

二21-23 耶和華神使他沉睡，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

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
要追求合

2.

領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要追求合一

猶太人說，上帝不用頭骨造女人，免得她騎到男人頭上；

也不用腳骨造女人，免得被男人踩在腳下。不用腳骨造女 免得被男 踩在腳下

祂用肋骨，在心窩、最貼心的地方，成為親密的伙伴。



二24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3.
要自立

不要誤解成離棄父母，

結婚的時候要自立了，不能再依賴父母

要自立

結婚的時候要自 了 不能再 賴 母

父母也要讓他們自立，不要管太多，靠神可以自立

二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 並不羞恥 要坦誠4 二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夫妻之間要坦誠、非常自在，什麼話都可以講。

要坦誠4.

我父親是知識分子，母親是文盲，文化差很多，

卻可以聊得很好，這是上帝喜歡的…

人類墮落之後，要坦誠談何容易，

既然結婚了，要練習坦誠，就是要學習包容 —既然結婚了 要練習坦誠 就是要學習包容

他很誠實地告訴你一些事情，要先忍耐，先聽

有什麼錯，靠神的恩典、神給你的智慧，有什麼錯，靠神的恩典 神給你的智慧，

用愛心說誠實話、來幫助他，歸正就好了

前面六天創造天地萬物，第六天造好人類，

到了第七天 安息日到了第七天，安息日…

二2-3a 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1 歇了 切的工1. 歇了一切的工，

上帝不會累，祂做了一個示範 —
我們以後工作六天 第七天是要休息我們以後工作六天，第七天是要休息

2.這一天也是蒙福的一天，訂為聖日 —
不做世俗的事情 專 來敬拜上帝不做世俗的事情，專心來敬拜上帝

要休息、要敬拜…要休 要敬拜

不要工作、離開工作，這是休息

好好敬拜守為聖日，也有休息的效果—好好敬拜守為聖日 也有休息的效果

重新得力，去面對未來六天的生活

人的特性

最大的特性就是上帝的形象 我 按神 象造一、最大的特性就是上帝的形象，創一我們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詩八4-8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人的榮耀尊貴是代表上帝來管理一切…
二、人受造跟其他動物受造是不一樣的二、人受造跟其他動物受造是不一樣的

其他的 — 詩卅三9 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創造人類時大費周章，先宣布我們是祂的形象創造人類時大費周章，先宣布我們是祂的形象

弗四24b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彼後一4b 叫我們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1 神創造人是按祂的形象 —1. 神創造人是按祂的形象

有祂的榮耀、也有祂的性情。

2. 神先為人預備好萬物、整個大環境都預備好了，

然後人類最後才出現然後人類最後才出現。

負責任的父親，也會把該預備的都預備好，

不會讓嬰孩突然跑出來、沒有辦法照顧好

3.分兩階段來創造，

造男人，先用泥土來造他的身體，

第二階段是吹氣，變成有靈的活人第 階段是吹氣 變成有靈的活人

再用男人的肋骨來造女人

4 馬上賦給他重責大任4.馬上賦給他重責大任

二15 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園，

守使他修理、看守。

5.神特別賦給他權柄，高於其他受造之物，神特別賦給他權柄 高於其他受造之物

一26-28 陸海空都交給人類來管理。



三、跟其他動物比較，人有很多方面都是其他動物沒有的 —
有 是非常豐富 溝人有語言，是非常豐富的溝通工具

人有宗教、道德、美感、創意、抽象的思維

人有遠遠超過一切動物的智慧，

在許多方面都比其他的動物更優越

四、人與天使比較—
使（ 神）1. 詩八5a 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

微小一點。

有兩方面不同的版本

只是在某些功能上比天使小，

不是表達地位上比天使小

好比你當領導，有一個部屬有一些功能比你強，

不表示他地位比你高，你還是他的領導。

2.怎麼敢說人比天使高呢？

來二16 他並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

給人類 — 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區，

都有機會聽到福音 有得救的機會都有機會聽到福音，有得救的機會，

表示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比天使的地位崇高。

來一14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

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

天使是上帝的僕役天使是上帝的僕役

是替我們這一些將要承受救恩的人來效力的，

我們是天使服務的對象，地位是比天使高的我們是天使服務的對象 地位是比天使高的

3. 人際關係，跟天使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豐富的，

有親情、友情、愛情，也有

家庭、社會、國家、各種組織、團體，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是非常豐富的

天使之間呢？聖經將近一百萬字，

天使之間只有階級關係，

而且只是上帝服役的靈

不像人類可以成為上帝的兒女、上帝的朋友

從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人跟神之間的關係來看，

都比天使與天使之間、天使與神之間的關係，

人比起來都高尚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