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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 

IIIM 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于 1997 年，是一个非营利的基督教机构，致

力于“圣道教育，面向全球，免费提供”的使命。为要满足当今全球不断增

长的基督徒领袖培训的需要，我们制作和发行了这套纯正的、基于圣经的神

学教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可能通过其它渠道接触培训材料的基督徒领袖。

通过建立捐赈网络，IIIM 已经有了一套低成本培训全球基督教传道人和领袖

的方法，采用方便使用的多媒体神学教程，现已有五种语言（英文、西班牙

文、俄文、中文和阿拉伯文）。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本机构写作、设计和制

作，其形式和质量上与本机构于 2009 年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在

使用动画和教育专项上获得杰出视频“泰利奖”的两个作品十分类似。我们

的材料采用多种渠道传递，包括 DVD，文字印刷，网络视频，卫星电视，电

台和电视等。 

有关于本事工更多的信息，及其如何参与在其中，敬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thirdmi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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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菲利普斯博士 Richard Phillips 

沃曼·皮埃尔牧师 Vermon Pierre 

拉梅什·理查德博士 Ramesh Richard 

菲利普·莱肯博士 Philip Ryken 

大卫·范铸尼博士 David VanDru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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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亚当和夏娃是历史人物吗？ 
 

理查德·菲利普斯博士 Richard Phillips 

 “亚当和夏娃是历史人物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从

哪里获取信息。我们所据有的，科学产生了一个历史版本，而圣经则借着启示

产生了另一个历史版本。而我们目前活在科学给予资讯的时代 — 借着科学方

法，这本身应有它的地位 — 科学说，历史上没有亚当和夏娃这样的人物；进

化论的确不会允许圣经的亚当和夏娃以任何方式存在。但对于基督徒而言，我

们有完美上帝的书面见证，祂不仅存在，而且还创造了他。所以，对我们而

言，我们必须把圣经明确叙述的证词，当作一个真实答案，也借着它来与其他

答案作比较；而根据那个标准，圣经教导亚当和夏娃乃是历史人物。主耶稣在

回答关于离婚的问题时，他回溯到创世记对亚当和夏娃的描述，将他们视为历

史人物。在罗马书 5 章里，使徒保罗也将亚当视为历史人物，而身为历史人

物，他的行为导致了某种结果。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目前活在一个许

多学者试图同意圣经，却避免惹怒社会的时代，你会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亚当

和夏娃是历史人物，也许在进化里那是可能的。”其实，你可以在进化里有历

史性的亚当和夏娃，但你无法在进化里有合乎圣经的亚当和夏娃。所以人们会

说，而有些福音派作家也这么说，好吧，也许亚当和夏娃……亚当是众多历史

人物之一，上帝只是选了他，让他来代表祂要处理的人类；或者他可能是部落

联盟的首领。然而，创世记 2章 7节非常清楚地说，上帝借着特别创造的行为

创造了他。而祂这样做的方式至关紧要：那就是关怀与爱，面对面的圣约关

系，这个关系建立在特定活物的设计之上，上帝将自己的生命吹入他里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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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放弃圣经中历史性的亚当和夏娃，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因为你会略过创

世记 3章，就会略去堕落；而不谈堕落，基督的救赎工作毫无意义。我们会失

去圣经的权威。我们失去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的尊严。我们会失去人类真正凝

聚的基础。在这个时代，相信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也必须接受圣经清楚明述

的，它在文化里所受到的蔑视，那是难受的，但以前的基督徒已经经历多次

了。我们谦卑而顺服地站在上帝的话语上，耶稣、保罗、新约的教导，当然还

有旧约的记载本身，如果创世记 2和 3章不是实际的历史记载，那么按那些同

样的标准，约翰福音 6章怎么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又怎么说？你知道，按着科

学的标准，这些事都与亚当和夏娃的被造是一样荒谬的。“让上帝为真，每个

人则是虚谎。”圣经教导圣经历史的亚当和夏娃，而不只是其他历史的亚当和

夏娃。这对基督徒的信仰和见证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失去了亚当和夏娃

（的历史性），我们几乎是放弃圣经的宏大叙事；而那是极其巨大的损失。 

 

沃曼·皮埃尔牧师 Vermon Pierre 

亚当和夏娃是历史人物吗？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耶稣所说的关于创造的初始，也

认真看待保罗所讲的创造的初始，那么，他们绝对是历史人物。保罗在罗马书

5章提到亚当，其设想是有一个名叫亚当的真人，因着他，罪临到并影响了整

个世界，整个星球，和全体人类。在马太福音 19章，耶稣谈到离婚，谈到男人

和女人的被造，两人成为一体。他乃是引用创世记，而他的引用方式乃是认

为，有个真正受造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也缔结第一个婚姻。因此，基于圣经对

于亚当和夏娃的叙述，我们必须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历史人物。 

 

菲利普·莱肯博士 Philip Ryken 

人们有时怀疑亚当和夏娃是否真实人物。毕竟，亚当和夏娃的名字其意思只是

“男人”和“女人”，而那似乎很普遍，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但是我认为从圣

经中的许多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亚当和夏娃乃是曾存活于过去的真实人物，

他们是的确在这世界存活过的真实历史人物。我想我们可以从创世记里看到，

他们彼此对话，他们生养孩子，他们在世上实际操作事务。而且，当你读圣经

的家谱，说这个人生了那个人，那个人又生了另一个人，无论我们读的是旧约

或新约的那些家谱，亚当和夏娃都是与许多人一起被包含在这些家谱里，他们

毫无疑问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也认为，有一点很重要的，在新约圣经里，

耶稣和保罗都提到亚当和夏娃，并且他们描述这两个具体人的行为和存在，对

当前世上的景况有真实的影响；特别是使徒保罗在谈到世上的罪，还有谈到救

恩的计划时，亚当对他来说就和耶稣一样真实。因此，除了圣经的开头章节，

我认为我们还得到很多确认，亚当和夏娃都是真实人物。 

 

 

 

问题 2: 

否认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会波及哪些神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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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范铸尼博士 David VanDrunen 

历史性的基督教教义，即上帝按着祂的形象创造亚当和夏娃，而这个亚当是一

个堕落犯罪的真实历史人物，在最近遭受到极大的攻击，当然，其重要缘由是

来自现代科学和所主张的人类进化起源。但是，在教会中肯定有许多人质疑亚

当的历史性，以及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种教义，来维持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我

认为拒绝亚当的历史性质，会有许多令人遗憾的隐含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影响

到我们对圣经的观点。圣经确实在多处经文都肯定亚当是一个历史人物，不仅

在创世记的开头章节，而且在整本圣经中都多次引用他。但是对于罪的教义也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在更正教神学中，我们承认我们是“在

亚当里”的罪人，上帝并没有使我们成为罪人，我们本来不是天生的罪人，上

帝原本造我们是正直的，因着第一个男人的自由举动，以致我们成为罪人。而

这个观念，即我们因着自己的堕落而成为罪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观念。如果我们放弃那观念，那我们对上帝会有什么评论？我们是要说上帝

实际是创造了天生的罪人？我们能否坚持我们传统的原罪教义，即我们是在亚

当里受到定罪，而不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罪？但也许拒绝历史性的亚当

这个观念，最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就是它影响到我们的救赎教义。我们可以透

过思考罗马书 5章来看到这一点。罗马书 5章，保罗在亚当和基督，这末后的

亚当，之间作了这个广泛的类比，保罗说，就像亚当，一个人，堕落，并借着

他的一个行为，将罪恶、死亡和定罪带入世界；同样也借着基督，一个人，借

着他的顺从，借着他的义行，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生命、复活和称义。如果你遵

循保罗的逻辑，他在说的是，正如那个人带来了罪，所以这个人带来了生命和

救赎。如果我们罪的教义，不需要有个真正的亚当，那么我们会质疑，是否真

的需要一位真实救主，一位历史性的救主，来将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 

  

约翰·汉密特博士 John Hammett 

我认为拒绝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神学含义。首先，它影响

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圣经清楚地教导亚当和夏娃为历史人物。不只是创世记 1

和 2章提到，还有几个家谱也都有提到亚当。此外，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2章提

到亚当和夏娃，甚至他们犯罪的顺序。所以，如果我们拒绝他们的历史性，那

么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就会出现问题，认为那记载是错误的；然后是关乎救恩的

救赎论，保罗在罗马书 5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似乎把头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

当相联，因为那对全人类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亚当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个体，

我无法确定那些类比是如何产生的。接着是第三点，就我们的堕落教义而言，

如果我们没有历史性的亚当和夏娃，罪就无从开始。难道我们认为上帝造我们

有败坏的本性，使我们陷入罪恶之中？除非有一些原本创造的历史个体没有堕

落，然后堕落，否则我们只能假设上帝创造我们有败坏的罪性，这根本就毫无

意义。因此，我认为拒绝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会对我们神学的其他领域产生

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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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论到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这个主题时，我难以想到福音派神学里，在当今的神

学家和圣经学者中，还有哪个比这更有争议性。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耶稣

和使徒们都相信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所以，相信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与否，

会影响到是否相信圣经乃圣灵默示的本质，因为如果亚当不是历史人物，而耶

稣和保罗却认为他是，也如此讲说，并且将那些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那么我们

要如何处理那些记载？因此，对于必须处理那个议题的圣经本质，就会有深刻

的神学暗示含义……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得救，

必须考虑救恩的宏伟叙事：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如果堕落不是一个历史

事件，不是一个真实事件，那么，这对于我们相信，救恩乃是真实发生于我们

生命的一个事件，会有什么影响呢？因此，我们对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的看

法，会影响到我们对救恩的看法…… 然后，每当我们谈论亚当和夏娃的历史

性，以及它如何关联我们对人类学的理解，如果亚当和夏娃不是人类的始祖，

那么就影响到我们对人类整体性的这个认知，就是上帝对待人类，乃是视全人

类为在亚当里的一个整体，也看我们（教会）为在基督里的一个整体。因此，

那会深刻的影响，对于一个人的人类学观点会具有深刻的神学隐含意义。接

着，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罪的本质和人类状况的本质。

如果没有历史上的亚当，那么就没有历史上的堕落。最重要的是，堕落的教义

是一种乐观的教义，因为假如上帝起初创造的世界，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红

牙血爪，人类倾向于道德邪恶，如果它本来就是如此，那么为何我们会有“情

况不应该如此”的想法？所以，如果你不坚持堕落的历史性，你就会导致一些

非常难以解释的结论，或者是艰难的选择。其中一个，你可以说，“好吧，我

们不得不坚忍，全盘接受，这就是不可改变的生活状况，只能学会自己处理应

对。”好吧，如果你要那样做，你或许也会是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我认为那

显示为何许多人朝那个方式而行。或者我们可以成为像诺斯底教徒，理解救恩

是将我们救离这个世界，而人们唯一期盼的就是灵魂从这个物质世界得到释

放。然而，这两者都不符合圣经的叙述。 

 
 

 

问题 3: 

诗篇 8篇教导我们人类在创造中有什么样的地位？ 

    
 

拉梅什·理查德博士 Ramesh Richard 

诗篇 8篇是四个创造诗篇中的一个……在 3节和 7节之间有个关乎人的整体教

义，有时我们称之为人类学，或者短话长说，上帝说我们比上帝自己低一点，

比属天的界域低一点；我们比属地的界域高一点。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伟大

的线性连续体中，因着时间，偶然或际遇，进化到这个地步。我们实际上只比

属天界域低一点。因此，按着排序，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然后，也按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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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我们的法则，祂委托我们去治理。这意味着我们本质上没有权柄，而是使

用委托的权柄去管理自然，而非破坏自然。还有，这个代理，按我看来，是对

上帝形象的全面教义……因此，这篇诗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它反对进化论，

也反对技术主义，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借着科技，可以处理所有人类的状况。

它也反对我所谓的“无神的人道主义”，就是在把上帝排出在外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找到对人类处境的意义。有人说人必须恒常地同时持守尊严与谦卑。所

以，当我们倾向于骄傲时，我们要谦虚，因为我们是位居第二；或者当我们倾

向于自我诋毁时，我们要知道所拥有的尊严。因此，人类没有神性，但因着上

帝赋予我们这称为人的独特受造物的角色、位分、和代理权，我们的确是尊贵

的。 

 

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诗篇 8篇是圣经里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讲述了上帝在祂旷世治理计划里赋予

人类的角色。它说到祂使我们比上帝低一点，或比天使低一点，这取决于你使

用的圣经译本；也说到是我们身为大使，或作为管理上帝所有创造的管家角

色，因为它说到祂给了我们这个区域，也给了我们一项任务，我们要治理祂创

造的万物。因此，它提到了人类在所有创造中的独特性。 

 

大卫·范铸尼博士 David VanDrunen 

诗篇 8篇是令人惊叹的诗篇，对大多数基督徒而言也是最熟悉的篇章之一。它

说到一件非凡的事情，它讲到我们身为人类，以及上帝赋予我们的伟大尊贵

性。它首先谈论上主是多么伟大，祂的名在全地是何等威严，以及祂所做的所

有奇妙事情。然后它反映出上帝高举我们的事实，并且表示难以置信，因为按

着上帝的无比庄严，祂居然会如此高举我们人类。我想到我们阅读诗篇 8篇

时，它会把我们带回创世记 1章。在创世记 1章里，我们读到上帝创造我们人

类，作为祂创造工作的巅峰，上帝造我们成为承载祂的形象和样式的人。诗篇

继续说，正如那些按着祂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蒙召在这个世上行使治理

权，来统管和制伏其他的生物。因此，在诗篇 8篇里，它谈到上帝如何造我们

比天使稍低一点，祂呼召我们对祂手所作的施行治理，这真的非常有意思。这

告诉我们身为人类的任务。上帝创造我们要作某些事情，不是流于静态，而是

成为有活力的生物，要履行祂的旨意。实现祂的目的，并至终在祂的终极权柄

下执行祂的治理。但我想如果思考诗篇 8篇，我们不能只回到创世记 1章，我

们需要继续前进到希伯来书 2章。希伯来书 2章里，引用了诗篇 8章数段经

文，而引文之前，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这段难解的叙述：“将来的世界，上帝原

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然后他从诗篇 8篇引出经文。因此，作者要表达的是，

上帝不只呼召人类在今世，治理现今世界；祂至终呼召我们要治理新造的天

地。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计划的一部分。并且，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里所

解释的，如果我们只看目前的自己，我们无法明白；但他说，我们要看耶稣。

耶稣已经行在我们面前，已经被高举，祂要带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因此，最



人算什么？           第一课：起初  

   
 

 

-6- 

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终我们看到诗篇 8篇上帝的心意在新创造里实现，在那里我们将与耶稣一同治

理直到永远。 

 
 

问题 4: 

人类是由物质和非物质部分组成的吗？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即使在福音派圈子里，现今有个重要问题是，人类是否由物质和非物质部分组

成的。我对这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我阅读圣经，有些字句向我表明，

有些东西是与身体分开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 5章 8节，保罗 说，

“愿意离开身体，与主面对面。”是的，我知道当我死的时候，我的身体要进

入坟墓。但保罗却是说：“我”要去与主同在。因此，我必须思考这一点，而

且明讲，保罗提出这种说法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我们有耶稣的声明……他在

十字架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之后，他就断气

了。我们都知道身体葬入坟墓里，但他却是说他把灵魂交付天父。另外，还有

这样的经文，例如希伯来书 4章 12节，讲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经文就是如

此说，虽然我不知它是如何运作的，但我认为那却是清楚告诉我，人是有一个

物质部分和非物质的部份。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传统上，在整个西方历史甚至东方历史中，人们都认为人类既有身体也有灵

魂，我们的物质，形质，或无形质，非物质部分…… 我认为，当我们思考整本

新约圣经，甚至旧约圣经时，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只是这个物

质身体而已。这个身体确实是显而易见的，我可以触摸它，可以戳它，可以感

受到它里面的部位，但是当我阅读圣经，旧约或新约时，显然我还拥有更多的

东西。例如，圣经在传道书 12章谈到，在死亡时，灵从它的来处回归上帝，而

身体从它的来处回归地土。保罗谈到他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身体和灵魂之间

似乎有所区别。例如，耶稣谈到，不要怕那能毁坏身体却不能毁坏灵魂的，而

是要惧怕那能够毁坏身体和灵魂的。 

 

大卫·琼斯博士 David W. Jones 

我们必须说，当然，我们有物质和非物质的组成部分，但我认为将我们人类描

述为是复合的统一体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并非是不同部份的聚合物，

好像我们可以划分为各个独立单位似的。你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当我们借

着如何对待身体，如何对待他人的身体，来谈论如此多的神学和道德主题时，

这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看身为人类的自己，好像某种灵魂才是真我，而身

体只是真我使用的某些义肢，那么我们就容易去忽略我们的身体…… 但是，如

果我们将真实的自我视为非物质和物质成分的复合统一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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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整体就是基督要赎回的。我们现今是有新的灵，而在这世代的终了，我

们将会有新的身体；因此，整体的我都很重要；整体的我要被赎回；整体的我

都需要照顾好。我们如何对待身体，与我们如何对待属灵的部份，都同等重

要。 

 
 

问题 5: 

创造亚当的记载对我们自己的组成有何教导涵义？   
 

约翰·耶茨博士 John W. Yates 

创世记 2 章告诉我们，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亚当。然后在创世记 2 章 7节提

到，上帝把气息吹入亚当鼻孔。这是上帝奇妙形象进入无生气的受造物里，并

且将生命气息吹入他里面…… 当上帝造第一个人亚当时，那是非常真实的过

程；祂是从祂的物质创造里取用泥土灰尘，但却由其口中将生命气息赋予亚

当…… 因此，气息，灵，生命都是上帝自己的; 如此创造出人的实质。 
 

方晓军牧师 Xiaojun Fang 

圣经谈到哪些关于人的构造？圣经的创世记里面，给我们记载了人从两部分被

构造起来的。第一部分，神用尘土造人，因此我们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其次

呢，神又向人吹了一口气，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指人被造的第二个

部分，他拥有灵魂。物质的部分是可以看得见的，而非物质的部分灵魂是看不

见的。而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是从人非物质的部分灵魂所发出来的，是源

于神在造人的时候那个最初的创造，赋予给人的。因此人的组成就是由物质的

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组成的，这就是人的概念。 

  

迈克·法巴雷斯博士 Mike Fabarez 

我们从圣经学到人是由物质和非物质部份组成的。回到创世记 2章 7 节，经文

说亚当是由地上的尘土造成的，然后上帝向他吹入生命的气息，那就是我们在

整本圣经所看到的模式：一个物质和非物质的部分。雅各在雅各书 2 章讲到身

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马太福音 27 章，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交付他的灵魂。

因此，物质与非物质，身体和灵魂的结合，构成我们的本质。人们试着以更多

的方式去区分，但这是人类的基本构成：非物质部分和物质部分。我们可以看

到只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但圣经继续说有一个元素，就像电脑里可能有软

件和硬件，硬件也有一些固件。这带给我们一些问题，就是关乎我们身体里一

些固有的冲动，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所挣扎的，知道身体里存有的激情和愿

望；即使我们的灵魂在基督里成为新的，我们仍然有这种人性本能驱策我们去

违逆敬虔的意愿。因此，有血肉之体和灵魂，我们内在有这个新人，而我们的

物质部分仍存有堕落的天性。物质，非物质，这些是我们身为人的两个基本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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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一个重要而永久的部分吗？ 

 

杰弗里·沃尔克默教授 Jeffrey A. Volkmer 

我们的身体是我们重要而永恒的组成部分。对此最好的探讨可能不是只停留于

我们的身体，而是扩及宇宙一切有形质的层面。在歌罗西书 1章，我们看到保

罗宏伟辽阔的基督论，所有的事物都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一切都是为他，也

借着他而创造的。这包括我们宇宙有形质方面，以及宇宙的非物质方面。不过

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因为那是古典诺斯底派的错误，把物质与非物质过于严

格区分；其实它们彼此间是有更多联结。因此，即使我们回到创世记 1章，我

们受造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不单只是我们非物质的本质。这并非说上帝是有

形体的，具有身体，而是说我们身体如此受造，以致于我们能适宜的表显出上

帝，显出祂的心意。所以，当祂造我们，而且说那是好的，那包括我们的形质

部分以及非形质部分。我们在启示录发现，永恒的境界，即我们要永远与上帝

同住的方式，乃是一个有形质的界域。那是一个新天和新地，不是什么空灵飘

渺的状况。那是上帝之城从天而降，以有形质的状况居于耶路撒冷。那是清除

了罪与死亡的状态，但仍具有形质元素。所以，如果永恒的境界将包括有形质

的，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贬低形体，即使在今世它已被罪破坏和伤害。 

 

迪诺拉·门德兹博士 Dinorah B. Méndez 

我相信人类的身体部分非常重要，是整体存在的一部分。有时我们在神学或属

灵方面认为人体或形质部分不会是救赎或永生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相信人类

是由所有这些方面，这些层面构成的，并且是整体的，那么身体也必然是未来

救赎和永生的一部分。因此，在我看来，认为身体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乃是非

常重要的，也由此赋予我们个别身份，让我这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所区别，分

开，但允许我与其他人互动。我认为那是成为一个人的基本组成部分。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旧约和新约的一个明显要点是，我们似乎既有一个身体，和一个非物质的灵

魂，一个无形质的灵魂。新约和旧约圣经另一个看似明显的结论是，在死亡

时，一个人似乎借着灵魂而幸存，身体归回地土而腐化，（信徒）灵魂则离开

与上帝同在。我认为很多基督徒错误地认为，正因为如此，这个有形质的身体

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它会死亡，会腐烂；而死亡时，我的生命可以借着魂或灵

继续与耶稣同在。但我认为这是对新约和旧约的误读。我想我们从创世记 1和

2章开始，上帝以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赋予我们有形质的身体；我们生命

是在一个有形质的身体里。接着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里，这不是一

件小事。耶稣在约翰福音 11章中谈到这件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然后

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章里谈到这件事。他谈到身体的复活，我们未来的盼

望，就如基督徒在这个身体里复活，我们要居住在那些身体里，永远与耶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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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以，我有时会告诉我的神学生，你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创造我们，

把我们放在身体里；而具有那些属性的上帝当然不是偶然或者异想天开，而是

有意这么做。祂设计我们人是有身体的，而且这个情况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

强化：就是在最终存在的状态下，这些身体会回复，我们将永远拥有它们。所

以我认为身体是一个非常重大议题。我这么说，不仅是出于这些神学理由，也

是出于基本的科学和哲学原因。认真看待身体并认为身体乃是我的一部分，这

使得我在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时，理解到性格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你用煎锅

砸我的头部，并且对我的大脑造成伤害，我的性格就会改变。这要怎么解释？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身体是我的一部分，它是我身份的一部份；而且我认

为，这也是复活后我们得回身体的美好感觉。简而言之，如果我只是我的灵魂

而没有别的东西，这个身体并不重要，那么为何需要让这个身体复活呢？那对

我来说是自相矛盾的。我认为当我们思考人的时候，必须对身体有很重视的观

点。 

 

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我们的物质身体在永恒里有多重要？对此的答案是非常的重要，尽管我们许多

的赞美诗和大部分的讲道都是强调灵魂的不朽。然而，我们却发现圣经不是强

调或着重灵魂的不朽，而是身体的复活。当然，这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从我

们死亡到复活的那段时间，在那居间状态下，我们存在的非物质部分会发生什

么情况？圣经对此没有说太多，而我认为那是有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说，它只

是一个居间状态。而不是我们最终永存的方式。圣经一而再所强调的，有些在

旧约，但更多是在新约，乃是着重于复活，你和我身为基督的信徒，我们将要

像他一样的复活，我们将永远享有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与复活体的关系是难

以理解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与我们谈论这件事，他用了一个比喻，就像

种下的籽粒被更加荣耀的形体取代。同样的，我们现今的身体也被将要拥有的

形体取代。 
 

问题 7: 

灵，魂，意念和心思等词语是如何相互关联？ 

 

格兰特·奥斯本博士 Grant R. Osborne 

灵，魂，意念和心思这几个词语，在神学上涉及到“二元论”与“三元论”的

观点，这个观点是关于上帝是如何造我们人类。这意味着，我们是三个部分，

身体，魂和灵；还是两个部分，基本上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实际上是持续

了几百年的一个激烈争论，我认为我需要说的，首先圣经并没有过分关注这个

问题，这更多是来自神学家的问题……我们有身体，我们有魂与灵。在圣经

里，“心思”一词实际上更多指的是意念，而不是指感觉。对“心”这个词的

查考显示“心”是我们如何看待生活。“心”不仅仅是我们对生活的感受，而

是我们如何看待生活，如何思考生活，思考我们如何与上帝同行。因此，我们

的内心决定我们的与上帝同行，而我们的魂与灵就是我们与上帝联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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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我们死去时，我们特别就看到这个二元性或两个部份；也就是我们的

身体被埋葬，并且成为尘土；而我们的灵魂则与上帝同在，进入所谓的“居间

状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灵将与上帝同在，等待基督回来并赐给我们最后永

恒的身体。 

 

大卫·范铸尼博士 David VanDrunen 

圣经使用各种词语来指称身为人类的我们，而一些常见的词语是魂，灵，心思

和意念。它们当然互有关联，但也要分辨其中一些重要的区别。如果我可以先

评论“魂”和“灵”这两个字，这些字词在圣经中几乎是同义词。它们描述了

我们本体的非物质方面。我们有形体，上帝造我们是有身体的；但是上帝也赋

予我们一个非物质的部份，就是圣经指称的魂和灵。因此，有时圣经讲到我们

时，它会将我们称为身体和魂，有时则把我们称为身体与灵。当我们谈论像

“心思”和“意念”这样的词语时，它们是比较复杂，它们并非真正指称我们

人的某个特定部位。例如，如果你讲“意念”，它似乎是讲到我们会思考的特

质，并且有部份是关乎到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参与我们的思考，但我们非

常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体也参与我们的思考。我们有大脑。因此，我们的意念

捕获一些关于我们身体和属灵本质的东西。这之中可能涵义最丰富的词语就是

“心思”，而圣经里“心”这个字词谈的常让我们感到振奋，是我们真正爱慕

的，是觉得有价值的。圣经谈到从心所发出的，能真正定义我们这个人。所

以，当圣经谈到心思的时候，通常不是讲在我们里面跳动的器官，而是在谈论

我们所爱的事物。我们蒙召要全心全意地爱上帝，那是一种表达方式，显示我

们对上帝该有的丰满，整全和深厚的爱。 

 

肯·克思礼博士 Ken Keathley 

要理解圣经谈到关于魂，灵，意念和心思的的困难之一是，圣经乃是互换使用

那些词语。通常你会发现某处经文讲到灵，另一处讲到魂，但似乎它们讲的是

同样的事。因此，我认为对那些词语最好地方说法是，它们指的是与物质的人

相对的部份，也就是超乎你物质本体之外的部份。第三，谈论一个人的整体，

包含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而我认为那是理解那些词语的最好方式。当耶稣谈论

我们要尽性、尽心、尽意爱上帝时，我想他几乎是把那些词语当同义词来用，

堆积词语来强调我们必须全人整体的爱上帝。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圣经在整个旧约和新约使用了灵、魂和心思等词语，我认为，可能会让许多人

读了，把这些看为是在讲构成我们全人的不同部分，不过，我认为那可能不是

正确的理解，能读出身体和灵魂，或是身体和心思、意念，之间的区别。在我

看来，像“心思”和“魂”甚至“灵”那些字词是能互换地用来指人类的非物

质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不同于彼此的细微差别。因此，“灵”

和“魂”可能指的是非物质的，人的内在部分，像“心思”这样的词也指的是

非物质的，但这个词似乎有不同的含义，其中基本上它指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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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者是一个人的愿望所在。因此，虽然所有那三种类型的词语都能指人的

同一部分，但是它们指的部份却传达出不同的细微差别，确认出一个人的非物

质部分的确具有某些不同特质，需要在此指出。 

 
 

 

问题 8: 

什么是行为之约？ 

 

大卫·范铸尼博士 David VanDrunen 

行为之约是在改革宗神学传统的早期几个世纪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教义，我认为

它有几个方面，可以概括它想表达的。首先，它肯定在起初，当上帝创造人类

时，祂就与他订了一个圣约；所以这个行为之约指的是上帝与亚当的原本关

系。因此，正如历史后期那样，它肯定的是，上帝在不同的时间，以各种方式

与祂的子民立约，所以甚至在堕落之前，上帝实际上与亚当进入这种特殊的关

系，一种圣约的关系。这是这个教义的一个方面。这个教义的第二个方面是用

“行为”这个词语来表达的。它教导的是，在这个圣约里，上帝要求亚当要顺

从，并且按照他的顺服与否来对待亚当。将这个要点，与现在上帝如何对待我

们这些子民来作比较，可能会帮助我们的理解。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好行为，

而是按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给予我们救恩，或是永生。而上帝在起初时，

没有给亚当一个中保，没有赐给他一个救主，没有给予他一个能为其效力的；

祂对亚当说的是，“你要顺服我，如果你不服从我，你就会死；”这意味着，

如果他愿意顺服，他就会活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是行为之约，因为

它是基于亚当顺从的程度，或者他是否会顺从上帝的呼召。但是我认为值得一

提的是这个教义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上帝本来并没打算要人类就是单纯而永

永远远地生活在伊甸园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基督教思想。你可以回到奥古斯

丁，或大马士革的约翰，或托马斯阿奎那，你会发现这样的信念：上帝实际上

希望人类能在我们所谓的，祂的“终末团契”里，祂希望人类与祂同在，并且

与祂一起治理，不仅在初次的创造里，也在新的创造里。因此，改革宗行为之

约的教义通常教导说，如果亚当顺从并且忠于上帝所赐给他的使命，那么上帝

在某种程度上会以某种方式，祝福他活在新的创造里。他无需死就可以达到那

目的，而是借着顺从，上帝就会祝福他，并祝福我们所有在亚当里的人有永生

的福份。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 Fields 

行为之约，或者我有时称之为“伊甸园之约”，是圣经和系统神学领域里有争

议的部份之一。我认识一位受到高度尊重的神学家安东尼·何克满 Anthony 

Hoekema，虽然他是改革宗神学家，却反对行为之约的存在。最近，迈克伯德

Michael Bird 在他的[福音派神学]书里也挑战这个概念。恕我直言，让我回到

创世记 2 章 15到 17 节的特定部分，在那里，主对于亚当说不要吃善恶树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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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认为在那里就有一些基本的圣约架构。例如，我认为那里有基本上立约

的两方，上帝和亚当，这是圣约的基本要素。还有一个约定的条款，它在形式

上非常简单，却是我们预期的；那基本的条款是不能吃果子。这个圣约架构里

还包含一个奖励的应许，虽然是以相反方式表达的，“上帝说你吃了果子的那

日子必定死。”言外之意是，如果你顺服，你就能活着。而且我禁不住会相

信，在这个彼此相遇的特定架构里，我们也可以理解生命就是与上帝有正确关

系，而死亡，至少在起初，就是与上帝的关系破裂。因此，我认为，至少以一

个非常根本的方式，我们有一个圣约的某些元素：双方，条款，以及涉及到的

后果或因顺服得到的奖励。 

 
 

 

问题 9: 

在亚当的时代，上帝如何向人表达祂的恩慈？ 

 
Prof. Jeffrey A. Volkmer 

当我们阅读创造的记载时，我们看到人类是上帝在安息之前造的最后一个作

品。创造周不是一个静态，单调的叙述。它的强度随着描述而渐升……最终表

述达到顶点，就是人类的受造。所以，上帝在安息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在他

停工之前，祂不是因为累了而安息，而是因为祂造物的工作完成，然后祂停止

歇息了。祂作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创造人。他们在叙事里有个特权地位，高于其

他所有的受造万物。上帝对亚当的恩慈也表显出来，因为亚当，人类，要治理

上帝造人类之前所创造的其他一切；事实上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亚当。亚当有

这种共生关系，他乃是要以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治理其他所有的受造物；但与

此同时，受造物也照顾他，因为上帝所安置的一切，地上所有植物，所有树

木，所有的果实，都是要成为亚当的食物。他是创造记载里最后的受造，也在

创造里具有这个特殊地位。而且亚当，还有夏娃，是唯一能治理和制伏全地，

制伏所有受造之物的人，这事实表明上帝与亚当和夏娃之间有何等亲密和相近

的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圣经的记载与所有其他古近东创造记载形成鲜明

对比，因为在那些记载里，人和人的受造通常是计划外的加添物。可能是有神

明输掉赌注，或是有些神明拒绝工作，因此他们造人去收拾神明罢工留下的烂

摊子。所以，在那些古近东的记载里，你无法看到创世记记载的这个伦理，道

德和亲密的关系。 

 

瑞克·博伊德博士 Rick Boyd 

圣经中我认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段是开头的两章，不过有时我们又试着对

这两章讲述太多。但那两章确实揭示出上帝的本质，和我们人类在祂的创造里

的地位，以至于诗篇 8篇回溯这一点，并且说道，“人算什么”，或者说，人

类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竟然造访我们这些人？你造我们比上帝低一

点。但是回到圣经的头几章，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一切，在 1章里，创造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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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类是无与伦比的杰作。上帝每天都创造一些事物，头三天祂造出外形，

接下来的三天，祂将其中充满，还加上无与伦比的最后冠冕一笔，那就是创造

人，使得祂的创造不仅仅是“好”而且是“非常好”。在 2章里，我们看到上

帝创造了一切，包括一个园子，并把我们安置在其中，祂对我们真的很好，提

供我们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们来到创世记 3章，那就是当我们自行其是，是麻

烦出现的地方。但是，上帝的创造，祂的原本创造，还有祂的心意，即使是现

在，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祂是如此慈爱而良善的上帝。 

 

戴纳·哈里斯博士 Dana M. Harris 

我们考察创造的记载时，人们常会谈论圣经记载与其他古代近东记载之间的相

似处。有一点我们要记住的是，即使是有一些表面的相似，它们之间却存着深

刻的差异。在其他很多的创造记载里，神明与女神之间经常存有某种巨大冲

突，通常导致众神明和女神的身体部位成为创造的素材。还有，在那些记载

里，人往往是计划外的添加物，是为了照料神明和女神而创造出来的。而当我

们看圣经的记载时，我们看到上帝非常有目的和救赎性地在创造的日子里工

作，祂从空虚和混乱里带出丰满和秩序。每一天的结尾，上帝都宣称祂那天所

做的工作是“好的”。到了第六天，上帝宣布祂那天所做的工作，亚当和夏娃

的创造，是“非常好！”所以，若是将圣经中的创造记载与其他的创造记载进

行比较，我们也看到上帝对人类的态度里存有的恩慈，以及祂赋予人类的崇高

目的。因此，如果我们看创世记 1和 2章，我们就会看到，上帝不仅将人类置

于祂创造的顶点，接着还托付人类权柄治理祂的所有创造。因此，在创世记 1

和 2章里，人类是领受君王和祭司的位分。 

 

塞德·詹姆斯牧师 Thaddeus J. James, Jr. 

我们看创世记 1和 2 章，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上帝对祂的创造表显出的慈

爱，在创世记 1和 2 章我们还看到上帝创造了人类。在创造的每一天之后，上

帝说那是“好的”。而在创造了人之后，祂说那是“非常好”。因此，我们将

人视为创造的极致，是上帝创造的缩影。在园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人而完美

设计的，每棵树，每棵植物，一切都是为了人而造，要让人欢喜。不过后来上

帝看着男人，祂说，嗯，这里没什么是适合做男人的配偶。所以，上帝说，好

吧，我要塑造一下，看看会是什么，于是祂从亚当身体里取下肋骨，塑造了一

个与亚当完美匹配的女人。再一次，创世记的记载显示出上帝的慈爱。然后祂

进一步说，男人和女人要成为一体，那是身体、灵性、情感上的合而为一，在

整个创造里携手同行。我们可以想像那光景，当上帝说在天凉的时候，亚当与

上帝在园子里同行。在那美丽的园子里，一切都是为人而完美设计的，那是何

等完美，圣洁，纯真，无邪的状态！那真是一个缩影。在诗篇里，它谈到蒙受

祝福的人，拥有上帝神圣恩惠的人，再一次，上帝的慈爱，祂的恩典，祂的怜

悯都向人显现。借着创造亚当，然后塑造夏娃，上帝在创造里显示人是何等的

蒙受祝福。因此，就上帝对人的仁慈而言，那是最终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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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耶茨博士 John W. Yates 

创世记 1 和 2章是上帝的善良，或祂对我们受造物充满恩慈的惊人见证。我认

为，我们把创造视为理所当然，但最令人惊叹的事情之一就是，若有一个自己

全然自足的上帝，祂就没有必要创造受造物。如果上帝，以父，子，灵三位格

能在自己的存有中自我关联，那么创造就没有必要性。然而，出于祂丰富的慈

爱，上帝选择创造。祂不仅创造，而且还以很有次序，合乎逻辑，渐进的方式

如此行，从祂的创造中引出美丽，然后在创造的顶峰，祂安排男人和女人，人

类，担任管家，照管祂的创造。所以，那全然慈爱，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出

丰富的受造物，却不是自己做管家，而是按祂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来管理祂所

造的那些完美杰作。这是一个惊人的实证，显示在祂存在的核心上帝是爱，也

借着把我们给予祂的创造，来表显祂的爱。 

 

 

 

问题 10: 

亚当的罪是如何影响创造的其余部分？ 
 

孟天牧师 Timothy Mountfort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余的创造，亚当的罪都以深远的方式影响创造的其余部分。

首先，我们从哥林多前书 15章 22 节得知，保罗说在亚当里我们都犯了罪；因

此，亚当作为一个代表性的领导者，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类的“立约元首”，他

的犯罪不仅影响了他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而且影响了他与上帝之间关系受损后

存在过的所有人类。因此，因为人，因为亚当所具有的立约元首的地位，每个

在他的权柄之下，受他管辖，照管的受造物也都受到影响。创造的秩序受到影

响，全地受到影响……因此，地上属于亚当负责照顾的一切都受到影响。 

 

大卫·范铸尼博士 David VanDrunen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事情之一，而这在大多数广泛的基督教传统里得到注重，

那就是亚当的罪不只是一个过去发生的问题，而且亚当的罪对他自己，他的后

代以及整体受造的秩序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罪对他和他的后代最

直接的影响，对人性的影响，人类已经在灵性上死亡，正如以弗所书说的，我

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中，我们注定要死。上帝从尘土塑造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

归回尘土。但是，我们看到亚当的犯罪不只小规模的影响到我们人类，圣经清

楚地表明，由于亚当的罪，上帝也让诅咒临到更宽广的受造秩序。当然，在创

世记 3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当上帝对蛇、女人和亚当宣布祂的审判时，

祂对亚当的判决之一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必须劳苦，在田地辛苦工作，才能得

到食物；而土地会以前所未有的情况对抗他的劳役。我们可能从罗马书 8章得

到最好的神学观点。在罗马书 8 章，保罗谈到整体受造物因亚当的罪而服于虚

空之下。当然，我们要避免猜测……但我们确实知道，无论其含义究竟是什

么，这个世界，这个更广泛的创造秩序的确不是它原本该有的样式，我们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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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上看到邪恶的存在，正如保罗所说的，这是世上的虚空。而最终，我们对

我们生活的世界能说什么呢？它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墓地，是堕落人类的尸体被

埋葬的所在。当然，其中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是，罗马书 8章说到超越这一切的

希望。从某种意义而言，受造渴望脱离这种败坏的辖制，并指向我们身体至终

的复活，正如保罗所说，我们被收养成为儿子后嗣，就确保临到受造物的咒诅

并非是最后结局。 

 

约翰·汉密特博士 John Hammett 

创世记 3 章描述了亚当的罪，它对创造界的影响，特别是对土地的咒诅，所以

上帝说现在地土不会为你自然产出作物，它却会生出荆棘和蒺藜。因此，每个

农夫都知道，园圃任凭它而不管理，只会生出杂草，而不是农作物。我认为那

是创造败落的标志。所以，创造是处于混乱动荡里。罗马书 8章也说受造物目

前是服于虚空之下，受到奴役，被败坏辖制，虽然有一天能得到释放，但现今

我们却是看到那个辖制，以各种方式运作着。为什么会有洪水，干旱和饥荒等

等？为什么受造界似乎不与我们合作？为什么会出现飓风，龙卷风等等？虽然

天气预报员能追踪所有气候类型的自然原因，但他们谈论的是如何，而不是为

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其中一个因素，我认为是与受造遭到破坏的事实

有关。它已经败落，亚当的罪使得这类情况发生……事实上，我们看到受造物

被破坏而败落，不再能正确运作，那一切事情都是亚当犯罪的结果。这使得我

们在世上的工作变成苦役。我们在堕落之前要“工作”，在堕落之后，却成了

“劳役”，因为受造界不再与我们合作。我们与受造界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

我们对受造界的照看意愿，因着受造界的败落，变得越发复杂和困难。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基督教对亚当的罪，以及它对我们人类以及我们周围世界的影响，有很多可说

的。通常，当我们谈论亚当的罪，和它所带来的影响时，我认为有两件事是最

常听说的，就是它解释了我们的救赎问题；救赎论是关于救恩的教义，换句话

说，亚当的堕落和亚当的罪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为什么我们需

要恩典。而且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确实如此。所有人都犯了罪，都在亚当

里堕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处理这个悖逆上帝的罪性。我们也谈到亚当的堕落

和亚当的罪，关乎到我们的道德属性。例如，我们不仅有这个救赎的需要，我

们现今也具有作坏事的倾向，我们甚至会作一些我们不想要作的事。如同保罗

在罗马书 7章说的，我们愿意作的善事，我们反而不作；我们不想要的恶事，

我们最后却是作了。我认为亚当的堕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两件事，我们对救恩

的需要，以及我们的倾向，我们对罪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停在那里，而这

就是我们对亚当的罪能说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对堕落的看法很薄弱。我认为，

坦白地说，我们对堕落没有全然有力、全然完整的圣经观。我认为我们必须补

充更多，亚当的罪不仅影响我们的救赎和道德方面，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身

体，在形体上影响整个世界。因此，当罪恶，借着亚当的罪，进入这个世界

时，就玷污，扭曲，折损一切事物。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圣经在创世记 3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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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是，因为这个罪，现今地土会生出荆棘和蒺藜，而亚当也必须在田

地劳苦工作。我认为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事情。它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我们

需要救赎，以及为什么我们做坏事；它也解释了像癌症这样的疾病，它解释了

像龙卷风这样的天气状况，它解释了诸如败坏和犯罪之类的行为。简而言之，

亚当的罪影响创造界的一切。上帝创造的一切本来都是美好的，现在因着亚当

的罪，一切都以某种方式被败坏，污染或扭曲变形。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对

堕落和所发生的有一个更健全的看法，因为它影响到整体受造秩序的一切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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