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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論、罪論 

 

人論 (Anthropology) 

 

試想想： 

1. 在始祖犯罪後，人是否失去神的形象？ 

 

2. 人由甚麼組成？  

 

一、 人是甚麼? 

1. 有限: 

「我觀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啊!人算甚麼,你竟記念他?世人 

算甚麼,你竟眷顧他?」(詩 8:3~4) 

2. 受造:  

r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

地上的性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於是,神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人;就是照著

神的形象創造了他;他所創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充滿這

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創 1:26-28) 

3. 擁有神形象的人: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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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

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創 1:26-27 ） 

「人擁有神的形象」在創世記第一章指人能代表神來管理世界。換言之,神給人類一種能

夠發揮獨特主權的潛能。對人類整體而言,這種主權的範圍可擴大至整個世界和所有的生

物種類,並且他們要為此向神負責(創 1:26、28:3 參詩 8:6-8) 

「人擁有神的形象」: 人擁有管理世界和效法基督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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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形容耶穌基督是神完美的形象(林後 4:4，西 1:15) 羅馬書八章 28 節是許多基督徒

很熟悉的經文:「我們知道,為了。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處,萬事都一同效

力。」但真正了解這節經文,還要看第 29 節: 「因為神預先知道的人,他預先命定他們和他

兒子的形象一模一樣,使他的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原來,對於我們的生命,真正的益處

是與耶穌的形象一模一樣,而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地的人得到這益處。藉著耶穌，我

們可以了解人完美的態度和表現(腓 2:5~8) , 這意味「人擁有神的形象」也有屬靈和道德

的合意。 

 

然而，人類往往沒有好好應用上述的潛能、即沒有好好管理世界和效法基督。這破壞了人

與神和人與人的關係,及大自然的生態環境。然而,啟示錄應許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將來要與

基督一同作王，在地上執掌王權(啟 5:9~10)，就是「管理世界」。那些在不來的基督國度

裡的人,將會與基督一同完美地管理世界，把上帝最份創造人類的榮美形象活出來,完美地

發揮潛能。 

 

創世記二章7節記載,「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成人形,把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裡,那人

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亞當。」首先,留意「用地上的塵土造成人形」(formed man of 

dust from the ground, NASB)。「造」的希伯來原文( ָיַצר yäcar),等同英文動詞form,是「形

成」的意思,包含一個過程。比如以賽亞書四十四章24節上:「你的救贖主,就是那在母胎中

就造了( ָיַצר yäcar) 你。」創世記二章7節沒有說明神怎樣使塵土成為人的身體，顯示身體

的「受造」是一個過程。 

 

路德指出,按照希伯來文的平行體(parallelism) ，「形象」等同「樣式」，那麼，「形象」

和「樣式」是不是都因人犯罪而失去呢? 聖經在始祖犯罪後禁止人謀殺(創 9:6) 和咒詛別

人(雅 3:9~10)，原因是人按照神的形象受造。可見按照神的啟示,人類在亞當犯罪墮落後

仍有神的形象,然而,因罪的緣故,這形象在許多方面受到破壞,所以人要在基督裡恢復原先榮

美的形象(羅 8:28-29；林後 3:18；弗 4:22~24；西 3:9~10)。 

 

二、 人的組成：一元論、二元論或三元論? 

 

人的身體和靈魂  

 

人靈魂的受造則可以立時完成一神選擇在人身體形成的過程中「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

裡」,使人擁有「按祂的形象而造」的靈魂; 而這人的後代的靈魂可以按照靈魂遺傳論的方

式而來,即是從父母傳下來。 

 

《和合本》將傳道書三章 21 節譯作:「誰知道人的是往上昇,獸的魂是下入地呢?」這是將

三元論的觀念讀入聖經,以「靈」和「魂」致令讀者以為人有靈而動物有魂,但其實這段經

文的原文都是同一個希伯來字 rûªH。(人擁有神的形象,即人能代表神管理世界並效法基督,但動

物沒有神的形象。因此,就算動物有靈魂,牠們的靈魂也是低等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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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元論 

 
三元論者認為,人由靈 (spirit)、魂(soul)和身體組成。 

 
「靈」指人可以意識靈界、並與神相交的部分; 

「魂」則包括情感和理性。按照這觀點,有些動物也有魂,但屬於較低等的魂。三元論者引用這些經

文來支持他們的觀點:「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又願你們整個人: 靈(pneuma)、魂

(psyche) 和身體都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無可指摘」(帖前 5:23 ) 

「因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兩刀的劍更錄利,甚至可以列入割開魂與靈,關節與骨髓,並且

能夠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來 4:12) 

 
2. 二元論 

 
二元論者認為人有物質和非物質兩部分。他們這樣回應三元論者： 

• 有些經文,例如「你要全心、全性、 全力、全意要主你的神」(路 10:27), 提到人有「心」

(heart)、「性」(soul)、「カ」(strength)和「意」(mind)。如果按照三元論者的推論方式,信徒

等不應該接受四元論? 

• 在聖經中,「靈」和「魂」可以替換使用,例如有些經文說人由身體和魂組成(太 6:25, 10:28),有

些經文則說人由身體和靈組成 (傳 12:7；林前 5:3、5)。 

 
3. 一元論 

 
有些一元論者認為,人是一個整體,不能離開身體而存在。然而,保羅說「我認識這個人,是帶著身體

被提,還是在身體以外被提,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林後 12:3),這就意味人能夠在身體以外存在,

一元論者也許說,在聖經裡,人的身體可以代表全人(創 2:7,47:30)。然而,人的靈也可以代表全人(來

12:23)。一方面,「代表」不一定意味「等同」,聖經從沒有說人只不過是身體;另一方面,傳道書十

二章 7 節和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3 節意味人不僅是身體而已。 這結論也符合當時大多數猶太人的想

法。 

 
現在,我們可以綜合這三個不同的論點。首先,我們接受人有物質和非物質的部分(二元論),但非物質

部分可以有不同方面(aspect)。「靈」和「魂」雖然可以等同並替換使用,但在兩處經文(帖前 5:23; 

來 4:12),兩者不一定等同,指非物質部分的不同方面,可以用「靈」和「魂」來區分(「靈」特指人能

回應聖靈的那方面),也可以用別的方法來區分,例如「心」、「性」、「力」、「意」。另一個解

釋是,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23 節不是承認三元論,只是採用了當時流行的詞彙來强調人的整

體，希伯來書四章 12 節用一種詞彙累積的修辭手法來表達人的整個內在本質。 

 
「刺入剖開…關節與骨髓」不可按字面意思理解, 照樣, 「刺入剖開魂與靈」 不應按字面意思解釋,

因為這些是隱喻,用來描述希伯來人所認為的身體和內心世界的最深處。再者,接受人有靈魂和身

體,並不意味接受古希臘哲學的二元論(例如:輕視身體)。相反,我們接受人有靈魂和身體,並且靈魂

在人死後仍然獨立存在,”同時強調人在世時靈魂和身體是一個整體 (整全的二元論(Holistic 

Dualism),並且身體健康是重要的。1 

 
1 陳俊偉：《天國與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頁 76-79。「基督為他而死,是為他

全人而死,而非他的一部,分(身體或靈魂)人是一個整體,人的存在是身、心、靈的存在。身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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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類的同等 
 
A. 種族的同等 

 
 
 
B. 性別的同等 

 
 
 
C. 富人和窮人同等 

 
 
 
D.未出生的人和出生的人同等 

 
 
 
 

四、 人從哪裡來? 
 
除了耶稣, 亞當夏娃以後的人的身體, 顯然從父母而來(精子和卵子結合), 但他們的靈魂是怎樣來的

呢? 教會傳統有三種看法： 

 
1. 靈魂先存論 (Pre-existence of soul)：早期教父俄利根提出, 靈魂在懷孕之前已經存在。但這看法

沒有聖經根據。 

 
 
2. 靈魂的創造論(Creationism)：在懷孕的一刻,神特別創造靈魂。 

（以上兩個觀點面對同一個困難:為何從神而來的靈魂帶著罪性?許多持守靈魂創造論的改革宗神

學家認為,這是由於亞當的界歸算到後人身上,而靈魂帶著罪性正是歸算後帶來的懲罰。") 

 
 
3. 靈魂遺傳論(Traducianism): 靈魂正如身體一樣,也是從父母傳下來。受破壞壞的人的形象是從塑

落後的亞當傳下來的(參創 5:3),因此有罪性。以下兩段經文支持這觀點:「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

拉罕的時候,利未還在他祖先的身體裡面」 (來 7:10)「耶和華回答她:「兩國在你肚裡,兩族從你腹

中更分出來;將來這族必強過那族,大的要服事小的」(創 25:23)。這兩段經文暗示,後代還沒出生之

前,在某方面來說已經存在於前人裡面了。 

  

 
非但不是敬拜和親近上帝的伴腳石,更是敬拜上帝、與之相交的必由之路。愛上帝是全人地愛,是盡

心、盡性、盡意、盡カ地愛。一個人的屬靈狀況與整個人有關。「屬靈』不單指「靈」的健康,屬

靈的人不會是心靈不健康管理情緒或糖、 心理有問題、不能管理情緒或糟蹋身體的人。「靈命」

和「屬靈」都不是抽象、捉摸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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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論 (hamartiology) 

 

試想想： 

1, 罪的本質是甚麼？  

2. 原罪是甚麼？亞當犯罪要全人類負責是否不公平？ 

 

一、 罪從哪裡來? 

 
聖經表明,在人還沒犯罪之前,一位擁有自由意志的天使已經選擇犯罪,而成了魔鬼,就是創世

記第三章的蛇(啟 12:9 、14)。約翰壹書三 8 節提到魔鬼從起初就犯罪;路加福音十章 17 至

19 節和猶大書 6 節提到天使墮落。 

魔鬼犯了甚麼罪呢? 

提摩太前書三章 6 節暗示這與驕傲和自高自大有關: 

「初信主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驕傲,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 

再者,約翰福音八章 44 節形容魔鬼是殺人的、不守真理的,並且是說謊的,他從一開始就欺

騙人。第三章也指出,既然神是全善的,遠離祂就是犯罪(選擇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就象徵選

擇遠離神),而犯罪應然帶來的刑罰的就是苦難進入世界。 

亞當的罪 

因我們始祖犯罪,苦難就臨到人類。2 何西亞書六章 7 節說亞當的罪是違背了「約」一一神

與他所立的約。阿奎那認為亞當犯了驕傲的罪?路德則認為亞當的罪是不相信神的話 

何謂「分別善惡」樹? 

「分別善惡」可理解為人要自己作主,自己決定對錯的標準,不願意遵從神所定的對準、因

此、耶和華上帝說：「那人和我們中間的一個应会、能知善惡 (創 2:2)、意思是那人入想

要好像神一樣、自己決定何謂善惡、顯出他選擇遠離一切善的源頭、就是神。 

 
二、 罪的本質 

 
聖經說明罪就是達背神的律法(約壹 3:4)、違背良心(羅 2:13-15); 聖經也用以下的字來表達

「罪」: 

 
(希伯來文 charta'ah ; 希臘文 hamartia) 達不到標準 

(希伯來文 ’awal) 離開正確的道路 

(希臘文 adikos) 不義 

 
2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創世記記載夏娃比亞當先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但羅馬書五章 12 至 21 節說罪

因亞當而不是夏娃進入人間,也許在夏娃還沒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之前,亞當在場並同意夏娃的決

定,因此先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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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 ‘abar; 希臘文 parabasis) 躍過(神的)命令（=過犯） 

(希伯來文 pesha', marah) 叛逆 

(希伯來文 sarar ) 頑固和叛逆 

(希臘文 apeitheia, aphistemi, apostasia) 叛逆和不順服 

(希伯來文 resha’) 邪惡和不安定 

 
總括來說,罪可理解為「善」的破壞或缺乏。即使受撒但引誘,人所犯的一切罪都是他選擇

做的,所以要為自己的罪負責。有些人可能誤解保羅「既是這樣,那就不是我作的,而是住在

我裡面的罪作的」(羅 7:17)這句話的意思。其實,保羅不是推卸責任,「不是我作的」並非

指這不是他的選擇、而是指他沒有做自己立志要做的善,顯明他裡面有另一股力量引導他

犯罪。 

 
三、罪的結果 

 
神是滿有威嚴、公義和聖潔的,對罪絶不妥協。因為神是聖潔的，所以祂對罪憤怒(出

32:10-11 ；約 3.36；羅 1:18),而且必定追討罪,經有兩個相關的觀念:「報應」和「管教」。 

 
「報應」(希伯來文n¹qam) 的意思是將人應得的給他們,從舊約律法可知,罪有不同程度之

分,犯某些罪要受更重的審判。然而、無論「大罪」或「小罪」都是罪,而且所有罪都是嚴

重的、犯罪者都受審判:「神必照各人所作的報應各人」(羅2:6)。對信徒而言，神「是赦

免他們的神,卻按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詩99:8 (和合本》)。聖經有許多例子,神的子民雖

然得著赦免,但仍要面對罪的後果、比如摩西不信神、不尊神為聖,就不能進入應許地(民

20:12) ；大衛犯姦淫和般人罪後,他的孩子死去(撒下12:13-14)。 

 
神「管教」(希臘文 paideuo)的目的是叫信徒得益處,使他們在神的聖潔上有分: 「因為主所

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納的每一個兒子。神管教我們,是為著我們的好處,叫我們在他的

聖潔上有分。」(來 12:6、10) 

 
罪破壞人與神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犯罪後往往有內疚感,並且躲避神,正如亞當和夏娃

一樣(創 3:8)。因著與神隔絕,人的心靈感到空虚和不滿足。許多人就採取罪惡的方式來滿

足自己,結果被罪捆綁,成為罪的奴僕(羅 6:17)。犯罪的人往往欺騙自己說罪不會帶來可怕

的後果,他們也漸漸對罪麻木(太 7:3:羅 1:21;提前 4:2) 。然而,他們心裡還會不安,害怕自己

的罪被發現。耶穌說「沒有甚麼隱藏的事不被顯明,也沒有甚麼掩蓋的事不被人知道而暴

露出來」(路 8:17)、 到了神審判人的日子,一切都必顯露出來。可惜、許多人在罪中選擇

逃避現實,不理會神存在的證據,也不理會他們終有一天  

 
聖經所說的「死亡」有三種: 

• 死在罪中:與生命的源頭(神)斷絕(弗 2:1；西 2:13~14) 

• 身體的死:始祖犯罪所帶來的咒組(創 3:19) 

• 永死:與神永遠隔絕(啟 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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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罪的普遍性 

 
保羅說:「正如經上所説:『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人人都偏離

了正道,一同變成污穢;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因為人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10~12、23)。很多未信者聽到「人人都犯了罪」就心裡不服因為他們認為沒觸犯國

家法律就沒有罪。然而,聖經對罪的看法,超越國家法律的標準。比如，內心的態度沒達到

神完美的程度就算有罪,因此聖經說「沒有義人」。人必須藉著信心才可稱為義人,因此聖

經稱信靠神的人(例如:挪亞、亞伯拉罕、約伯)為「義人」或「完全正直」的(創 6:9, 15:6；

伯 1:1)。耶穌説「我來不是要召義人」(路 5:31~32)和「不用悔改的義人」(路 15:7)並不意

味法利賽人是義人,而是調利他們。耶穌這兩句話,真正的意思是所有人都要悔改,否則都要

減亡(路 13:1-5)。 

 

五、原罪 

 
奥古斯丁與伯拉糾的爭論 

「原罪」(Original sin)是很多人誤解的教義。許多人誤以為,奥古斯丁在第五世紀與伯拉糾

(Pelagius)的辦論中得勝,奠定了基督教傳統的觀點。然而,奧古斯丁對原罪的看法,與許多較

早期教父的觀點不同,因此不能算為基督教傳統的觀點。再者,第五世紀的辯論之後,許多神

學家依然對奧古斯丁的觀點感到不安和提出質疑。因此,奥古斯丁不算取得完全勝利, 儘管

伯拉利的錯誤毋容置疑。 

 
自從第一世紀末,早期教父非常強調人的自由意志和對罪的個人責任。但伯拉糾把這思想

推至極端,認為亞當的罪只不過是壞榜樣,對後人沒有其他影響;亞當墮落後,人還能自由選

擇善,可以靠自己的行為來稱義和得救;神據選人得救,是藉著預知人的道德生活水平。 

 
奥古斯丁反對這觀點,認為： 

1. 亞當未犯罪前能自由選擇善 (有「能犯罪,能不犯罪」的自由, posse peccare, posse non  

     peccare) 
2. 亞當墮落後,人不能自由選擇善(「不能不犯罪」, non posse non peccare ) 

3. 人重生後,可以靠神選擇善(「能不犯罪」, posse non peccare ) 

4. 永世裡,信徒不能犯罪(「不能犯罪」, non posse peccare)  

 
奥古斯丁的原罪觀 

奥古斯丁的原罪觀包括兩個方面: 

(1) 定罪:「亞當犯罪時,我們(後人)也算和他一同被定罪。」表的概念:亞當代表我們被定罪,

基督代表我們稱義,他們認為,亞當的罪歸算到我們身上,而基督的義歸算到我們身上。 

(2) 人性的敗壞 (corruption) : 在亞當犯罪後,人性受到某方面敗壞。 

 
幾乎所有早期教父都同意第(2)點人性的敗壞,而「定罪」是否合乎聖經的公義原則呢？ 

 



RHCCC 城北華基成人主日學 

Advanced DNA Training 領袖進階訓練課程：「護教式系統神學」                   2019.11.10 

8 
 

按照聖經的公義原則,各人為自身的罪而不是為先人的罪,被定為罪人:「不可因兒子的罪處

死父親,也不可因父親的罪處死兒子，各人要因自己的罪被處死」(申 24:16);「唯獨犯罪的,

才會減亡:兒子必不擔當父親的罪孽,父親也必不擔當兒子的罪 :義人的義必歸他自己、惡

人的惡也必歸他自己」(結 18:20) 這是非常合理的。因此、我們不應和亞當一同被定罪;亞

當也不可能在我們沒有選擇他作代表的情況下,代表我們犯罪。3 

應如何理解「原罪」? 

羅馬書五章 12 至 21 節不宜理解為: 我們和亞當一同被定罪,或亞當代表我們被定罪。因為

這解釋與上述的公義原則衝突,而公義原則也見羅馬書,此如「神必照各人所作的報應各人 

以震怒和憤恨報應那些自私自利、不順從真理而順從不義的人…因為神並不偏待 

(羅 2:6、8、11) 這段經文可理解為:敗壞從亞當傳下來,影響我們犯罪,而犯罪的結果就是被

定罪和死亡。但因著耶穌的義行,接受祂救恩的人給稱為義、得生命和成為義。感謝主! 

敗壞從亞當傳下來、影響後人犯罪以致受審判,這樣公平嗎? 

首先要注意,以下兩個條件使犯罪的情況可能發生: 

1. 犯罪的想法或傾向 (從亞當傳下來的敗壞,可以產生這些想法或傾向) 

2. 自由意志的選擇 (例如: 選擇照犯罪的想法去犯罪) 

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可能性: 

1. 即使沒有「從亞當傳下來的敗壞」,後人也可能如同亞當一樣選擇犯罪而受審判。神既 

    賜人自由意志,犯罪就不一定要先受到敗壞的影響才發生,正如亞當原本沒有受到敗壞影 

    響,但他犯罪了。 

2. 雖然受到「從亞當傳下來的敗壞」影響,後人也可能拒絕犯罪,只是不願意這樣選擇,因此 

    他們仍要為自己的罪負責而受審判,當人選擇犯罪,就落在罪的捆綁裡,失去自由,使他不能 

    再拒絕犯罪,因而成為罪的奴僕。但他仍要為自己在捆綁中所犯的罪負責,因為進入捆綁 

    是他的選擇。所以,世人未認識耶穌之前都在罪的權勢之下,無法勝過罪的力量,但在基督 

    裡就得到釋放,恢復自由,能夠還擇不犯罪。 

 
反思： 

1. 你的生活中如何可以活出神的形象？  

    > 我的禱告：                                                                                                                                      

 
2. 你的生活中如何可以「不犯罪」？ 

    > 我的禱告：                                                                                                                                

 
3 有些人引用經文來支持「代表」的觀點,比如希伯來書論到亞伯拉罕在某個層面代表他的子孫利

未獻上十分之一(來 7:9-10)。然而、這裡說的是奉獻而不是定罪,奉獻必須從神與猶太人的約來理

解,這約是神藉亞伯拉罕而立的,因此亞伯拉罕可代表他的子孫奉數、亞伯拉罕不能代表他的子孫稱

義,否則他的子係應該全部得救,但事實並非如此。從歷史可見,許多猶太人不相信神而滅亡了。既

然亞伯拉罕不能代表他的子孫稱義,他也不能代表子孫被定罪。稱義、定罪、悔改等都是個人面對

神的事情,與祖宗無關(參結 18 章;路 3:8) 因此,亞當的罪不應在我們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歸算到我們

身上。基督的義歸算到我們身上(林後 5:21),也在我們選擇相信基督時才發生。這裡要指出,「受別

人的罪的惡果影響」和「因別人的罪而被定罪和審判」是兩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