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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二部

人论

FECC国语堂午间崇拜成人主日学

第4课

人性的本质

系统神学 -人论 2

人性的本质

•林后7:1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
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
得以成圣。

•帖后5: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
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系统神学 -人论 3

人性的本质

•三套理论

•三元论：灵、魂、体

•二元论：灵魂、体

•一元论：灵魂体

•灵魂体合一的人本是一个奥秘

系统神学 -人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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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本质

•一元论：灵魂体
•除非不相信永生
•除非不相信复活
•除非不相信圣经

•路23:43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
我在乐园里了。

•林后5:8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
住。

系统神学 -人论 5

人性的本质

•二元论：灵魂、体

•灵魂是不可分的

•灵魂的功能是不可分的

•圣经中灵和魂二字常互用，特别在旧约

系统神学 -人论 6

人性的本质

•但要注意

•不可能：由灵已经死了的人来描述灵魂之差别

•不可靠：由刚重生的人来描述灵魂之差别

•灵、魂、体本不能分割，但功能不同

•灵、魂、体本来就是“三位一体”（低等的）

•就像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优越的）

系统神学 -人论 7

人性的本质

•三元论：灵、魂、体（spirit,soul,body）

•被二元论指责的地方

•圣经中灵和魂用法的区别常常不明显

•二元论也有几处很难解释的经文

•很难使人信服

系统神学 -人论 8



9/18/2017

3

人性的本质
•来4:12神的道是活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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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帖前5: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
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
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约4:23-24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
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系统神学 -人论 9

人性的本质
• 约4:23-24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说明在这以前

•灵和诚实出了问题

•灵死了、失去了功能

•如果你是坚定的二元论者，暂且当故事听听

•有些是我听来的，有些是我的理解
系统神学 -人论 10

人性的本质：犯罪之前

•创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
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魂，名叫亚当。

•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产生了人的灵

•这灵使得人能与神有交通

•从而人在神面前是活的：活魂，活人

•人是灵、魂、体的“三位一体”

系统神学 -人论 11

人性的本质：犯罪之前
• 创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
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活魂），名叫亚当。

•动物只有魂和体

•动物没有灵

•动物不会敬拜神

•动物不会进天堂

系统神学 -人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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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本质：犯罪之前

•创2:16-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
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的大儿子：该隐、亚伯；该隐杀亚伯

•创5:3-5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
像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生
塞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当
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系统神学 -人论 13

人性的本质：犯罪之时
• 创2:16-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
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
子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夏娃的灵死了

•亚当夏娃与神的交通断了

•亚当夏娃不再有能力知道、理解、选择神的善

•亚当夏娃在神面前死了
系统神学 -人论 14

人性的本质：犯罪之后

•创3:8-10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
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
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与神的交通断了

•那时，亚当夏娃的境况：死的灵+魂+体
系统神学 -人论 15

人性的本质：犯罪之后

•创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
土。

•身体的死

•然后，死的灵+魂：进入阴间

•这结果一直持续在非重生得救的人中间

系统神学 -人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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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本质：犯罪之后

•创5:3-5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
像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生
塞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当
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亚当夏娃：死的灵+魂+体

•他们的后代：死的灵+魂+体

•人的遗传不能产生活的灵

系统神学 -人论 17

人性的本质：人的重生

•约3:3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
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3:6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人死了的灵得到重生

•恢复到神起初创造人的形象

•恢复了与神的交通

•可以用灵和诚实敬拜神
系统神学 -人论 18

人性的本质：重生的人

•林后5:8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
住。

•离开身体后

•灵和魂与主同住

系统神学 -人论 19

人性的本质：重生的人

•腓3:20-21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
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
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主再来时

•身体的复活：得荣耀的身体

•具有灵、魂、体完美的人与神同住在永恒里

系统神学 -人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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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林前7:34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
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林后7:1亲爱的弟兄阿，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
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
得以成圣。

系统神学 -人论 21

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约12:27我现在魂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
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约13:21耶稣说了这话，灵心里忧愁，就明说，我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了。

•路1:46-47马利亚说，我魂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系统神学 -人论 22

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来12:22-23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
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
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彼前3:19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
灵听。

系统神学 -人论 23

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启6:9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
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启20:4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
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
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
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
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

系统神学 -人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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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路12:20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
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路23:46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
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约19:30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系统神学 -人论 25

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徒7:59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太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
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林前5:5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系统神学 -人论 26

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雅2: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
死的。

•罗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
灵却因义而活。

•林前5:3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心却在你们那
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
的人，

系统神学 -人论 27

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西2:5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灵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
了。

•彼前1: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启18:14巴比伦哪，你魂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
毁灭，决不能再见了。

系统神学 -人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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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徒17:16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
是偶像，就灵心里着急。

•可2:8耶稣灵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罗8:16圣灵与我们的灵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林前2:11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
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系统神学 -人论 29

人性的本质：Grudem书中引用的新约经文

•可12:30你要尽心，尽魂性，尽意（mind 心思），
尽力，爱主你的神。

系统神学 -人论 30

系统神学

•回家作业

•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思想你所支持的，说
明对你基督徒生活的影响。

系统神学 -人论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