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系统神学

第十九课…

人被造的经过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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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人 ἄνθρωπος (anthrōpos)
圣经提到人的出现有两套记载
圣经提到人的出现有两套记载…
 创世纪第一章 上帝已经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是大概的叙述 就是全景 比较广面的
是大概的叙述，就是全景、比较广面的
 创世纪第二章 又重新讲一次人被造的经过，
不是两套不同的记载 而是前面是全景
不是两套不同的记载，而是前面是全景，
后面是特写、比较详细的来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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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了十八个单元来讲神论，因为一切是从神出来，
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最像神的就是人类，
所以我们就要进入人论 Anthropology
学问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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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时候被造的？
1 十九世纪英国教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错误，
1.
十九世纪英国教会出现 个严重的错误
用神秘的方法来计算 —
人类是在六千年前某某时刻被造出来的。
类是在 千年前某某
造出来
圣经并没有把每一代的长度都写下来，记载好几次家谱，
 但都不是完整的，都是代表性的家谱
 记载某些祖宗的寿命，但并不是完整的，
没有办法直接加在一起，推算亚当离现在多少年
2. 近代考古学、进化论，流行的理论就是非常的久远，
长到不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几亿年都有可能 —
 要够长的时间才有时间来演化，
要够长的时间才有时间来演化
把无生命变成有生命、
低等变高等 高等变人类
低等变高等、高等变人类
 只是进化论的推论，并没有直接的证实

好像照相、或拍电影，
本来拍 个全景， 面 面有很多 ，
本来拍一个全景，画面里面有很多人，
特写镜头就拉近到某一个人的脸部…

圣经的年代跟现在流行的年代之间，差距非常的大，
 圣经没有把每一代都写下来，但从已经写下来、
圣经没有把每 代都写下来 但 已经写 来
加上可能漏掉用推测的，总共加起来也不会太长…
 无论怎样，不会跟现代进化论、考古学的理论，
无论怎样 不会跟现代进化论 考古学的理论
所讲的年代那么的遥远
这里面最大的争议点 —
 考古学发现一些很像人类、特别是头骨，
考古学发现 些很像人类、特别是头骨，
用现在的仪器来鉴定可能的年代，的确蛮久的
 可是最根本的问题 — 那个真的是人类吗？
圣经的人，虽然没有提到多么的古老，
但应该不像现在流行理论所讲的那么古老
标准答案是，第六日出现的，
神的创造，在六日、也有可能是第六期，人类出现。

人被造的两大目的…
1. 荣耀上帝，根据
帝
— 创一26 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既然按神的形象造的，就应该活得像神、要象样，
把神的形象、神的荣耀表现出来、彰显出来。

人类被造以后很快就离开上帝，
没有 个人完全彰显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人完全彰显神的荣耀，
如果有，唯一的一个就是两千年前的耶稣基督，
他在地上的生活把上帝的荣耀完全的表现出来…
在
上帝的荣耀完全 表 出来
约一14b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典 真

林前十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林前十

无论做甚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2. 做好管家
创一26b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使他们管 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保罗这样讲，也是根据
保罗这样讲
也是根据 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应该在生活中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不是说在教会聚会、唱诗…，才是彰显神的荣耀
才是彰显神的荣耀
 每一天的生活都在彰显神的荣耀，
甚至或吃或喝、休闲的时刻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代表上帝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其他生物
 关于管家，我们离开上帝以后，
 世界越来越恶化，真的没有管得很好
 但人类还是有遗留一些残余的神的形象、
但人类还是有遗留 些残余的神的形象、
可传递的属性，人类社会才可以继续运转


荣耀
人存在、人活着，就是来表现神的荣耀，
这是上帝给人类的第一个基本使命。

人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 — 从伊甸园来看人类理想的生活。
 人被造不久，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
人被造不久
当 夏娃就被赶出伊甸园
人类社会就走样了
 可是从 创二8-17 对伊甸园的描写，可以看见
对伊甸园的描写
看
上帝原来对人类理想的生活，有一个规划、描述…
1.

二9a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悦人的眼目。

赏 悦目
赏心悦目

从美丽、上帝创造的作品，就感觉到心灵的喜悦，
 表达第一个理想，艺术的生活 — 是很美的
 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都喜欢
欣赏美术、看风景、观光旅游，因为都很美
我们应该继续经营我们的环境，
让他成为一个很有美感、很艺术的生活环境。

慈爱、公义

2.

二9b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神造的食物是营养很平衡的，吃了让我们
得到健康 — 健康的生活。
3.

二9b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

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为什么要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
三22 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启廿二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这是文学性的描写，
 不要当作是中药、药草，到新天新地还要吃药
不要 作是中药、药草，到新天新 还要吃药
 永远的食物，不是肉体的食物，这是属灵的生活

4.

二10-14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从那里分为四道：

消失了
第一道名叫比逊，在那里有金子，并且是好的；
第
道名叫比逊 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 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早期翻译成伯拉河、希底结河
伊甸园不是个小花园，是大的不得了…
上帝原来的设计，是要人类过富裕的生活。

5.

二15b使他修理，看守。

代替上帝管理自然界、环境，让我们可以生活的很好。
6
6.

二16b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7.

二17a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不是的，在可能管理的范围 — 自己的家、单位，
尽量照上帝原来的理想来改善，
这是上帝原来期待我们人类过的生活。

规矩的生活

在自由中有所限制，有规矩要遵守。
那自由比较多、还是规矩比较多呢？
 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上帝都还不违背他自己、不违背自己的法则，
何况被造的人类，其实已经够自由了，
 在神给我们的自由里面，可以很快乐的生活
 不要为所欲为，要遵守上帝给我们的规矩

原来这东西是很普遍的，是神设计，要让我们过富裕的生活。

我们不 定能改造 个世界，可是是 是
我们不一定能改造整个世界，可是是不是就让它败坏下去呢？
败坏下去

自由的生活

不但可以吃饱，而且有各样的美味。

这些东西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就讲台湾，
 原住民两百年前的时候，家里还有很多的宝石，
原住民两百年前的时候 家里还有很多的宝石
山上有宝石的矿石，下大雨就把它冲下来了
 后来被汉人巧取豪夺，很便宜的价钱就买走了
后来被汉人巧取豪夺 很便宜的价钱就买走了 —
用火柴一盒就换好几颗的宝石

这七方面也可以说 — 人类的文化使命。
改革宗神学 强调不但有福音使命 也有文化使命
改革宗神学，强调不但有福音使命，也有文化使命…
 福音的使命，人堕落以后，上帝设立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死，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
我们去传福音 — 向神悔改、接受耶稣、与神和好
 文化就是生活，每个人都有文化，只是不一样而已，
 文化里面都有堕落、离开上帝都有玷污的
 信主以后，靠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去改善文化，
生存的环境 可以是艺术、健康、属灵、富裕、管家、
自由、规矩的生活，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很幸福了

管家的生活

从女人的被造，看夫妻之道…
1.

要互助

二18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20b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这里讲女人要帮助男人，别的地方也有讲
这里讲女人要帮助男人
别的地方也有讲
男人也要帮助女人，体贴、照顾、负起养家的责任。
2.

二21-23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要追求合
要追求合一
领她到那人跟前
领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犹太人说，上帝不用头骨造女人，免得她骑到男人头上；
脚骨
，免得
踩在脚
也不用脚骨造女人，免得被男人踩在脚下。
他用肋骨，在心窝、最贴心的地方，成为亲密的伙伴。

3.

二24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要自立
不要误解成离弃父母，
 结婚的时候要自立了，不能再依赖父母
 父母也要让他们自立，不要管太多，靠神可以自立
4
4.

二25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要坦诚

夫妻之间要坦诚、非常自在，什么话都可以讲。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是文盲，文化差很多，
却可以聊得很好，这是上帝喜欢的…
人类堕落之后，要坦诚谈何容易，
既然结婚了，要练习坦诚，就是要学习包容 —
 他很诚实地告诉你一些事情，要先忍耐，先听
 有什么错，靠神的恩典、神给你的智慧，
有什么错 靠神的恩典、神给你的智慧
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帮助他，归正就好了

人的特性
一、 最大的特性就是上帝的形象，
最大的特性就是上帝的形象 创一 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诗八4-8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人的荣耀尊贵是代表上帝来管理一切…
二、人受造跟其他动物受造是不
二
人受造跟其他动物受造是不一样的
样的
 其他的 — 诗卅三9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创造人类时大费周章，先宣布我们是他的形象
创造人类时大费周章 先宣布我们是他的形象
弗四24b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彼后一4b 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1 神创造人是按他的形象 —
1.
有他的荣耀、也有他的性情。

前面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六天造好人类，
到了第七天 安息日
到了第七天，安息日…
二2-3a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1 歇了一切的工，
1.
歇了 切的工
上帝不会累，他做了一个示范 —
我们以后工作六天 第七天是要休息
我们以后工作六天，第七天是要休息
2. 这一天也是蒙福的一天，订为圣日 —
不做世俗的事情 专 来敬拜上帝
不做世俗的事情，专心来敬拜上帝
要休息、要敬拜…
 不要工作、离开工作，这是休息
 好好敬拜守为圣日，
好好敬拜守为圣日，也有休息的效果
有休 的效果 —
重新得力，去面对未来六天的生活

2. 神先为人预备好万物、整个大环境都预备好了，
然后人类最后才出现。
然后人类最后才出现
负责任的父亲，也会把该预备的都预备好，
不会让婴孩突然跑出来、没有办法照顾好
婴孩
来
有
3. 分两阶段来创造，
 造男人，先用泥土来造他的身体，
第二阶段是吹气，变成有灵的活人
 再用男人的肋骨来造女人
4 马上赋给他重责大任
4.
二15 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 看守
使他修理、看守。
5. 神特别赋给他权柄，高于其他受造之物，
一26-28 陆海空都交给人类来管理。

三、跟其他动物比较，人有很多方面都是其他动物没有的 —
 人有语言，是非常丰富的沟通工具
人有语言 是非常丰富的沟通 具
 人有宗教、道德、美感、创意、抽象的思维
人有远远超过 切动物的智慧
人有远远超过一切动物的智慧，
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的动物更优越
四、人与天使比较 —
1. 诗八5a 你叫他比天使（或译：神）
你叫他比天使（或译 神）
微小一点。
 有两方面不同的版本
有 方 不同的版本
 只是在某些功能上比天使小，
不是表达地位上比天使小
好比你当领导，有一个部属有一些功能比你强，
不表示他地位比你高，你还是他的领导。

3. 人际关系，跟天使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丰富的，
之间
有亲情、友情、爱情，也有
家庭、社会、国家、各种组织、团体，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非常丰富的


天使之间呢？圣经将近一百万字，
 天使之间只有阶级关系，
而且只是上帝服役的灵
 不像人类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朋友
类
成
帝 儿女
帝 朋友
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看，
都比天使与天使之间、天使与神之间的关系，
人比起来都高尚太多了。

2. 怎么敢说人比天使高呢？
来二16 他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给人类 —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
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有得救的机会
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有得救的机会，
表示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比天使的地位崇高。
来一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是 帝的仆役
天使是上帝的仆役
 是替我们这一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
我们是天使服务的对象，地位是比天使高的
我们是天使服务的对象， 位是 天使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