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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神學》(6) ：認識㆟受造的特殊目的 

A) 萬㈲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著祂」造的 

 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啟 4:11) 

 16 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

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17 祂在

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西 1:16-17) 

B) ㆟特殊的受造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指：人類)，使他們管理海

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8 神就賜

福給他們 (創 1:26-28) 

 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8 耶和

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9…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

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15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

理，看守 (創 2:7-9, 15) 

1) 獨㈲㆟是  神吹氣在其㆖ － 使㆟成為㈲靈的活㆟，可以與 神交通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

人，名叫亞當。(創 2:7)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 4:24) 

“God is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NKJV 

 願賜平安的 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前 5:23)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 3:12) 

2) 獨㈲㆟是按著祂的形像與樣式被造 － 只㈲㆟能『像祂』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27  神就照著自己

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 1:26-27)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 8:29) 

3)  獨㈲㆟被 神賦與管理全地的責任 

 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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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

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

物。」 (創 1: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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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創 2:15) 

4) 獨㈲㆟，神對他㈲特別的要求和警告 

 16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

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 2:16-17) 

C) ㆟與 神之間特殊的關係 

㆟特殊的受造也說出了㆟在 神面前特別蒙恩、蒙愛、蒙福的地位和關係。㆟在 神面前

所蒙最大的福乃在於 神竟然與㆟建立特別的關係，而且都是生命與愛的關係。 

 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神就賜福給他

們…(創 1:27-28)/ 在他們被造的日子，神賜福給他們…(創 5:1-2)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約 3:16)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

前 2:9)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

也住在他裏面。(約壹 4:16) 

1) 獨㈲㆟得成為 神的兒㊛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祂的兒

女。…(約壹 3:1a) 

 …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 神的兒子。 ( 路 3:38)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來 2:10a) 

2) 聖經用夫妻的關係來形容「神與百姓」和「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a) 神與祂的百姓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 (何 2:19a) 

 耶和華說：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因為我作你們的丈夫…(耶 3:14) 

 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 神也要照樣喜悅你。(賽 62:5b) 

b) 基督與教會 -參見(D)之(2) 

另外基督又特別被稱為我們的長兄，也是我們的朋友。其他的關係，例如：好牧

㆟、獨一的救主、生命之光、生命之靈…等等，請見《基礎神學》第二講：認識

基督。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 8:29)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我乃稱你們為朋友(約 15:15) 

3) 聖經用「殿」來形容聖靈與 神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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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林

前 6:19)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22 你
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20b-22) 

D) ㆟受造的特殊目的 

 前面講的是「㆟特殊的受造」, 重點在於㆟受造的過程與方式特殊之處。本段則重

在講㆟受造的特殊託付與目的，以及因此而㈲的特殊意義與與價值。 

1) 為著彰顯 神的榮耀 (個㆟、家庭和教會) 

 凡稱為我㈴㆘的人，是我為㉂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賽 43:7)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要在你們身子上榮耀 神 (林前 6:19-20) 

 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 (林前 10:31)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腓
1:20b-21a)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

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 3:16) 

 另外，1647 年《威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The Westminster Assembly’s Shorter  
Catechism)的第一問與答就提及㆟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要『榮耀 神， 並以祂為

樂，直到永遠 。』 

2) 藉著男㆟與女㆟在婚姻中的合而為一，見証「基督與教會」 

 【創造之時】18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

他。」 … 22 耶和華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

人跟前。… 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

2:18-24) 

 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

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弗 5:31-32) 

 【神旨意完成之時】9…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

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10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

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11城中有神的

榮耀…(啟 21:9-11a) 

3) 藉著㆟的順服來對付撒旦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

無言。(詩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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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約壹 3:8b) 

 55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裏？… 57 感謝 神，使

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林前 15:55, 57) 

 …你們要順服 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

命。(啟 12:11)/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7) 

4) 為 神執掌權柄、管理這地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 1:28) 

 21…萬有全是你們的。 22 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

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 23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

又是屬 神的。 (林前 3:21-23)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

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 18:18) 

5) 成為地上萬民的祝福 

從亞當犯罪墮落以後，㆟變得自私、以自我為中心。但是從 神呼召亞伯拉罕 ，

將他及他的後代從萬民中分別出來的目的上就可以看出：神不僅要蒙召的族類

「承受祝福」，更是要他們藉著基督「成為祝福」，使地上的萬民因主蒙福。 

 1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去。 2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3…地上的萬

族都要因你得福。」(創 12:1-3) 

 17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 18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由加 3:14, 
16 可知是指著耶穌基督 -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

人…】，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創 22:17-18)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

福氣。(彼前 3:9) 

 30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31其次就是說：『要愛人

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可 12:30-31) 

 37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38這是誡命中的第

一，且是最大的。 39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40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 22:3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