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是什麽? 
潘柏滔

经文: 創 1:26 – 31



两根管子,一口氣?

人是脫了毛的猴子?

一部電化機器?

化學劑和水?

人體之美?

崇理主義，人定勝天?



创 1:26  神说：「我们要照著我们的形像、按著我们的样式
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创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
造女。

创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
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
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 1: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
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创 1:30  至於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
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创 1:3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B. 神的形像的屬靈意義

2. 人是受造物. 神是創造主.
A. 人非自主
B. 神給人的界限

3. 人在受造物中有的地位和職責.
A. 創造諭令
B. 神對人的眷顧

4.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反省
A. 基督才是神獨一的象
B. 人的尊嚴
C. 人類社會的棟樑：家庭
D. 創造諭令：管家職份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含意:

1.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
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a. 創造次序与描寫方 法
顯明造人是創造高峯:



創造記載 (BIBLICAL ACCOUNT OF CREATION): 
創.1:1 - 2:3

前言 (1:1)

• 分別(DISTINCTION)            

• 第一日:(1:3-5) 分光暗

• 第二日:(1:6-8) 分上下水
(空與水)

• 第三日:(1:9-13) 分海陸

•

• 不動體 Immobile Bodies

結語 (2:1-3)

創 2:1  天地(HEAVEN AND 
EARTH) 

神由無有中創造萬物

• 裝飾(ADORNMENT)

• 第四日:(1:14-19) 造光體

• 第五日:(1:20-23) 造鳥類與魚
類

• 第六日:(1:24-31) 造陸地動物
與人

• 動體 Mobile Bodies

安息(無 "晚上, 早晨") 

創2:1萬物(ALL THE HOSTS OF 
THEM 天地中的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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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第四日

第二日 第五日

第三日 第六日



第七日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含意:

•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a. 創造次序与描寫方法顯明造人是
創造高峯
b. 從<好>到<甚好>顯明造人是創造
高峯
c. 創造人的過程,描寫獨特,顯明造人

是創造高峯
人是神的形像有神的樣式



古代中東
帝皇的形像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B. 神的形像的屬靈意義



The Doxological A創da of 創esis 1B. 神的形像的属灵意义:

a. 灵性:人与神交通的灵性(spirituality) 

b. 正义性:人未犯罪前的正义性 (original 
righteousness). 

c. 统治性:人用來治理其他受造物的统治
性(dominion). 

d.關係性:人用來建立社會的關係性
(relationship).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 造男造女。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B. 神的形像的屬靈意義

2. 人是受造物. 神是創造主.



2.人是受造物
創 1:26-27  神说：「我们要照著我们的形

像、按著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
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
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A.人非自主

B.神給人的界限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B. 神的形像的屬靈意義

2. 人是受造物. 神是創造主.
A. 人非自主

B. 神給人的界限

3. 人在受造物中有的地位和職責.
A. 創造諭令



3. 人在受造物中的地位和職責.

A. 創造諭令 - 人對万物的責任.

創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
各样行动的活物。」”

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subdue) 管理(have dominion)



• 舊約三个理由支持環境保護: 
• (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創1:31), 万

物有內在的價值(intrinsic value). 

• (2) 受造物彰顯神的智慧和榮耀

• (詩8,9,104:24). 人类應賞識它, 保護它. 

• (3) “在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
和华守的安息” (利25:1-4) 人要守安息日
的誡命, 不單是在精神上, 也是在土地上的
應用. 神最終的計劃, 是籍着耶穌基督拯救
墜落的人类和所有受造物. (何2; 羅8; 西1).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B. 神的形像的屬靈意義

2. 人是受造物. 神是創造主.
A. 人非自主

B. 神給人的界限

3. 人在受造物中有的地位和職責.
A. 創造諭令

B. 神對人的眷顧



B. 神對人的眷顾: 

人类原則(Anthropic Principle)

精密微調的宇宙(Cosmic Fine 
tuning)容許人类生存

93 項調節恰到好處



星體間的平均距離

星系間的平均距離



引力常數
宇宙的膨漲速度
光速
水分子的極性



創 1:29 -30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
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至於地上的走
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
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B. 神的形像的屬靈意義

2. 人是受造物. 神是創造主.
A. 人非自主

B. 神給人的界限

3. 人在受造物中有的地位和職責.
A. 創造諭令

B. 神對人的眷顧

4.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反省



40:12-31 
4.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反省

A.基督才是神獨一的像:
• 『若我對自己的成功，這些不足掛齒的

小事不能忘懷，使它不出現在我的腦海，
又或在出現之時我沒有斷然拒絕；若我
陶醉於別人對我靈命的稱讚，我就絲毫
不懂加略山的愛。』

• 『若我不能真誠欣然接受次位甚至末位，
若我不能大方接受首位，要裝模作樣說
自己不配，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
的愛。』Amy Carmichael



40:12-31 4.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反省

A.基督才是神獨一的象:

B. 人的尊嚴

美国独立宣言:下述真理不證自明：凡人生而平等， 秉造
物者之賜，擁諸無可轉讓之權利，包含生命權、自由權、
與追尋幸福之權。

C. 人类社会的棟樑：家庭

D.創造諭令：管家職份

• 1. 遍滿地面
• 2. 治理這地
• 3. 看守



1.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A. 造人是神創造的高峯

B. 神的形像的屬靈意義

2. 人是受造物. 神是創造主.
A. 人非自主
B. 神給人的界限

3. 人在受造物中有的地位和職責.
A. 創造諭令
B. 神對人的眷顧

4. 人是按照著神的形像被造的反省
A. 基督才是神獨一的象
B. 人的尊嚴
C. 人類社會的棟樑：家庭
D. 創造諭令：管家職份



結論

來2:6-9 引述詩8: 3-8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
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
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萬物
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
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
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神賦予人的价值和尊嚴. 最終只有在基督里才是
我們回復神形像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