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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講講講講 

人論的意義與倪柝聲人論簡介人論的意義與倪柝聲人論簡介人論的意義與倪柝聲人論簡介人論的意義與倪柝聲人論簡介 
 

一．人論的意義 

A. 人的來源 

人從哪裡來？人是由哪些成分組成的？

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進化論者認為人從猿猴演化而來。基督

徒卻根據聖經，堅信人是神創造的，人的存

在並非出于偶然；否則，要肯定人生有終極

的意義，是一件難事。 

 

B. 人的成分 

1. 生物學家：人是由許多細胞組成的複雜高

等生物。 

2. 經濟學家：人是貨物的生產者與消費者。 

3. 唯物論哲學家：人不過是肉體，是屬物質

的；“心”或“靈魂”只是抽象名詞，被人主

觀地用來解釋身體的某些特殊功能或現

象而已。 

4. 唯心論哲學家：物質與肉體不是真實的，

真正的人說穿了就只是“心”而已；肉體

或肉眼看見的物質界僅是幻象罷了。 

 

若以為人只是“純物質的組合”、“經

濟性、政治性的動物”，或是一連串的反射

動作，然后用其中一種說法來解釋人類的整

個狀況，那將嚴重地誤解人真正的本性。 

 

 

C. 人的獨特性 

1. 人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 

2. 人是文明的，又是野蠻的； 

3. 人與人之間能發展出深刻的友誼，也能仇

恨凶殺； 

4. 人是自由的，也是受奴役的； 

5. 人是萬物之靈，也是世上最危險的動物； 

6. 人在歷史中累積了許多令人讚嘆的文明

建設，但也無情地摧毀與破壞這些建設； 

7. 人既高過其他的受造物，卻同時感受到自

己的獨特與渺小。大衛深深體會，與浩

瀚的宇宙相比，人是何等渺小；但神竟

把尊貴的地位賞賜給人，並且應許要顧

念他們（詩 8:3-5）。 

 

由此觀之，人論是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課

題。本課程的目的，是探討對中國教會影響

深遠的倪柝聲人觀，從而進行信仰的反思。 

 

二．倪柝聲生平簡介 

倪柝聲（1903-1972）是 20世紀中國教會

史上一位重要領袖。以下是其生平及背景： 

1. 倪氏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祖父倪玉成是

美國公理會在福州按立的第一批華籍牧

師之一。 

2. 父親倪文修是海關官員，母親林和平幼

年在聖公會受洗；婚后全家在美以美會

聚會。 

3. 倪氏從小就在教會受洗。在成長的過程

中，他漸漸對徒具形式的信仰生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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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種下日后反對宗派及有名無實之宗

教生活的因素。 

4. 倪氏及其母在余慈度的幫助下，在 1920

年先后經歷重生；其后接受和受恩施

浸，並且正式脫離所屬的宗派教會。 

5. 1927 年，倪氏在上海與幾位弟兄姐妹開

始擘餅聚會，教會穩定發展。倪氏重視

文字工作，編印過《復興報》、《基督徒

報》、《通問彙刊》、《講經記錄》等刊物。

他個人也著作甚豐，留下了相當大量的

文章、講道及訓練同工的信息記錄。 

6. 1934 年，倪氏因辦生化藥廠一事遭教會

停職達 6 年之久。1948 年復出，主領過

兩次同工訓練。解放后，倪氏從香港返

回上海。1952年，倪氏正式被公安逮捕，

后以反革命罪名被判刑，前后被關押 20

年仍未獲釋；最后從上海提籃橋監獄移

至安徽廣德的白茅嶺農場，因心臟病卒。 

7. 倪氏其人及其神學思想甚具爭議性。但

無可否認，他的著述對中國教會影響極

其深遠，值得探討。 

 

三．人論的三種立場 

A. 整全論 

根據聖經及希伯來傳統，人是一個整體。 

 

B. 二元論（二分法） 

人由物質（身體）及非物質（靈魂）的

部分組合而成。關于“靈魂”是否可進一步

區分為“靈”與“魂”，二元論者持不同看

法；有人認為，“靈”與“魂”雖可區分為

“靈魂”內導向不同方向之不同特質，但不

能加以絕對劃分或切割。 

 

C. 三元論（三分法） 

根據聖經，人有靈、魂、體三部分，三

者絕不混淆。三元論者認為，分不清靈與魂

正是基督徒靈命不長進的關鍵因素。 

四．倪柝聲的三元人觀 

A. 《屬靈人》 

關于倪氏的三元人觀，最重要的著作是

《屬靈人》（上、中、下冊）。內容如下： 

卷一   三元人觀總論 

卷二—卷四 靈、魂、體的整體介紹 

卷五—卷六 靈的構造，如何隨從靈而行 

卷七—卷九   魂：情感、心思與意志 

卷十   體 

 倪氏認為“魂”的得救是成為“屬靈

人”的關鍵，從“魂”佔的篇幅可見一斑。 

 

B. 三元人觀的主要根據 

1. 聖經根據 

a.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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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氏認為，全然成

聖乃包括靈與魂與身子，缺一不可。 

b. 希伯來書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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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與骨隨，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

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倪氏相

信，經文說明“靈”與“魂”可以靠

神的道分開。 

c. 倪氏在《屬靈人》的正文前附了一篇

〈原文檢字表（關乎靈魂體……

的）〉，內引無數經文，欲證明其三元

人觀有聖經根據。據觀察，倪氏運用

演繹法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即先有前

設，然后才找經文依據。 

 

2. 人物和著作 

關于靈與魂分開的教訓，倪氏在《屬靈

人》的序言中坦承自己並非開創者。這

個觀點來自賓路易師母、慕安德烈、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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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夫人、伊凡羅伯斯、達秘等人的著作。

此外，宣教士和受恩及安汝慈對倪氏影

響甚深，尤其前者更是倪氏的屬靈導師。 

 

C. 三元人觀的比喻以及靈魂體的作用 

1. 電燈泡的比喻 

 比喻比喻比喻比喻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靈 電 靈是魂之因，魂是靈之果 

魂 光 靈與魂有因果關係 

體 鎢絲 靈與體結合產生魂 

 

2. 聖殿的比喻（林前 3:16） 

  比喻比喻比喻比喻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靈 至聖所 靈是神的居所 

魂 聖所    魂的行動比體更進一步 

體 外院 體的活動是外在的 

 

3. 家務運作的比喻 

 比喻比喻比喻比喻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靈 主婦 靈是主人，在暗中發命 

魂 管家    魂聽命于靈，再向體發命 

體 僕人    體必須聽從靈透過魂所發的命令 

 

從第二和第三個比喻可見，倪氏的人觀

有明顯的階概念。靈是最高級的，魂其次，

體則是最低級的。 

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    

三元人論的三元人論的三元人論的三元人論的源流源流源流源流與靈魂體的定義與靈魂體的定義與靈魂體的定義與靈魂體的定義    
 

一．三元人論的歷史淵源 

A. 初代教會的三元人觀 

1. 第四世紀教會所關切的神學議題是基督

的“神人二性”問題：耶穌是完全的

神，又是完全的人？那如何解決人性中

罪的根源？ 

2. 神學家亞坡里拿留(Apollinarius, c.310-390)

為同時捍衛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主張基

督道成肉身時，“道”(Logos)與人性的 

“魂”和“體”結合，形成基督的位格。 

3. 亞坡里拿留的主張后來在君士坦丁堡會

議（主后 381 年）中被判為異端，主因

是這個說法容易導致“基督並不俱備完

整人性”的結論。 

 

B. 從基督論到人論 

三元人觀起初源自對基督論的探討，后

來才發展成對人論的關注。請注意：初代教

會與倪氏的三元人觀有別： 

1. 靈善物惡的古典二元論思想為初代教會

所反對，卻是三元人觀的前提； 

2. 初代教會雖使用靈、魂、體的詞彙，卻

不強調靈與魂的切割與辨識。 

 

二．倪氏的三元人觀 

A. 靈魂體的作用 

1. 靈（最高等）是“神知覺”的所在，是人

與神來往的部分，神住在其中。 

2. 魂（次等）是“自己知覺”的所在，是

人的自身與人格，人自己住在其中。 

3. 體（最低等）是“世界知覺”的所在，是

人與物質世界往來的部分，人的知覺住

在其中。 

倪氏的觀點深受靈善物惡的古典二元主

義影響，與聖經的觀點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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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靈的定義 

人受造時被賦予靈；靈在體內，人才是

活的；靈離開了人，人就死亡。倪氏認為，

靈有三方面的功用： 

1. 直覺 

直覺是靈的知覺器官。靈裡的直覺是直

接及無所倚賴的。只有透過牠，人才能

夠領受和明白神的心意。  

2. 交通 

人只有在靈裡才能直接知道神和敬拜

神。因此，未重生的人，及重生了卻不

用靈來敬拜的人，都無法敬拜神。 

3. 良心 

良心是分別與分辨的機關，能作直接、

獨立的判斷。其主要功用是在沒有按真

理而行的人心裡定罪。 

 

C. 魂的定義 

魂是靈與體的會合之處，或是靈進入體

之后產生的第三要素。因此魂是人的代表，

表明人個性的特點，是人格的出產地，更是

人自由意志的機關。 

魂是人的自覺，使人感覺自我的存在，

是人格的要素或總樞紐。魂分為三部份： 

1. 心思 

心思是魂裡面發出思想的機關，顯示出

來就是人的智力。人的聰明、知識、用

心皆出于此。 

2. 情感 

情感是好惡感覺的機關。人的喜怒哀

樂、愛恨都是情感發揮的作用。 

3. 意志 

意志是人出主意的機關，是判斷力，使

人足以表明意願與決定。意志享有絕對

的自由，因此人具有“完全自主的權

柄”。按倪氏的理解，人雖然是受造的，

卻具有單獨、獨立、具有自由的意志。 

這樣看來，倪氏不僅把靈魂體嚴格三

分，還進一步把“靈”與“魂”也作了三

分。倪氏認為靈魂體有高低階級之分，靈與

魂亦然。他相信靈裡的直覺是最高的，交通

次之，良心則附屬于直覺與交通之下。 

至于魂，倪氏認為意志居于魂的最高地

位。他不僅強調人具有完全自由的意志，更

強調真正的宗教是屬于意志的宗教，而不能

影響意志的信仰是全然無用的。倪氏雖然較

為輕視魂內的心思，但並未全盤否定其價

值，甚至指出得救之人要用心思來幫助靈的

功能等等。從中可見，倪氏相當輕視情感，

視之為魂裡最低下的部分。 

 

D. 體的定義 

在倪氏的著作中，身體部分所佔的篇幅

最少。他在《屬靈人》第三冊特別討論有關

疾病、死亡，及被提的盼望。 

1. 疾病與死亡 

倪氏認為信主之后的生病都與罪有關，

因為罪是疾病的根源，乃是神的懲治。

基本上，倪氏不信任醫藥，認為醫藥屬

乎天然，充其量僅是次好的；求助醫藥

是不得已為之的事情，且必須慎重分辨

是否出于神的帶領。 

2. 被提 

倪氏年輕時就已明確表示，他的結局若

非殉道就是被提。他教導基督徒要在生

活中操練勝過死亡，其中第一步就是要

勝過罪惡。撒但主要的工作是兇殺，要

信徒“死”，信徒應竭盡所能拒絕與死

亡性質有關之事物：如疾病、軟弱、疼

痛、魂中的憂慮痛苦等；抵擋的武器就

是意志！倪氏勉勵信徒要有相信自己不

死的信念，確信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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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講講講講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墮落墮落墮落墮落 

 

一．人的意志與墮落的關係 

A. 過度高舉自由意志 

倪氏強調，神造人時賦予人完全的自由

意志，因此無論神或魔鬼，都無法左右人去

選擇順服神或悖逆神。 

當然，人有意志，且能發揮相當的影響

力。然而人在受造的地位上，並不享有完全

的、絕對的自由。過度高舉人的意志，甚至

認為未經人的同意，神與魔鬼都不能在人身

上工作，這是誤解了人的意志。 

 

B. 人的意志並非完全自由  

人的意志在墮落之前並不享有絕對的自

由。人是受造的，墮落后受到罪的綑綁與轄

制，更沒有絕對的自由。倪氏如此認定，是

要表明人必須為所做的決定負責，可惜他過

份高舉了人類意志的自主性。 

 

C. 關于創世記 3章的解釋 

1. 生命樹的果子 

倪氏提到伊甸園的果子時，指出生命樹

的果子乃是神在基督裡賜給人的永生。

神造人時，希望人能運用魂的意志，主

動取得這個生命的果子，以致神自己非

受造的生命進入人的靈裡，使其身體變

化，永無死亡朽壞的可能，得著永生。 

因此，對倪氏來說，永生是神在創造人

之初就已經預備好了的，人在墮落前就

需要永生了。倪氏相信，在人類受造的

那一刻，神根本的心意是要人成為屬靈

的，途徑乃是讓靈完全地充滿魂。 

2. 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倪氏把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譯為“知識善

惡樹的果子”。這果子使人的魂高升，

進而管治靈。“知識善惡”在世上是魂

的工作，是惡的。神禁止人吃這個果子，

為免魂的生命被啟發上升、靈的生命下

降，叫人失去神的知識，于是向著神便

是死的。 

D. 人墮落前的光景 

倪氏認為，墮落前人雖然是無罪的，然

而人亦非聖潔和有義。人處在兩可之間，可

以接受神的生命而成為屬靈人，也可以啟發

自己受造（魂）的生命，置靈于死。 

1. 撒但問夏娃：“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

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創 3:1）倪

氏認為撒但發問的目的，是要夏娃用心

思去想，使得她的魂背著她的靈過度工

作，進而背逆神。 

2. 倪氏堅持，神的工作乃由內向外（靈→

魂→體），撒但的工作則是由外向內的

（體→ 魂→靈）。牠先誘惑夏娃的體（吃

果子），再引誘她的魂（吃了眼目就要明

亮，就能知道善惡），最后唆擺她的靈背

叛神（誤信神禁止她吃是存心不正）。 

3. 夏娃和亞當吃了知識善惡樹的果子，于是

魂的生命高升，靈的生命卻下降。墮落

后，人的靈雖仍存在，卻已經與神的生

命隔絕。靈被魂包圍，進而與魂調和，

使得人再也無法分辨屬靈和屬魂的事。

死亡也分為三個階段，靈先死，進而是

魂，最后是體。 

 

E. 人墮落后的光景 

1. 墮落后，人的靈向神死了，但仍有活動。

例如在交鬼的活動中，人用他們的靈與

邪靈溝通，以致受到進一步的綑綁。 

2. 亞當墮落后，人的靈被魂所壓制，從此魂

取代了靈的地位而執掌王權。一方面魂

篡了靈的位，另一方面魂卻受體的影響

和支配，依據體的私慾、感覺和嗜好行

事。魂和體的結合，成了聖經所說的“肉

體”，墮落人的正受制于肉體的私慾。 

3. 人墮落后，體影響魂，魂指揮靈，完全違

反神原來的計畫與心意。人從“靈治”

降為“魂治”，最終降為“體治”。 

 

F. 小結 

倪氏認為，罪殺死靈，屬靈的死就臨到

所有人，叫他們都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罪叫

魂自立，以致屬魂的生命變得自主、自私。

罪加力給體，叫罪性藉著體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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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的救贖 

A. 體的救贖 

人犯罪是藉著身體，因此基督的身體必

須成為代替人受刑罰的工具。基督在十架

上，祂的手、腳、額頭、肋旁、心臟，都是

為罪人而被扎；祂甘心樂意交出身體，承受

痛苦，捨去生命。 

 

B. 魂的救贖 

耶穌被釘十架時，人用沒藥調和的酒給

祂喝，目的是使他失去知覺，免去痛苦。但

耶穌不肯接受，因為他不願失去知覺。人的

魂正是“自覺的機關”。基督是在祂的魂裡

面為人受苦，受刑罰。 

 

C. 靈的救贖 

基督本是神的兒子，聖潔無罪，常與神

同在。可是在十字架上，神竟離棄了耶穌（太

27:46）。倪氏認為這代表祂的靈與神分開，

因祂擔當了人的罪，好叫人的靈能以歸回到

神那裡。 

 

耶穌為了罪人，在靈魂體上受刑罰，受

審判。從此凡願意接受十架救恩的，聖靈就

叫他重生，使他得著耶穌的生命。 

 

三．人的得救 

A. 靈的得救 

1. 靈的得救是得救的第一個層次，亦即重

生。人的肉體已完全敗壞，無法修補；

因此神要藉著重生把一個非受造的生命

賜給人。 

2. 重生完全是靈裡的事。聖靈在人重生時進

入人的靈裡，人的靈就變成了“新靈”

（參結 36:26），得以復甦。 

3. 重生帶來徹底的轉變。聖靈管治人的靈，

使人的靈能夠管治他的魂，他的魂能夠

管治他的體，恢復神創造時的次序。 

4. 倪氏強調重生不僅恢復亞當未墮落前的

光景，更進一步領受神自己非受造的生

命，被稱為“神所生的”。這個超凡的

生命和地位是永不消滅的。 

 

B. 魂的得救 

倪氏相信基督徒分成屬靈的和屬肉體的

兩個等級（參林前 3:1）。屬靈的基督徒被內

住的聖靈掌管一切，屬肉體的基督徒則隨從

魂和體去犯罪。所以，重生的信徒若無力勝

過肉體，就代表神的救法在他身上尚未完全

成就。 

 

C. 體的得救 

倪氏認為屬肉體的人只接受了一半的救

法，罪雖然赦免，卻無法勝過罪。屬肉體的

信徒有幾個特征：(1)長期為嬰孩；(2)不能接

受屬靈的教訓；(3)生活中多有嫉妒分爭等屬

肉體的憑據。這些人沒有得勝的生命，與未

信主之人的差別不大。 

 

四．小結 

倪氏在其三元人觀的講解上，有凡事切

割的傾向。這樣反令信徒感到困惑。此外，

他極力否定心思和對知識的追求，某程度上

助長了中國教會的反智傾向。 

其實，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傳

3:11）。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 1:31），

又把治理和管理的責任託付給人；人在其中

追尋和累積知識，這與事奉神、遵行神旨意

並無衝突。教會不需要排斥真知識的追求。 

當然，離了主，人不能做什麼；但願我

們接受裝備的心志，被主潔淨，並在絕對真

理的標準下分辨、運用知識，讓神的名得著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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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講講講講    

成為“屬靈人”成為“屬靈人”成為“屬靈人”成為“屬靈人” 
 

在關乎得救的事上，倪柝聲最關心的是

魂的得救，包括：(1)如何成為“屬靈人”？

(2)如何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3)如何操練

人的破碎及靈的出來？本課將從倪氏三本

著作：《屬靈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及

《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加以說明。 

 

一．成為“屬靈人”的困難 

倪氏認為，重生只牽涉靈的得救；身體

的得救乃是將來之事；至于魂的得救，則是

信徒今生努力的目標——成為屬靈人！ 

A. 靈與魂的問題 

1. 靈與魂本質不同 

神用塵土造人的身體，然后在人的鼻孔

裡吹氣，這生命之氣就是人的靈（創

2:7）。塵土和氣結合后產生了人的魂，倪

氏認為那是世人與動物所共有的一種卑

下的生命型態。如此，人在受造之初，

裡面已有兩種生命的潛質。 

2. 靈與魂互相對立 

人墮落之后，魂的生命上升，靈的生命

下降，卑下的生命型態開始掌控全局。

重生后，因聖靈的內住，人的靈得以復

甦。從此信徒裡面開始有兩個生命（靈

的生命和魂的生命）及兩個性情（神的

性情和肉身的性情）。兩者不能協調，不

能聯合，而且彼此相爭。 

3. 性質相同才能“同居一室” 

倪氏相信，居住者必須與居住之屋性質

相同，才能安居于內。如此，聖靈不能

住在人的魂和體內。當人重生時，神賜

人非受造的生命，聖靈才得以內住其

中。因此聖靈是住在重生之人的靈裡面。 

 

 

B. 屬魂的危機 

1. 屬魂的特性——自我中心 

a. 凡事使用自己天然的能力 

魂叫信徒靠自己的能力，隨從自己的

意思行事與事奉。 

b. 自作聰明，剛愎自用 

獨立、自主，不倚靠聖靈，不等候神，

企圖以自力救濟，己意僭越在神的旨

意之上。 

c. 尋求感覺上的快樂 

甚至在認識主、親近主、感受神同在

方面，也是靠感覺。 

2. 屬魂的危機 

造成靈的知覺逐漸被體和魂所勝過，假

以時日，會使信徒靈的知覺麻木不仁，

對神亦失去知覺。 

 

二．成為屬靈人的途徑 

1. 消極方面——拒絕肉體及其權勢 

倪氏認為，信徒知道如何在凡事上拒絕

肉體和肉體的活動、能力、意見， 他已

經是屬靈的了。 

2. 積極方面——隨從靈而行 

即“順著直覺”，讓魂的功用完全順服

于靈的引導之下，隨之而行，這就是所

謂的“十字架的道路”。 

3. 屬靈人的境界 

a. 屬靈人的靈可獨立于魂之外，靠靈而

活。 

b. 屬靈人有神自己在他靈中直接引導，

無須倚賴或跟從他人的言語。 

c. 屬靈人仍須每天學習何為真直覺”；

而靈中所感覺的聖靈啟示，與聖靈在

聖經裡的啟示，必然完全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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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靈的律法 

倪氏強調，屬靈人必須按靈的律法而

行，以獲得靈的啟示與引導。 

1. 靈的重量 

靈應當時常覺得輕快。一旦靈受壓制，

這重量乃來自仇敵，為要使信徒失去喜

樂，不能與聖靈同工。解決之道在于辨

明重量的來源、靈裡受壓的意義，並立

即對付，使靈恢復常度（正常運作）。 

2. 靈的閉塞 

倪氏認為靈需要魂和體作為發表之機

關。因此，邪靈會攻擊人的魂與體，使

二者失去常度，造成靈的閉塞。信徒在

魂與體受攻擊時，必須立即奮而抵擋對

付，才能得勝，保住靈發表的管道。 

3. 靈的受毒 

邪靈會向信徒發射火箭，即把愁苦、憂

傷、難過、悲哀、心碎，種進信徒的靈

裡，造成靈受毒的狀況。撒旦也會叫信

徒的靈剛硬、不赦免人、靈裡狹窄和驕

傲等等。對付這些靈裡受毒的光景也一

定要立即抵擋，禱告求神潔淨。 

4. 靈的下沉 

原因在于信徒沉溺在魂和體的感覺境界

裡，造成魂和體升高，靈卻下沉。如此，

屬靈的生活和工作將完全停頓，甚至叫

人完全墮落，被邪靈所附。解決之道在

于要保守自己的靈，並向外攻擊撒旦。  

5. 靈的負擔 

靈的負擔來自神，叫人在神的旨意中去

工作、代禱或傳信息。靈的負擔不會過

重，人能自由地事奉。雖然在負擔中事

奉不一定事事讓人感到快樂，但與神同

工，總有榮耀。 

6. 靈的退落 

指神的生命和能力，在信徒的靈裡像潮

水般漸漸退落；信徒讀經禱告時會感覺

枯燥乏味。解決之道在于疏通生命的壅

塞，藉禱告、默想找出原因，讓生命再

次湧流。 

7. 靈的失職 

人的靈與聖靈失去銜接，造成靈的失

職；如此，人既不能與聖靈同工，更不

能得勝。信徒應保守自己的靈在健康穩

定的光景中，儆醒禱告，抵擋撒旦，以

致能與聖靈同工。 

8. 靈的情形 

信徒要常常查看靈的情形：靈是受壓低

落，還是安靜穩健；靈是否受催促、被

勉強，造成過分的活動；靈是否有污穢，

縱容罪惡。信徒必須明白自己的靈正處

于何種光景，並運用意志，阻止靈過度

活動，使之恢復常度，能重新與神同工。 

 

三．對“屬靈人”理論的評論 

1. 對“魂”的偏見 

倪氏認定魂是“動物的生命”，在本質

上是壞的。然而根據原文，魂是中性的，

它可指氣息、生命的本質，甚至內在生

命的中樞。 

2. 否定魂中的心思、情感 

倪氏否定魂的心思與情感部份，卻肯定

魂中的意志，可見其立場矛盾。 

3. 對魂的理解有物質化的傾向 

倪氏堅持聖靈只住在重生的靈內，絕不

住在魂與體內。然而，靈魂體如何分割？

（參路 8:55）這種揣測既無從證實，也

毫無意義。 

4. 靈的律法缺乏聖經根據 

有關理論充其量不過是倪氏主觀地整理

出來的東西。奇怪的是，倪氏強調靈的

律法時，提出“運用意志”的重要。他

既極力貶低魂，卻又高舉魂中的意志，

這是其三元人觀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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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講講講講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本課內容主要參考《正常的基督徒生

活》一書。書中的信息以加拉太書 2:20為思

想主軸，探討如何活出“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的生活；並根據羅馬書 5:12-8:39來討論

“罪性”問題的解決。 

 

一．《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A. 結構 

1. 1-11章 

倪氏對羅馬書 5-8章的解釋。這部份深受

蓋恩夫人、芬乃倫等人“寂靜主義”思

想的影響，即自己停止一切行動，讓神

彰顯祂的得勝。 

2. 11-14章 

魂所代表的“己”無力遵行神的旨意，

討神的喜悅。藉著十架置老我于死地，

是對付肉體的唯一出路。 

 

B. 內容 

1. 成聖的基礎——“在基督裡” 

倪氏解釋羅馬書 6 章時強調，得蒙救贖

的人，其得勝的秘訣是與基督同死同

活，讓客觀的事實成為個人主觀的經歷。 

2. 成聖的途徑 

a. 知道（靠啟示） 

b. 計算（信心） 

c. 將自己獻給神（生命主權的轉移） 

d. 隨從靈而行 

e. 背十字架 

總括而言，成聖的途徑在消極方面是離

開律法主義，積極方面是活在聖靈裡。 

 

二．成聖的真理與實踐 

1. 改革宗的成聖觀 

人一旦稱義，隨即在地位上成聖，並因

著重生而經歷到生命與行為的改變。在

這個成聖的基礎上，信徒的一生會經歷

漸進性的成聖。即便在今生不可能達到

完全成聖的地步，但到主耶穌再來時能

夠全然成聖。 

2. 倪氏的成聖觀 

倪氏相信，脫離罪的權勢是今生就能經

歷的。藉著基督的死與復活，信徒的罪

行與罪性的拯救工作得以完滿成全。信

徒只要將透過十字架治死老我的主觀經

歷，天天加在個人的魂生命上，它必然

會完全降服。 

 

三．《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 

A. 重點 

1. 這本書一開始，倪氏就強調，每一個事奉

神的人若無法做基本的工作，乃因為

“外面的人”沒有在基本上受過對付。 

2. 在這樣的前提下，縱然一個人信了主，卻

仍有兩種可能：(a)生命受限制、監禁、

包圍，不能出來；(b)主在他身上打通一

條路，生命能從他身上出來。 

3. 倪氏提出靈得釋放的兩部曲：(a)魂（外面

的人）必須破碎，使得靈（裡面的人）

可以出來；(b)要使靈與魂分開，免得靈

發揮功能時遭到魂的玷污。 

4. 倪氏認為，魂不能破碎的原因為：(a)住在

黑暗中，看不見神的手；(b)太愛自己，

以致外面的人無法被拆毀。破碎的唯一

途徑是聖靈的管治（十字架的對付）。然

而，魂雖經過破碎、治死，卻依舊存在；

而且魂所代表的天然生命帶有強大的污

染力，會使靈有所摻雜。 

5. 透過神在一個人身上特別的“光照”，靈

與魂才能分開。接著，人要仆倒，棄絕

自己，方成就魂與靈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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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評論 

1. 倪氏把靈稱作“裡面的人”，把魂稱作

“外面的人”（林后 4:16）。然而，根據

上下文，保羅所說的“外體”主要指人

的身體，而非魂與體。 

2. 倪氏宣稱裡面的人受外面的人所禁錮，這

種說法明顯受柏拉圖主義影響，即精神

（靈）是崇高的，物質是卑賤的。 

3. 倪氏常引用聖經，又以聖經為依據為規

範，可惜不健全的前提使他的教導潛伏

危機。 

4. 倪氏認定魔鬼的工作由外到內（體→魂→

靈），神的工作則是由內到外的（靈→魂

→體），這種說法毫無聖經根據，更限制

了神的作為，也輕忽了魔鬼可能從內到

外的工作方式。 

5. 三元人觀所指引的成聖道路，容易變成靠

己力遵行神旨。如此切割靈與魂的得

救，只會貶損因信稱義的福音，讓人對

救恩失去把握，因為它帶來的只是片段

的救贖，甚至讓人誤以為救恩的終極結

果是由個人的努力所決定。 

6. 倪氏人觀最大的問題或在于把救贖的真

實問題從人的墮落轉移到人的受造。創

世記記載神看祂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倪

氏卻極力貶抑魂與體，視之為成聖的天

敵；魂的存在本身就是問題，其受造的

地位竟成了自身的原罪！這是倪氏三元

人觀在救恩論上帶來的嚴重問題。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講講講講    

倪柝聲三元人觀總評倪柝聲三元人觀總評倪柝聲三元人觀總評倪柝聲三元人觀總評    

    
一．從解經角度看倪氏的三元人觀 

A. 聖經對靈、魂、體三字的用法 

1. 聖經中靈魂體三字的用法靈活 

例如在參與敬拜方面，人的靈魂體都可

參與其中： 

a. “心”原文為魂(nephesh) （詩 63:1）； 

b. “心腸”原文為魂，“肉體”指“身

體”（詩 84:2），兩者乃指全人。 

c. “血氣”原文為肉體，即血肉之軀，

指活著的人（詩 145:21）。 

 

2. 聖經中靈與魂在多方面意義相通 

a. 人的離世 

例如描述一個人離世，聖經有時用靈

的離開，有時用魂的離開（參主耶

穌、司提反）。拉結離世則用“靈魂”

(nephesh)一字（創 35:18）。 

 b. 敬拜讚美 

敬拜時，靈與魂都會參與其中： 

i. “心”原文為魂(nephesh)（詩 103:1） 

ii. “心”原文亦為魂 (nephesh)（路

1:46-47）。這兩節經文將人的靈與

魂平行並用，表明全人的每部份

都可以及應當讚美神。 

c. 道德、情感、意志 

靈”(ruah)與“心”（魂(nephesh)）在

此平行，為同義字（伯 7:11），都是

情感之所在。 

 

3. 聖經中靈魂與身體的本質並非對立 

與“體”對立相爭的對象不是“靈”，

而是內住的聖靈（羅 8章）。人的取向（體

貼肉體或體貼聖靈）將帶來不一樣的結

果：或活或死（羅 8: 5-7、9）。 

 



《人論》 11 

4. 聖經中靈魂體都可用來代表全人 

a. “心”原文為“靈” (pneuma)（加

6:18），此處指全人。 

b. “人口”原文為“人的魂”（啟

18:13），亦指全人。 

c. “身體”指的也是全人（林前 7:5）。 

聖經對靈魂體沒有硬性的劃分。林榮洪

博士指出：“舊約中，靈、魂、體並不

是構成人的不同部分，乃是代表全人的

三方面；當人在進行某一方面的活動

時，他整個人都參與在其中，其他方面

也包括在內。” 

 

5. 人以全人與神溝通 

聖經記載人與神溝通，或人來到神面前

時，都是整個人包含在內。人墮落后，

靈亦不免于罪的污染；因此保羅提醒我

們“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靈

(pneuma)）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

聖。”（林后 7:1） 

 

B. 關鍵經文 

1.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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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

摘。” 

倪氏認為這節經文證明一個人是由靈與

魂與身子三個元素組成的。然而—— 

a. 按照上下文，這是保羅寫信給帖撒羅

尼迦教會最后的祝福。 

b. 從文法分析，經文重點乃借用靈、

魂、體相提並論的累積形式來表達全

然地成聖、蒙保守（參可 12:30）。靈

魂體的形容詞“整個”及動詞“保

守”在原文都是單數。可見保羅表達

的是全人的成聖。 

 

 

2.  希伯來書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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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倪氏企圖引用這節經文證明靈與魂是

兩種不同的東西。然而經文的重點在

于神的道的能力能深入人身體和內

心深處，而非表示人可以被剖成幾個

部分。 

b. 靈與魂必須連在一起才能發揮功效。

對照靈與魂、骨節與骨髓或有助了解

相關的真理，但是硬要用切割的方式

處理，必帶來更大的問題。 

 

二．從神學角度看倪氏的三元人觀 

A. 三元人觀導致錯誤的救贖論 

1. 三元人觀不僅把人嚴格劃分，更把人切割

成靈、魂、體三部份，並由此理解人的

墮落、基督十架的受苦與受審；結果，

人的重生只是靈的得救，今生需要為魂

的得救奮鬥，將來才會有體的得救。 

2. 三元人觀不僅把整全的人加以切割，更使

基督徒在救恩的事上失去安全感，違反

了聖經的確據（羅8: 15） 

3. 人的得救雖有“已然”與“未然”的階

段（腓2:12），卻不等同人有某些部分沒

有得救。我們應強調得救的確據及神豐

盛的恩典，免得失去平衡。 

4. 基督為我們預備的是全人的救恩，不僅是

靈的得救。信主的每一個階段與人的思

想、情感、意志都有關係，不應貶低任

何一部份：(a)明白真理（思想、理性）；

(b)悔改、決志信主、跟隨主（意志）；(c)

歸向基督並且愛祂（情感）。 

 

B. 三元人觀導致錯誤的成聖論 

1. 三元人論把靈當作屬靈的、良善的、無辜

的，魂（包括體）則是天然的、屬肉體 



《人論》 12 

的、敗壞的；這種錯誤定義在成聖觀方

面帶來誤導。 

2. 保羅所說的“屬靈”乃指屬乎聖靈，被聖

靈所管理、引導；“屬肉體”則指被罪

惡所轄制。馬丁路德說過，一個人可以

全人（包括靈、魂、體）屬靈，也可以

全人（包括靈、魂、體）屬肉體。 

3. 其實，人想要靠自己“裡面的意思”去壓

制來自思想、情感、意志的罪性，是不

可能成功的（羅 7:14-24），且會帶來律法

主義的偏差，即企圖憑己力遵行神的旨

意，立自己的義（羅 10:2-3）。 

4. 成聖絕非靠自己去制服思想、情感、意

志，而是將全人獻給主，接受聖靈在我

們身上要進行的更新變化的工作。 

 

C. 三元人觀對于婚姻及文化帶來負面的影響 

1. 婚姻 

基于對魂與體的錯誤認知，三元人觀認

定婚姻以及婚姻內的性關係是屬肉體

的，因此否定婚姻。其實，婚姻之倫乃

神所設立，性的本能也是神造人時所賦

予的禮物，並不是罪。惟要注意不放縱

肉體的情慾，不在婚前或婚外發生性關

係；珍惜婚姻內的夫妻關係，彼此相愛、

接納、扶持、尊重。如此神的名可得榮

耀，自己得益處，弟兄姊妹也得著建造。 

2. 文化 

三元人論認定理性、思想是屬魂的，有

反智的傾向。他們輕看知識、學問、文

化、科學，甚至認為這些東西都是抵擋

神的，對教會的發展不利；因此他們不

認為基督徒肩負文化使命（創 1:28），在

世上更是採取悲觀退縮的態度。這樣的

理念，使得華人教會過去只注意人靈魂

的得救，卻看不見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以及基督改變文化的目標與行動。 

 

三．小結 

不錯，這是一個墮落、敗壞的世界，由

墮落、敗壞的人組成。然而神給我們的使命

是在世上發揮光和鹽的功用，更把基督十架

救恩的福音帶到人群中間。神在基督裡為我

們預備的是全人的救恩，毋須斤斤計較于魂

是否被靈壓倒或現今我是屬魂還是屬靈等

問題。我們的全人都要被神得著，順服在祂

的旨意中。讓我們確信，我們的心意要更新

而變化，思想、情感、意志要分別為聖，身

體必要復活、得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