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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創世記 1章 26-28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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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照著自

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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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3章 1-7節。 

羅馬書 3章 23節：「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人被造的目的： 

第一、榮耀神 

創世記第一章 26-28節提到，我們是按著上帝的形像造的，所以我們活著就要像祂，所

以我們被造的第一個使命就是要榮耀上帝，把上帝的樣子表現出來。西敏小要理問答的

第一個問題是「人的主要目的為何？」答案是，「要榮耀神，並永遠以神為樂」。許多人

以為「榮耀神」是增添上帝的榮耀，這是很大的誤解，因為上帝是完全的，如果我們以

一百分為滿分，人再怎麼試著榮耀神，祂也不會多一分，變成 101分；你若不榮耀祂，

祂的榮耀也不會減損，變成 99分。 

「榮耀神」的意思其是「在我的身上顯出祂的榮耀」。我們既然是上帝的形像，則我們

的人生或我們每日的生活，就應該要表現出有祂的榮耀。 

第二、治理遍地 

我們被造的第二大使命就是代替上帝管理陸海空萬物，也就是要作一個「好管家」。聖

經對人應當管理的萬物有所描述，就是「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這些只

是代表性的列舉，實際上人應當治理的絕對不只是這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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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人類在還沒有犯罪墮落之前，本領應該是很大的。現在許多人相信演化

論，總以為人類是從原始一直進化，到近代才變的越來越好。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在科

學與科技的這方面可能有進步，但我們從上述的第一點的角度來看，人性和人的本能不

但沒有進步，反而是退步的。當人離開上帝以後，治理的能力是減少的，本來我們應該

可以管理陸海空的一切，但是現在卻處理的一塌糊塗。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有這個責任，

若放任，這個世界可能會更糟糕。 

從上帝造的伊甸園來思想人類原本可能有的生活 

在伊甸園的設計中可以看出上帝原來可以使人類過一個怎樣理想的生活。創世記 2:9節

說，園中的樹可以悅人的眼目，這是先從「美」開始描述的。這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什麼

許多人喜歡旅遊和觀光，上帝希望我們看到這很美麗的世界。 

接著，樹上的果子還可以成為食物，故我們可以透過食物維持健康。這裡特別提到園中

有一顆生命樹，而這樹其實屬靈的供應，是讓我們吃了，可以永遠活著。很可惜地是，

人類還沒有吃到生命樹的果子就已經被趕出伊甸園了。但是在啟示錄 20章中，聖經啟

示我們將來可以吃生命樹的果子，並且永遠活著。生命樹很奇特，每個月結一種不一樣

的果子。啟示錄還講一件事情，就是生命樹的葉子可以醫治萬民的病，也就是以後在新

天新地再也不會生病。 

此外在創世記 2:11-12節提及伊甸園中的四條河流，其中一條是幼發拉底河，另一條是

底格里斯河，河邊有上等的黃金、珍珠、瑪瑙。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上帝賜給人類生

活所需是很豐富的，甚至在啟示錄說天國的街道是黃金舖設的，雖然這可能是形容詞，

但是卻要讓我們明白上帝是可以供應我們富足的生活。 

上帝原本的設計是讓大家都富有的，但是如果上帝許可我們貧窮，我們仍應該順服神過

儉樸的生活。若我們有能力改善，就不要混日子，故意過一種很寒酸的生活。上帝給一

些人富足和能力，是要使我們可以改善周邊的生活的，因為世上仍有很多人有缺乏。當

我們生活獲得改善的時候，我們不是要用很多錢去買黃金和瑪瑙，而是要學習去幫助更

多人，這是一種文化使命。 

在第 2章 15節中，上帝把亞當放在伊甸園中，並要他修理看守，雖然伊甸園原來就很

漂亮了，但是仍需要管理，這是給亞當一個管家的生活和職份。我們要管理我們的環境、

環保、生態，這些都很重要。今天這些層面雖然已經很難恢復起初上帝設計的美好了，

但是不管理就會更壞。 

最後在第 16節中，上帝說，園中各樣的果子都可以隨意的吃。上帝的創造是很豐富的，

祂沒有只設計出台灣菜，而沒有義大利菜。雖然我們今天不是在追求這些口腹之欲，但

是上帝原來的設計就是這樣多采多姿，而且給我們很大的自由，食物是其中一種而已。 

而神所賜的自由中仍有限制，上帝告訴亞當在伊甸園中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不能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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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必定死，這是談到有規矩的生活。雖然，人類的自由度仍然是大過限制的，但我

們若不把這個限制當作是限制，好比火車就是要在軌道上跑，但若我們堅持要火車離開

軌道奔馳的話，就一定會出軌翻車的。耶穌告訴我們「真理是讓我們得以自由」，但是

自由不是放縱，而是仍在自由的當中有一些限制。 

在這個世界上，上帝才是老闆，我們不是。但是，上帝讓我們作管家治理萬物，所以我

們還是要接受上帝的規矩，這是上帝原初的設計。理想的生活其實是在很大的自由中仍

有所限制，不是愛怎樣就怎樣。當大家都不要限制，就會彼此相害了，上帝要我們守規

矩就是要保護我們。 

從上帝造男造女，論夫妻四要。 

第一、配偶要彼此幫助： 

創世記 2:18節論到上帝為了亞當有一個幫助者而創造了夏娃，所以配偶就是要幫助。

但是，不是只有妻子要幫助丈夫，丈夫也要愛妻子，體恤妻子的軟弱。 

第二、二人成為一體，學習合一 

當亞當一覺醒來，發現一個美麗的女子在他旁邊，他讚歎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

的肉」，故他們原是一體的。這裏指夫妻應當要親密合一，夫妻雖然性別、背景、價值

觀等許多的不同，意見不合是常見的，但是不合之中學習合一，倚靠真理，仰望上帝，

用神帝的愛來合一。 

第三、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並學習獨立負責  

離開不是離棄，而是要自立，不要當啃老族，只會依賴父母，而是要結婚組成家庭，負

起責任。有個人他的媽媽從小就照顧他，因為實在是照顧的太好了，當這個兒子結婚以

後，媽媽竟然怕兒子著涼，還半夜跑進他們的房間，看看媳婦有沒有幫他兒子蓋被子。

其實，現在很多啃老族是父母造成的，當夫妻組成家庭後，就要負起責任，而離開父母

就是要自立的意思。 

第四、夫妻需要學習坦誠，包容互信 

當亞當夏娃被造的時候，他們雖然赤身露體，卻不會覺得羞恥，因為那時候兩人還沒有

犯罪，也就不知道何謂羞恥。上帝原初所造的人體是非常完美的。在義大利的雕刻中，

他們最愛雕刻的就是人體，最有名的是在佛羅倫斯美術院裏面的大衛雕像，不論你怎麼

看它的照片，都不如在現場看的震撼。這是很有生命力、很偉大的雕塑。人體是上帝很

美的傑作，理應不需要羞恥的，但是人犯罪以後就開始遮遮掩掩的，完全走樣了。 

雖然我們現在是處在墮落後的環境，但是夫妻還是要學習坦誠，既便對方有什麼錯，你

也要學習包容。如果一方犯一點錯你就責備他，以後他就不願再跟你談，藏起來不跟你

講了，坦誠和包容需要靠神給我們智慧來面對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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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性 

第一、人有神的形像 

詩篇第 8篇 5節說到，神賜給我們榮耀尊貴為冠冕。人類最高的榮耀就是有神的形像，

是和其他動物截然不同的。接下來就談到上帝在創造天地萬物時，是說有就有，命立就

立。可是，創造人類時卻大費周章。聖經提到，上帝按祂的形像造男造女，但先預備好

整個環境後，人類才出現，好像負責任的父母會在孩子生下來以前，預備好一切。第三

步，上帝又分兩個階段來造男人，先用泥土造肉體，再吹氣到他的鼻孔裏，使他成為有

靈的活人。然後再將他的肋骨取出來造了女人，最後交付人類重責大任，要代替上帝管

理陸海空，並使人類高過一切受造之物。 

第二、人與動物有別 

相較與其他動物，人類有語言、道德、宗教、美感、創意、有抽象的思考，還有智慧可

以發明很多的東西。其他的動物雖然也有類似的智力，實際上卻不能像人類這樣不斷的

發展，其它的動物只有牠與生俱來的那一套本領。以前曾有新聞報導在新竹一處動物園

裡的猴子會畫抽象畫，日本觀光客還特別跑來參觀呢。管理員將版子和水彩拿給牠，牠

卻只能畫抽象畫，而所謂猴子畫的抽象畫就是顛倒看也差不多的畫，為什麼牠只繪畫抽

象畫，實際上牠根本不會畫，猴子有的就只是原來有的那些本事，不論有多悠久的歷史，

牠沒有任何的進化，牠永遠只會吃香蕉，不像我們還會烤一個香蕉蛋糕，變些新花樣，

上帝起初給牠幾個本事，牠就只有那幾個本事。另外，動物也有語言，但是動物的語言

不能和我們人類比的，牠也是永遠只會發出那一些聲音，而人類現在還在使用的語言就

有五千多種。 

把人類類比成動物是對人很大的羞辱，很多人以為基督徒信耶穌後，會沒有人權，其實

我們對人權反而有很大的提升。聖經教導我們人類有神的形像，而且是僅次於神的，在

一神之下，萬有之上的。但，演化論卻把人貶成像猴子一樣，有人不說是猴子，說人是

猿，這只是稍微高級一點，好像猿不單會用兩隻腳走路，也會用手使用工具，但無論是

猴或猿，都是把人類貶低的，人類遠遠高過這一切。 

第三、人與天使不同 

許多人或許會將人類與天使相比較，是天使比較大？還是人類？因為聖經舊約中的詩篇

有句經文是「暫時比天使為小一點」，然這節經文的意思是，人類只是暫時在某些時候

或某些方面小於天使而已。人類從舊約到新約，地位都遠遠大過天使的。天使是為人類

服務的，希伯來書說「天使是服役的靈」，是奉差遣，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  

其次，聖經沒有說天使是按神的形像造的，聖經也沒有說墮落的天使可以得救，聖經的

希伯來書 2章說，「上帝不救拔天使」，但是上帝卻要救拔墮落的人類，使我們知道人類

在神的心中有多麼的寶貴。人類有親情、友誼、愛情…等，雖然人類墮落以後，有些人

際關係變成痛苦和折磨，但我們仍可以靠著主的愛好好享受，這些都比天使豐富，天使

之間似乎只有階級關係，好像部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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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聖經中所謂神的形像 

以弗所書 4:22-24節說，信耶穌的人「要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

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我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

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這段經文中的「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可以翻譯成「真正

的義跟聖潔」。這裡的「形像」不是指廟裏偶像的長像，而是指抽象的形像，就是人心

裡有神的義和聖潔。我們知道人很愛評論是非，當我們批評別人的時候都充滿正義感，

而批評政府時每個人都變成專家。可惜的是我們並沒有用同樣的標準批評自己。但是墮

落之後的人，心裡面還是有殘存的正義感，因為這是神的形像。 

歌羅西書第 3章同樣論到「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教導我們「要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

如造他主的形像」（參 1-12節）。我們相信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應該是使徒保羅在同一

個時期寫下的，但那時候沒有影印機或電腦，所以保羅不是拷貝再貼上去，而是他重寫

了，並且雖然重點相同，但是字句不太一樣。以弗所書講神的形像是指「真正的義跟聖

潔」，歌羅西書講神的形像則是在「知識上的更新」。 

我們原來的價值觀有很多是不準確、不合神心意的，我們信主以後，照著主的真理來更

新，使我們裏面有上帝的義與聖潔和真理，而不是關公或媽祖這些人所拜的假神的形

像。 

第五、女人也有上帝的形像 

女人是不是神的形像呢？保羅說「男人本不該蒙著頭，因為他是神的形像和榮耀」（林

前 11:7），這讓我們有點困惑，以為女人沒有神的形像，因為聖經教導男人是女人的榮

耀，所以當時的女人要蒙頭。 

保羅這裡不是要否定女人，他只是在講蒙頭的事情。在古代的社會，女人如果不蒙頭會

讓人覺得很放蕩，這並不是阿拉伯社會才這樣，而是從創世記就開始的。創世記 24章

中，亞伯拉罕的老僕人帶了應該是美女的利百加回來，結果快要到家的附近，利百加看

到遠處在田間的以撒，就問這個老僕人？老僕人說那個人就是你的未婚夫，她就趕堅把

臉蒙起來了，這是當時的風俗。 

蒙頭並不需要一整天如此，她在路上，和老僕人同行時也沒有蒙頭，而是快要到夫家的

時候才要蒙頭，保羅的教導是希望姐妹不要誤解，以為信耶穌得著自由了，就可以不再

蒙頭了，因為當時只有放蕩的女人才不蒙頭，如同今日的風塵女郎、風化場所的女子。

所以若女人不蒙頭，就會讓人覺得這人可能是放蕩的，這是保羅為了保護女子所作的教

導。 

此外，在創世記 1章 27節說，「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所以女人也是按神的形像被造的，保羅並沒有講女人沒有神的形像，我們也可以說聖經

有維護女權的根據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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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徒也有神的形像嗎？聖經雖然沒有清楚的講解，卻有間接的答案。在創世記第 9

章就有解釋為什麼不可以殺人，這邊說「凡留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殺人是

要償命的，聖經只說不可殺人，但並沒有反對死刑。曾經有一些牧師跑去同和尚靜坐，

表達反對死刑的訴求，雖然聖經反對殺人，但沒有反對死刑，問題的重點在於為什麼不

能殺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因為神是照自己的形像造人的。 

在當時人類的社會已經很墮落，但上帝看人的生命還是很尊貴的，並且說不可殺人，人

也不可以動用私刑把人殺死。所以，非基督徒還是有上帝的形像。雅各書也教導我們不

能一方面用舌頭來頌讚神，一方面又用舌頭來咒詛那些按神形像所造的人（雅 3:5），我

們對人應該是勸誡，而不是咒詛。咒詛是出於恨，勸誡則是出於愛，再可恨之人仍殘存

有神的形像。 

二元論與三元論 

最後，我們來思想聖經中對人的組成應該是二元論（Dichotomy）還是三元論

（Trichoromous）？ 

第一、三元論的推展和對聖經經文的誤解 

(1) 三元論主要是受倪柝聲的影響，就是現在聚會所，喜歡稱自己是召會，不單把人分

拆成「靈、魂、體」三個單元，而且還分「上、中、下」三個階級和「前、中、後」三

個階段。靈先得救，然後魂得救，最後肉體才得救。很多華人教會都認為很合理，甚至

當作真理來接受的。倪柝聲很年輕的時候就寫了「屬靈人」一書，主張人是分成靈魂體

三部份，是支論三元論的。 

三元論的聖經根據在哪裏？首先有人說在傳道書 3:21節「人的靈往上升，獸的魂下入

地。」其實，這一句不能作一個根據，因為「人的靈往上升，獸的魂下入地」的靈跟魂

在原文根本就是同一個字希伯來文是  ַרּוח，發音是 ruach，只是在翻譯的時候把它翻譯

成不一樣的字而已。 

(2)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節說，「願賜平安的神親自與你們同在，使你們全然成聖，願

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都得蒙保守。」我們承認這裏提到三個單元，但是保羅所寫的這節

經文，並不是要教導我們靈與魂與身子有什麼不一樣。這段經文要強調的是人的每一方

面都蒙保守。這種將人分拆，並各自解讀的解釋是倪柝聲自己發明的。 

(3) 支持三元論者認為最重要的經文在希伯來書 4章 12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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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裡寫著魂跟靈都可以剖開就大作文章，說怎樣的把它剝

開，怎樣把它分辨，所以靈跟魂是不一樣的。但是，從希伯來書這整段經文中並沒有對

魂與靈如何剖開有任何解釋，經文的重點是在強調上帝的道是銳利的，可以把隱藏在心

中最細微的心思意念都赤露敞開，無法自欺欺人。在神的道面前一切都要顯露，可以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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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最細微的，這是這段話的意義和重點，希伯來書這裏完全沒有解釋靈與魂有什麼不一

樣，用這段經文強解成三元論會有問題。 

第二、三元論的解經偏誤 

(1) 沒有足夠的聖經根據，若太過強調便易造成過度推論。新約聖經中所使用的希臘文，

原文用作「靈」的希臘文是 pneuma ，「魂」是 psuche，這兩個字就是常常換來換去，彼

此互用的，多看幾處經文的上下文應該就可以知道，這二個字詞並沒有明顯的區別。 

(2) 以為這樣分辨比較屬靈。事實上，這種比較反而和異教更相近，其他宗教及哲學都

喜歡把靈、魂、體分開，把身體貶為最沒有價值的，把靈當作最高級的，但是這種思想

並不是聖經的教導。保羅在羅馬書 12章說「要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就是要你我將肢

體當作義的器具獻給上帝，並沒有輕視肉體。 

基督教不像一些異教只講靈魂不朽，更教導肉體復活。現在靈魂得救，將來肉體也要得

救，而且不是照這個樣子來復活。如果照死相來復活，我才不要這種復活，因為現在的

死相很難看，將來豈不更難看？聖經教導我們復活的時候肉體會有一個榮耀的變化，聖

經完全沒有輕視肉體（參林前 15:42）。但是三元論卻是嚴重輕視肉體的。聖經中所講的

人的敗壞，不只是肉體敗壞，也不只是魂敗壞，而是整個人的敗壞。 

第三、過度強調三元論會輕看文化使命 

在三元論中將文化當作是屬魂的功用，而屬魂的不是很高級，屬靈的才是最高級的，這

種教導會有輕視文化副作用，你對文化界就沒有影響力。上帝要我們作好管家，要改善

生活改善環境，這些是我們的文化使命。三元論支持者有時將親情、友情、愛情、藝術、

文學、科學….這些都看為不屬靈的，他們的屬靈觀有時候似乎可以不顧一切，好像很有

犧牲精神，事實上反而讓人覺得這種人只能住在天上，而不能融入這個世界。耶穌說，

我為你們禱告不是為了脫離這個世界，而是要脫離那惡者，耶穌的教導是要我們脫離邪

惡，而不是脫離這個世界（約 17:15）。 

關於親情、友情、愛情，這些既然都是屬魂的，就不需太看重，這會產生一種副作用就

是缺乏人情味。耶穌要我們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過度講論三元論的

結果可能是自以為義，卻反而整天落入屬不屬靈的掙扎裏，整天檢查自己屬不屬靈。早

上讀聖經的時候很屬靈，上下班及搭車的時間裏都是屬魂的，如果不小心罵了同事一下，

或說了不該說的話，這些就是屬肉體的。一整天下來，我們的屬靈狀態一下子很高，一

下子很低，如果做不到就會很氣餒的。 

將人三元化會產生最大的問題就是屬靈的驕傲，以為自己是屬靈的，所以是最好的，以

為自己的屬靈可以很謙卑，並且整天要追求屬靈的果子，卻同時輕看別的不屬靈的教會，

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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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較傾向二元論的教導 

二元論的經文根據有很多，人可以用靈魂和身體，有形與無形作對比。耶穌說「那殺身

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太 10:28）；上帝造亞當時，向他吹氣，亞當就變成

有靈的活人（創 2:7）；我們死的時候身體就歸於塵土，我們的靈歸於神（傳道書 12章）；

保羅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 2:26）；約翰說，「願你們

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們的靈魂興盛一樣。」（約三 2） 

雖然，聖經講二元相較於三元論較多，但是提到靈、魂，或身體的時候都沒有特別說明

有什麼區別，而且聖經經文中靈和魂幾乎是可以互換使用的同義詞。華神前院長林道亮

牧師用一體二元三用論來總結：一體是指身心是一體的，不要特別去做分離，二元是指

身體和心靈雖然是一體，卻是會互相影響的，人犯罪時其實身心都污穢了。 

有一些修行的人認為身體雖然敗壞，但是心靈還是可以很高尚的，有這種可能嗎？沒有

的。身心在上帝看來是一體的，敗壞就是敗壞，因為人意念的敗壞是會引響身體的。連

很多醫生都知道身心是一體的。身心雖然是一體的，但卻有兩個用途，一是外在物質的、

血氣的、有形的，一是內在心志的、屬靈的、無形的，血氣和靈性、有形和無形的差別

是蠻大的。 

人的一體二元三用途，卻與萬物有別 

雖然聖經中似乎是二元論，人卻可能有三種用途，二元指的是身體和靈魂，身體的用途

是比較血氣的，物質的。但靈魂的用途卻可以有兩個，一個是世界的、文化的、精神層

面的生活；另一個是超越文化的宗教生活，可以用靈魂尊崇上帝，這是其他萬物沒有的。

有人說，他們家的狗有靈性，家人若有燒香拜佛牠也會一起拜，那是騙人的。因為牠拜

完你就給骨頭吃，牠當然和你一起拜，你不給牠骨頭吃，你看牠還會不會跟人有相同的

行為？ 

人的靈魂都有宗教的需求 

人類的靈魂是有屬靈的層面，近代好多學者預言宗教最終會被消滅的，因為當人類不斷

的進步，最後就不再需要宗教了。但是截至今日這些學者都預言錯誤了，因為宗教沒有

被消滅的可能。有人離棄基督教信仰，跑到喇嘛那裏，以為喇嘛更偉大，曾經有一則新

聞，有些喇嘛在他們的故鄉是賭徒，輸了錢就來台灣，撈了一票回去繼續賭，當中還有

吃喝剽賭的，來到台灣就搖身一變，成為心靈的上師。為什麼這些喇嘛的生意這麼好？

因為人有宗教的需要。 

 

這一講的結論是提醒我們不要將二元論或三元論絕對化，雖然聖經是比較多講二元論的，

但我們也不必把將支持三元論的人當作是敵人，這樣會分裂基督的身體。我們只是盼望

當我們仔細查考聖經的時候，應該明白二元論是比較對的。聖經少數經文論到靈魂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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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靈與魂的區別真的不明顯，我們盼望這些三元論的支持者能更多的因著查考聖經而能

歸回正統信仰。 

其次，三元論的主張，認為要把魂倒空，破碎，這種教導有副作用，也不是聖經的教導。

李常受寫「魂的破碎，靈的出來」，以為把魂完全破碎，把靈倒空，這樣會比較屬靈，

其實這種教導反而比較像佛教。聖經教導我們捨己，卻不是倒空，聖經中最屬靈的榜樣

仍然保有自己。捨己並不是失去自我，而是降服在上帝之下，保羅、雅各、約翰、以撒、

亞伯拉罕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的，但是都很屬靈。屬靈的意思不是倒空，而是捨

己，背起十字架跟隨主。 

讓基督做主就是捨己，他喜歡的，我就學習喜歡，他要的，我就學習順從。不是沒有自

己，而是甘願放下自己的抉擇，選擇上帝要的，順從上帝的帶領。倒空破碎這些都太有

創意了，根本不是聖經的內容。聖經反對的不是肉體，而是「屬肉體」，聖經反對的不

是世界，而是「屬世界」，聖經強調的是屬靈跟捨己，而肉體本是神所造，是很好的。

羅馬書第 6章提到要把肢體獻上，第 12章也提到要把身體獻上給神，耶穌基督的復活

更是帶著肉體復活，並且我們的肉體將來也會有榮耀的復活。不要輕視這個肉體，也不

要輕視我們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