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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86：9-12 节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和散那 （58） 

颂赞全能上帝 （66） 
我们尊崇你 （93） 

信息:  

诗歌回应: 献上感恩（405） 

奉献  

报告事项  

颂荣: 三一颂（39） 

祝祷  

诗歌: 愿你平安（603） 

  

 

教会异象 
以基督为中心 

以主道为装备 

以行道为生活 

以传道为己任 

 
 

聚会地点: 

瑞士苏黎世活泉教会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Friedhofstrasse 9 

8048 Zürich 

 

聚会时间: 14:30 至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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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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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弗 4：23-24 节 
23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24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

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提醒事项 

1. 8 月 15 至 18 日在米兰有归正神学课程, 由陈佐人博士讲授清教徒

神学, 张康平讲师讲授基督徒世界观. 

报名费和学费共 130 欧元. 

旅馆费用每晚 70 欧元. 

午餐,晚餐各 4 至 5 欧元. 

要参加此课程的兄弟姐妹请在 5 月 31 日之前跟赖迦南弟兄登记. 

2. 5 月 20 以及 27 日 17.30-18.00 有归正神学课程导论, 欢迎弟兄姐

妹参加. 

3. 复活节营会的讲道录音可以在陈佐人牧师的网站收听: 

www.stephenchanweb.org 

4. 需要“两年读完圣经一遍“进度表的弟兄姐妹可向林立志弟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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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形象  

          任以撒 

一、形象和样式  

创世纪一：26 记载，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而造的。“形象”
和“样式”并非是两个不同意义的名词，而是变重语，这点可从下面一

节中得到证实：“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

造女。”（参九：6）希伯来人常用变重语加强语气，虽然意义相同。

如玛利亚的颂词：“我心（魂）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路一：46~47）；又如大卫赞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

人（人的儿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八：4）。论到基督降

世，保罗显然将形象和样式当作通用的名词（腓二：7）。 

天 主教把“形象”解作神给人的自然性格，虽无罪性，却具有犯罪的

倾向。然后神另加恩赐，即公义之性格，助人控制他的本性。这种

“外加的恩赐，”天主教称为是 神的样式。恩赐虽是然后外加的，但

并无时间上的先后，只是理论上的分别；故此，人的受造成为活人

时，他同时得到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 

这 种观点并无圣经的支持，而是由于天主教对亚当犯罪后本性之估

计而得的结论。天主教的自然神学认为，人靠着本性能认识神的智

慧能力，毋需圣经的超然启示即能 发现神为造物之主宰。亚当犯罪

后的结果，对神的形象并无多大影响，只是失去了那外中的神的样

式而已。犯罪前和犯罪后的差别，只是失去了那外加的神的样式而 

已。犯罪前和犯罪后的差别，只是好比穿衣和裸体之别，衣着好如

这外加的恩赐，因此人的本身并无改变。 

但圣经却清楚指出，人在犯罪后，在本性上起了极大而根本的改

变：“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六：

5；参罗一：21 下）。 

二、神的形象之含义  

创世纪第一章没有说明，神的形象之含义。我们必须从其它经文中

及推论上，寻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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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神的品性推论  

人既被称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必然与神的品性相似（彼后一：

4），包括品德方面的性格如公义、纯洁等；智能方面的性格如智

慧、理解力等；情感方面的性格如仁爱、喜乐等。 

加 尔文认为，神的形象是指“凡人性超越其它动物的一切优点而言他

有正当的智力，有理性所控制的情感，和其它一切管理得宜的官

感，并因天性上所有的这些优点， 是和他的创造者之优点相类似，

虽然神的形象，主要还是在心灵上，或在灵魂的智能上，然而人身

无论哪一部分，多少都蒙神的荣光所披”（一：十五：三）。 

2．根据信待的品性推论  

重生得救的人被称为新造的人，即重新被造的人。重新被造是重新

得到亚当因犯罪而毁坏的品格。新约圣经有两处清楚说明，新造的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并且列述这形象所含的品性为知识、圣

洁和公义（弗四：24；西三：10）。 

知识是指人对神，对自己及世界的了解（诗九：10；八十四：1；九

十：5~10；九十五：6~7；一 O 四：1~30）。圣洁是指人内心的纯

洁，是与神保持交通必需具有的品德（诗廿四：3~4；太五：8；来

十二：14）。公义则是论到人按照神的吩咐而实践的生活（赛廿

六：7；腓四：8~9）。 

亚当在犯罪前原有之品格，显然是与此相同，因为重生的一个果效

就是理新恢复人原有的品格（参结卅六：25，27；多三：5）。这与

传道者的教训相符。他说：“神所造的，原是正直的”（传七：29）。

这正直的品格，因人的罪而消失，但藉主的恩典得以恢复。 

3．根据罪的影响推论  

亚当犯罪后，正直的品性变为歪曲（创四：5，8），纯洁变为污秽

（创十一：4）。人似乎完全失去了神的形象（创六：5，11~12）。

但圣经却仍旧称他为带着神的形象的人。人不得流人的血，“因为神

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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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口舌的可怕，雅各劝式基督徒，不可用“舌头咒诅那照神形象被

造的人”（雅三：9）。此处，“人”显然包括信徒和非信徒，即已重生

和未重生的人，但这两种人都带着神的形象。 

根据上述的圣经教训，改革宗神学把神的形象之含意分为两部分，

通常称为广义和狭义的含义。按广义而言，神的形象包括人所具有

的一切特征。按狭义而言，神的形象仅包括正直的品格，即真理的

知识，圣洁和公义。 

人在犯罪之后，变为败坏，失去了正直的品格所含之一切品德，以

至对神不敬，对人不义，自私自利，自甘堕落。保罗称顺从肉体的

人为行情欲之事的人，并列述情欲之行为（加五：19~21）。另一方

面，罪人显然没有完全失去神的形象：他仍旧保持理解力及才能

（创四：21~22）；道德观念（罗二：15）；自我意识（创四：

13~14）；甚至在心的深处隐约知道神的存在（罗一：18~20）。但

这一切品性都已受到罪的严重影响，以至模糊不表，歪曲不正（罗

一：21~23）。 

三、神的形象之目的  

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吹入真气，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目的： 

1．神人交通  

神在地球上所造之一切生物，惟独人有本能与他交通。当他造华天

地万物之后，神惟独与人谈话（创一：28，30；二：19，23）。人

的生命及他在世上的工作，是要荣耀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约四：24），全民全意爱他（太廿二：37）。甚至当亚当和夏娃

因犯罪而躲避神后，神还是来寻找他，且在咒诅中包括恩惠（创

三：15）。 

在旧约时代，早期的信徒，与神保持密切的联络和交谊，如以诺一

生与神同行（创五：22，24）；挪亚也是如此（创六：9）。又如亚

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代下廿：7；雅二：23）。耶和华在毁灭所

多玛和蛾摩拉城之前，先将此事通知亚伯拉罕，因为，他说：“我所

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创十八：17）。神与摩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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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如同朋友交谈（出卅三：11）。以利亚被称为“神人”（王下一：

11）。 

约翰见证说，使徒们与神并基督保持交驼。他们传扬福音的目的，

也是要叫人因信而与神并基督建立交谊（约壹一：3）。保罗称提摩

太为“属神的人”，即与神有交谊的人（提前六：11）。耶稣基督是神

的形象，道成肉身后带着人的形象，由此得新连接了神与人的关系

（林后四：4；西一：15；腓二：7）。 

2．治理全地  

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叫人在世上作他的

代表，利用他的品格和才能，治理全地（创一：26，28；诗八：4，

8），在各方面发展世界的潜在力，包括科学，文化，美术，农工，

商业，政治等。 

人却因犯罪而失去控制能力，而且经常滥用神所赐的才能，不为公

众利益努力，反倒争权夺利。耶稣基督来世，重新恢复神原来交付

人的责任（来二：5，9）。保罗引证诗篇八：8，说明耶稣以人的代

表克服万物，实现神的托付（林前十五：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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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Martin Sägesser 证道: 陈摩西 

翻译: 秦敏子 翻译:  

司会: 黄宗妮 司会: 黄宗妮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招待茶点: 陈丽儿 招待茶点: 蔡雅各 

儿童主日学: Thomas Knecht 儿童主日学: 陈剑 

幼儿照顾: 唐香谱 幼儿照顾: 林舟 

周报: 吴漾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22 人 上次主日奉献:  610.50 瑞士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