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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耶和華在祂的殿中，全地的人，都應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哈巴谷書 2 : 20

紐約基督徒會堂

感 恩、代 禱 與 通 知

主 日 敬 拜 程 序
二 零一 四 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1. 感謝 神，我們能共同聚集在會堂敬拜讚美主。 願我們把這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分別為聖，專心敬拜 神。 為聚會的神聖及嚴肅性，請勿隨意進出！請關手機！

New York Christian Assembly

2. 下周六在長島豐盛生命教會有紐約區宣教大會,由李秀全牧師等多位講員,歡迎
弟兄姐味參加.

The Order of Worship
Sept. 28 2014 9:30 am

3. 請為周麗萍姐妹的化療、董弟兄裝心臟支架手術代禱.願主賜恩加力幫助他們身
體平安。並請為玉梅姐的腳蹤平安及李弟兄的健康代禱.
4. 上星期二溫老姐妹郵電告知已經平安返抵大連，秀梅和小曾夫婦返西安省親，
高麗英姐妹也於兩周前回家,董金雀姐妹因父親病重回台灣看顧，願神眷顧弟兄
姐妹的行蹤。錚凱、少晞夫婦和邢姐妹應已返回，禱告記念他們的腳蹤。
5. 求 神在我們各種聚會中與我們同在，使我們眾人同感一靈齊心敬拜，靈命澆灌
日日更新。 也求聖靈動工，讓更多的人來參加主日敬拜、主日學和查經班。

9:30-10:45 am
主 日
Sunday

週五 Fri.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11:00 am –
12:00 pm

成人主日學
英語主日學
青年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7:30-9:30 pm

查經禱告會

Adult Sunday School
English Sunday School
SSchool
Youth
Sunday School
Children Sunday School
School
Bible Study and Prayer

6. 感謝 神讓祂的兒女能為教會事工服務，願聖靈動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參
與各項事工。下周主日（10/05）服務事工如下：
領會 Worship Leader: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周向陽弟兄
孟繁捷弟兄
Pizza

司琴 Pianist:
招待 Usher:

廖翔嬪姐妹
王錦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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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感謝 神賜給我們生活所需，不致缺乏，並願將 神所賜的一小部分奉

獻給教會。求 神悅納，也求 神帶領我們如何更好地將這些奉獻用在各項
事工中。
09/21
一般奉獻 (General Offering)
$380.00
09/21
特別奉獻 (Special Offering)
$0.00

崇拜前的經文詩歌
22首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I Will Sing of The Mercies of The

今日服務事工
領會 Worship Leader: 施旭曦弟兄;
主講 Sermon:
司琴 Pianist:
高方源姐妹
翻譯 Translator:
膳食 Food Preparer: 馮蟾福王錦梅夫婦 招待 Usher:
幻燈片 Slide
曾慶薇姐妹
影Slide Projector

周 剛弟兄
孟繁捷弟兄
王錦梅姐妹
董豪富弟兄

41-21 Elbertson St. Elmhurst, NY 11373
Tel: 718-424-3990 www .nycahome.org

讀 經 Scripture
創世記 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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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人是什麼
講員
周剛弟兄
---------------------------------------屬靈書刊摘要

這些問題，或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因此便生出憂愁。 而煩惱的事更是司空見慣，俗語
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意思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煩惱，古人說：「人生不如意
之事常十之八九」，可見世上不可能找到沒有煩惱的人。

人是按神形象而造
以上從科學及哲學的觀點看人生，總括起來可以用三個字形容：短、小、苦。 人的
壽命很短，只有七、八十年的光景；人在宇宙中所佔的地位很小，真好像是太平洋中的
一粒沙；人生的內容很苦，一生中充滿了勞苦愁煩，至終只落個「轉眼成空」。 然而
詩篇第八篇的目 的並不是說人在神眼中並不重要，詩篇第九十篇也不是要證明人生沒
有意義。 詩篇第八篇的主題是：「人是那麼渺小，然而神卻顧念我們，甚至差他的獨
生子為我們死，使我們重新歸回他的懷抱」，若深究原因，可以發現在所有的受造物當
中，唯有人是神照著他自己的形象，按著他自己的樣式造出來的(創一26)。

從時、空看人的渺小
大衛王在詩篇第八篇向神發出慨嘆：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的確，人類在整個宇宙當中
實在太渺小了。 若是有機會搭飛機，從三、四萬尺的高空往下望時，其下的田舍人家都像
是玩具一般，而在夜晚，當我們舉目望天時，可以看到無數的星星，其中有很多都比地球
大上許多倍。 而星球與星球間的距離，往往要以光年來計算〔即光用一年所走的距離，按
光一秒鐘可以走299，800公里，一年所走的距離即是用這個數目乘86， 400(一天的秒數)
再乘365〕，所以，和整個宇宙相比，人所佔的空間實在太小了。

從時間上看，人生也是非常短暫的，摩西在詩篇九十10：「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
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
而去。」一般人的壽命最多不過是七、八十年，雖然有些「人瑞」能活到一百零幾歲，
但那也是少之又少的例子。 縱使一個人能活到一百多歲，但和那有億萬年曆史的宇宙
比起來，又算什麼呢？ 不過是滄海一粟。 而宇宙的歷史在永恆的神面前也是相當短暫，
摩西在同一篇詩裡說：「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詩九十2)，又說：「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詩九十4)。 的
確，當人類觀看自然界時便感覺到自然界之長久，與人類生命之相對短暫。 孔子麵對
湍湍而流的河水，便嘆息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古時詩人在望著那雄偉的
長江川流不息，更寫下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名句。 而今周瑜、曹
操、孔明都已作古，以後的唐、宋、元、明、清各朝也都消逝了，但那同一條長江，仍
然在那裡湧流。 所以，從時間的觀點來看，人生真像清晨的露水一樣，太陽一出便蒸
發不見了。

什麼是人生
再看看人生的內容是如何？ 摩西說，人最多可以活七、八十年，但在這七、八十年
當中有什麼可誇的呢？ 不過是「辛勞、痛苦、憂愁、煩惱」，而人一生兢兢業業所賺
到的一切，在離世時卻是「轉眼成空」且「如飛而去」。 這是多麼真實的人生寫照啊！
人一生下來就開始了他的辛勞旅程。 孩童時期雖然不需要工作，但讀書也是相當辛苦
的。 直到長大成人、娶妻生子後，便又要開始為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而勞碌。 所謂的「白
領階級」雖不必勞力，卻要勞心，此外，人生還要經歷各種痛苦，「生老病死」無一能
免，除了肉體上的痛苦，還有精神上的折磨。 人生三大不幸，如少年喪父母，中年喪
偶，老年喪子，都是時有所聞的事。 另外，由於人的精力、體力有限，受環境的各種
限制，常常令人有「力不從心」或「心有餘力不足」之嘆，人一生下來就會遭遇各種的
問題或困難，由於以上的各種限制，加上人的智慧與知識有限，經常會不知道怎麼解決

因此神在人身上有盼望，何謂神的「形象」和神的「樣式」呢？ 關於這一點，有幾
種不同的解釋。 早期教會的神學家中，有人認為「形象」是指神的形狀和像貌，而「樣
式」則是指神靈性與道德方面的特性。 根據奧古斯丁的看法，形像是指對真理的認識，
樣式是指對道德的愛好。 這些解釋都認為「形象」和「樣式」是分開的，是指兩件不
同的東西。 泛世的神學家則同意創世記一26中說的「形象」和「樣式」，並不是指兩
件不同的東西，而是兩個同義語，指同一樣東西。 換句話說，創一26只不過在說明人
被造的時候是按照神的樣子造出來的。 那麼，神的樣子是什麼樣子呢？ 或者說，人在
那一方面像神呢？ 這個問題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方面。
狹義方面，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指他的真理、公義和聖潔。 當人類被造之時，神也
賦予他對真理的認識、公義的特質、與無瑕疵的聖潔。 但這些特質在人類犯罪後都一
一失去，直到人悔改信主、重生得救以後，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些特質才能再恢復。
廣義方面，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指他的靈性、理性、自由與統治的權柄。 神是個靈，而
人是萬物中惟一具有靈性的，因此可以與神相交，俗語說：「人是萬物之靈」正是此意。
神是有理性的，同樣，人也是有理性的，具有思考、分析、歸納的能力。 神是自由的，
人也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選擇順服或者不順服神。 最後，神有統治的權柄，同樣，神
也賦予人統治的責任，叫他「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創一
26)，這些廣義方面的特性，並沒有因亞當的犯罪而喪失。 所以，在墮落之後，身上仍
然帶著神的形象。
另外一派認為人是由三部份構成的，就是體、魂、靈。 他們的聖經根據有二，帖前
五23及來四12，認為靈是「神覺」的所在，魂是「自覺」的所在，體是「物覺」的所在，
身體是人的物質部份，魂是人的意識生命，包括思想、感情、意志，而靈則是人的靈性，
是不朽的。 通過人的靈，人可以和神的靈有交通，而人對神的感覺和知識也是藉著靈
而來的。 一個人死了，他的肉體會朽壞，魂的生命也停止了，但他的靈繼續存在，如
果靈與魂各種的能力都是正常的，和受造的時候一樣，那人的身體就可以長生不死，如
果神「非受造的生命」進入到人的靈裡，這生命就要滲透魂的各部，結果能使裡面的人
改變，身體的土質也要改變，就解除死亡與敗壞的可能性。
耶穌在約六63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那麼，人的靈魂是那裡來的呢？

關於靈魂，人所能知道的並不多，因為靈魂是看不見、摸不著、也不能用科學證明
的。 但從神的啟示，可以知道只有神是自有永有的，除他以外，一切都是被神所
造的，當然靈魂也是神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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