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城要理問答 

2 



25. 基督的死意味著我們一切的
罪都可得赦免嗎？ 

答:是的，因為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全部擔當了我
們罪的刑罰，上帝白白地將基督的義歸在我們
身上，就好像這義是出於我們自己的，他也不再
記念我們的罪愆。 

 
林後5：21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
面成為上帝的義。 
來9:11-12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
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10:12但
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邊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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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督的死還救贖了什麼？  

答:基督的死是救赎并更新整个堕落的受造界的开
始，他要透过他的大能叫万物为他自己的荣耀
和受造界的益处效力。 

 

西1:19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20既然藉
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
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啟21:5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4 



27. 所有人都藉著基督得救了嗎？
正如他們因著亞當都失落了
一樣？  

答:不是的，只有那些蒙上帝揀選，並藉著信與基督
聯合的人才是得救的。不過，上帝出於他的憐憫
仍賜下普遍恩典給那些不是他選民的人，如限制
罪惡的影響，使文化生活服務於人類的福祉。
  

弗1:4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
為聖潔，無有瑕疵; 5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彼前1：2就是照父 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
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給你們。 5 



28. 那些沒有藉著信與基督聯合
的人死後會怎樣？ 

答:他們將在審判的那一天受到可怕但公正的判決。
他們將被投入地獄承受公正而嚴厲的刑罰，永不
得再見上帝的恩容。 

約3:16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17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降世，不
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18信他的人，不被
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名。 
3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上帝的震怒常
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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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的權威  

 勤讀經是本份也是恩典  

 讀經與生活有力  

 怎樣讀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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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自然、普遍）啟示：宇宙萬物，歷史，人的内心（宗
 教情懷，良知） 

彰顯神的大能，智慧，權柄，信實，慈愛等； 

讓人無可推諉（罗1:20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
得，叫人無可推諉。) 

 

 特殊（超自然）啟示：聖經（耶稣） 

彰顯神的聖潔，公義，恩慈等屬性 

神為人預備的救恩，神的國度→神與人同住 

 

 

聖經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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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啟示的必要性 

雖然自然之光 (light of nature)、 上帝的創造、 
護理工作彰顯上帝的善良、智慧、權能，叫人無可推
諉，卻不足以使人認識上帝及其旨意，以致得救。所
以上帝願意多次多方將自己向祂的教會啟示，並向
教會宣佈祂的旨意；之後為了更加保守、 傳揚真理，
更加堅立、 安慰教會，抵擋肉體的敗壞、 撒但與世
界的惡意，就把這些全部記載下來。因此《聖經》是最
必需要的 ，因為上帝先前啟示祂旨意給祂百姓的方
法，現在已經不再有新的啟示了。（WC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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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權威 
 聖經的真正作者是聖靈 

提後3:16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或譯：凡 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17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 

 聖經是神的話，具最高的權威 

彼後1: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21因
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 

 聖經的正典已經啟示完畢，沒有加添與減少 

啟22:18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 
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19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 
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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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權威 

 聖經本身宣稱是神的話(提後3:16-17; 彼後1:20-
21,3:15-16; 啟22:18-19)  

 聖經(舊約39卷新約27卷）的著成和內容顯明其作者是神 

― 筆者眾多（約40多人） 

― 前後1600年寫成 

― 聖經一貫性和完整性，啟示的漸進性,以耶穌基督為中
心 

 舊約的先知宣稱聖經的權威和無誤（代下36：20-21；但9：2；
玛4：4） 

 舊約預言的應驗（赛52-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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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權威 
 耶穌基督和使徒的引用證明聖經的權威(彼後1:21;太19：
4-5；约14：26， 16：12-13）  

路24: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
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約5: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
的就是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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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權威的根本依據 

我們應信服《聖經》的權威，這權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會
的見證，乃完全在乎上帝(祂自己就是真理)。上帝是《聖
經》的作者，所以我們應當接受《聖經》，因為《聖經》是上
帝的話。（WCF1.4） 

14 



我們可能受教會的見證的感動與影響，因而高舉聖經、 
敬重《聖經》。對《聖經》屬天的性質、 教義的效力、 文體
的莊嚴、 各部的一致、 整體的要旨（將一切的榮耀歸給
上帝），人類惟一得救之道的完整彰顯，和其他許多無比
卓越、 全然完美之處，都足以證明《聖經》本身就是上帝
的話。雖然如此，最讓我們完全確信《聖經》無謬真理與屬
上帝權威的原因，是聖靈在我們心中作見證，藉著上帝的
話在我們心中所作的見證，也與上帝的話在我們心中一同
作見證。（WC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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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讀經是本份也是恩典 
 神的道（聖經）使我們重生，也是我們屬靈生命的食糧 

 

彼前1:23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
的種子，是藉著 神活潑常存的道。24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
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25惟有主的道
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彼前2:1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譯：陰毒）、詭詐，並假
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2:2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
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申8:3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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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讀經是本份也是恩典 
 神將祂的道交託給神的子民 

羅3:2 凡事大有好處：第一是 神的聖言交託他們。 

 

 耶穌用舊約申命記勝過魔鬼的試探（太4:1-4 ）。我們也
需要依靠神的話語守住真道，勝過罪惡 

弗4: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
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4使我們不
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
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詩119:11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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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讀經是本份也是恩典 
 神的道讓我們明白神的心意，學習信靠順服；神的道是我們
的生活準則，幫助我們得以成聖。 

徒20:32如今我把你們交託 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
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詩119:105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西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藉著我們向世人傳講 
林多後5: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18一切都是出於 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
分賜給我們。 
太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譯：
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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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與生活有力 
 生活有力 
賽40：28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
法測度。29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30就是少年人也要
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从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有智慧，正直清潔的心 
詩19:7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
人有智慧。8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
能明亮人的眼目。 
詩119:97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98你的命令常存在
我心裡，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信心堅固，得神喜悅和賞賜 
來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
信有 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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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讀經 

 存謙卑, 敬拜和順服的心 
 相信（Anselm of Canterbury: I believe so that I may 
understand)。 

 熟悉聖經的整體結構（熟悉目錄,速讀，參加聖經概論主日學） 
 研讀(包括了解文化歷史背景）和默想 
 明白經文如何指向基督、關乎基督的？ 
 歸納法查經 

― 觀察：W(人事時地如何為何) 
― 通過上下文了解聖經的意思 
― 上帝要對我說什麼？ 
― 如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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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清晰性與理解方法 

《聖經》的內容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同樣清楚，也不是
對每個人都同樣明白；但是得救所必須知道、 相信、 
遵守的事，我們總能在《聖經》找到，而且解釋得非
常清楚明白；不但有學問的人，就是無學問的人，不
必用什麼巧妙的辨法，只要用一般的方法，就能充
分理解。（WCF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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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規則 

只有一個解釋《聖經》的規則不會產生錯誤，就是以
經解經。所以當我們對任何一處《聖經》的真實完整
意義(每處《聖經》都只有一個意思，而沒有多種意思)
有疑問時，就當查考《聖經》其他比較清楚的經文，
以明白其真義。(WC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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