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流程  

• 9:15 信仰基本問答（新城要理）  

• 9:30-10:10 課程學習  

• 10:10-10:30 作業分享，討論與禱告 （信仰基要；读经；祷告） 

• 10:30-10:35 報告，結束  

• 11:00-12:15 大堂主日崇拜（師生一同就坐崇拜，樓下左邊第  

• 一，二排）  

• 12:30 共享午餐（205 室） 

• （大致流程） 

 



新城要理问答 

• 问题 5：  上帝还造了什么？  

• 回答：上帝用他大能的话语创造了万物，他所造的一切
都甚好；万物在他慈爱的治理下欣欣向荣。 

• 经文：詩篇33:6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
中的气而成。 

 

第一部分 上帝，人的受造与堕落，律法 

 

 



新城要理问答 

• 问题 6： 我们如何荣耀上帝？ 

• 回答：荣耀上帝就是以他为乐，爱他，信靠他，遵行他
的旨意、命令和律法。 

• 经文：申11:1 你要愛耶和華你的 神、常守他的吩咐、
律例、典章、誡命。 

 

 

第一部分 上帝，人的受造与堕落，律法 

 

 



新城要理问答 

• 问题 7：上帝的律法有怎样的要求？ 

• 回答：上帝的律法要求个人、全然、永远的顺从；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上帝；并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上帝禁止的，永远不做；上帝

要求的，常常去行。  

• 经文：太22:37-40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 

這是誡命 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

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第一部分 上帝，人的受造与堕落，律法 

 

 



新城要理问答 

• 问题 8：上帝在十诫中陈明了哪些律法？ 

• 经文：出20:3-17  1.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2. 不可为

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

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3.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上帝的 名。4.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5. 当孝敬父母。6. 不

可杀人。7. 不可奸淫。8. 不可偷盗。9. 不可作假见证。10. 不

可贪心。 

 

第一部分 上帝，人的受造与堕落，律法 

 



受洗造就班  第三课 
明白罪权  重生得救 

若歌教会2022冬季受洗班 

12.18.22 



罪的起源和本质 

创世记 3:1-5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

果子，我们可以吃，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

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

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创世记 3:1-5 



罪的起源和本质 

创世记 3:1-5 耶和华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

果子，我们可以吃，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

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

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创世记 3:1-5 

 

• 罪的起源是：人不再依靠神的智慧，而是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定義好和壞—人
自己成爲上帝 

 



罪的起源 



罪的起源和本质 

• 罪(希伯來語：Khata)  

 失敗、偏離、打不中目標 

 

• 詩51:5 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我們在出生時就有了罪，甚至未出生前， 神就看到我們的罪 

 

 



一、罪的普世性 



一、罪的普世性 

• 罗马书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 罗马书 2:6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一、罪的普世性 

• 罗马书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 罗马书 2:6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 没有敬拜神；没有爱人如己  

• 没有禁止的不做；没有要求的去行 

 



一、罪的普世性 



一、罪的普世性 

• Nobel laureate accused of harassment by former students: report 

 

https://thehill.com/blogs/blog-briefing-room/3778054-nobel-laureate-accused-of-harassment-by-former-students-report/


一、罪的普世性 

• Nobel laureate accused of harassment by former students: report、 

 

• 耶稣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 马太福音 5:27-28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https://thehill.com/blogs/blog-briefing-room/3778054-nobel-laureate-accused-of-harassment-by-former-students-report/


二、罪愆与罪权 



二、罪愆与罪权 

 

• 罪愆（The Guilt of Sin） 

• 在法律層次，人因為違背神的律法在神公義面前站立不住，活在神的審判下，稱之為
罪愆 

 

• 创世记 3:6-8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 的果子 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

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 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

和华神的面。 

 



二、罪愆与罪权 

 

• 罪权（The Power of Sin） 

• 在道德層次，人因離開聖潔的神而活在罪的腐敗中，稱之為罪權 

 

• 罗马书 1:28-32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

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 ；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 神的 、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 神判定行这

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二、罪愆与罪权 

 

• 认识自己  信靠真神 

 

• 路加福音 18:9-14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说：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

地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

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

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二、罪愆与罪权 

 

• 神的公义 与 罪的普遍 

• 从罪的两个方面来看罪在我们身上如何起作用 

• 一些难题：婴儿；残疾；没听过福音的人 

 



三、罪的工价与出路 



三、罪的工价 

创世记 3:14-19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

畜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

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

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

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

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

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

尘土。 

 

身体的堕落 



三、罪的工价 

希伯来书 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灵性和品格的堕落 



三、罪的出路 

加拉太书 4:4-5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创世记 3:14-15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

畜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

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参考讨论题 

1. 试举一个你犯罪的例子 

2. 罪愆和罪权的概念你能理解吗 

3. 你是否同意耶稣是你脱离罪的唯一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