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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要理问答（第一部分） 

上帝，人的受造与堕落，律法 
第九题-第十二题 



复习- 神的十诫 
出埃及记 20:1-17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 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
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 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
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
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问题九：上帝在前三条诫命中的要求是什么？  

回答：第一，认识并信靠上帝，这位独一永活的真神。第二，避
免一切的偶像崇拜，不以不当的方式敬拜上帝。第三，敬畏上帝
的名，尊荣他的话语和作为 。 

 

申 6:13-14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事奉他，指着他的名
起誓。 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 

 

一、敬拜真神；二、真实的敬拜神；三、敬拜真神的名，尊荣他 



问题十：上帝在第四条和第五条诫命中的要求是什么 ？ 

回答：第四，在安息日这一天，在公共或私下的场合敬拜上帝，
放下日常的工作，服侍主和他人，为永恒的安息日做准备。第
五，孝敬父母，顺服他们敬虔的教训和指导 

 

利 19:3  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
和华－你们的 神。 



问题十一：上帝在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诫命中的要
求是什么 ？ 
回答：第六，不伤害、不憎恨我们的邻舍，不与之为敌，反而
要忍耐，要和平，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第七，无论已婚还是
单身，都要纯洁、忠实地生活，远避淫行，以及一切不洁的行
为、外表、言语、思想和欲望，或任何可能导致这些的东西。
第八，未经允许不拿别人的东西，能够给别人的任何好处都给
别人。 

 

罗马书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问题十二：上帝在第九条和第十条诫命中的要求是什
么 ？ 

回答：第九，不说谎、不欺骗，用爱心说诚实话。第十，知足，
不嫉妒任何人，不因上帝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有差异而心生不
满。 
 

雅各书2:8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
的律法才是好的。 



回顾：罪愆和罪权 

罪可以從法律與道德兩個層次來理解。在法律层次，人因為违
背神的律法在神的公义面前站立不住，活在神的审判下，称之
为罪愆（the guilt of sin)。在道德层次，人因离开圣洁的神
而活在罪的腐敗中，称之為罪权 ( the power of sin)。 

 
 



回顾：罪愆和罪权 

罪可以從法律與道德兩個層次來理解。在法律层次，人因為违
背神的律法在神公义面前站立不住，活在神的审判下，称之为
罪愆（the guilt of sin)。在道德层次，人因离开圣洁的神而
活在罪的腐敗中，称之為罪权 ( the power of sin)。 

罪愆使人失去公义地位，担负罪帶來的审判。当人犯罪以后，
因为离开圣洁的神，也活在罪的腐敗之下成为罪的奴仆。人失
去了行善的真正动机与不犯罪的自由。 
 

 



回顾：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 

 

 



回顾：罪愆和罪权 

路加福音 23:33-34,39-4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
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兵丁 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那同钉的
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 神吗？ 我们
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
的事。」 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耶稣对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信靠基督  
因信称义 

• 道成肉身 

 

• 信靠基督 

 

• 因信称义 



1. 道成肉身 

a.面对罪，我们怎么办？ 

I.神会忘记？ 

II.想法偿还？ 

 

III.神会审判！    

 

IV.但是，神也救赎！道成肉身 



1. 道成肉身 
b. 什么是“道成肉身”？ 

I.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
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
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 1:1-4）  

II.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
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 
1:14, 18） 

 

 



1. 道成肉身 

c. 造神运动 

& 

神人格化 

 



1. 道成肉
身 



1. 道成肉身 

d. 道成肉身的意义 

I. 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II.耶稣基督——全然公义 

III.耶稣基督——圣洁羔羊 

IV.道成肉身——不止肉体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
面成为神的义。  

诗篇 85:10-11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诚
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2. 信靠基督 

信靠耶稣=？ 

I.相信他所是——道成肉身 

II.相信他所做——受死复活 

III.相信他呼召——爱的跟随 

 



2. 信靠基督 
Ex：以使徒彼得为例 

 

I. 马太福音 16:15-16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II. 路加福音 24:12，34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
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
给西门看了。” 

III.约翰福音 21:17-19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 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3. 因信称义 
罗马书 3:21-24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
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
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
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罗马书 4:23-25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
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 



3. 因信称义 
Recall：罪带来两个问题——罪愆和罪权 

 

1.罪愆是从始祖亚当而来 

2.因信称义首先解决了罪愆的问题——法律的地位 

罗马书 5:1-2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
和。 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
喜盼望神的荣耀。 

I.以前的人与现代的人 

II.作奸犯科与品德高尚 

 
 

 



3. 因信称义 
3. 因信称义是因着信将义归算在我们头上，不直接解决罪权 

4. 但因信称义带来祝福 

I. 地位的改变：罗马书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II.身份的改变： 罗马书 8:15-16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
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 

 

Ex：自己小时候被拒绝的经历 



3. 因信称义 
3. 因信称义是因着信将义归算在我们头上，不直接解决罪权 

4. 因信称义带来的祝福 
I. 地位的改变：罗马书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II. 身份的改变： 罗马书 8:15-16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 

III.状态的改变： 

a.约翰福音 16:7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b.罗马书 8:26-27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
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
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 圣 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第六课） 



4. 小组讨论（参考） 

1.如果愿意，请您分享生命中或受伤；或被误解；或被论断的
经历。 

 

2.认识到自己因信称义的新地位对您以前的经历有什么帮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