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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原罪：創世記 1-3 

罪性 

• 創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

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 創 2: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

活人，名叫亞當。 

• 創 2:21-25 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

合起來。 耶和華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

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

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夫妻

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 創 2:16-17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

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 創 3: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

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 創 3:14-19  

14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

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16 又對女人

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轄你。17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

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

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罪行 

• 羅 1:18-32(和合本): 

18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

真理的人。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

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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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

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22 自稱

為聰明，反成了愚拙，23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

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24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

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25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

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26 因此，神任憑

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27 男人也

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28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

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29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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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30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

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31 無知的，背約

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32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

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1。人的景況與必定的後果/The condition of all mankind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ndition. 

• 賽 /Isa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

在他身上。“We all,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each of us has turned to our own 

way;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 羅/Ro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 羅/Ro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

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Therefore, just as sin entered the world through one man, 

and death through sin, and in this way death came to all people, because all sinned 

• 羅/Ro 3:9～20 

9這卻怎麼樣呢？我們比他們強麼？決不是的！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

臘人都在罪惡之下。10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11沒有明白

的；沒有尋求神的；12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

沒有。13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詐，嘴唇裡有虺蛇的毒

氣，14滿口是咒罵苦毒。15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16所經過的路便行殘

害暴虐的事。17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道；18他們眼中不怕神。19我們曉得

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

審判之下。20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

本是叫人知罪。 

• 弗 2:1-3 

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

靈。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2。根據聖經中的記載，人不斷的表現出無法解脫的罪性。 

• 該隱及後代 

• 巴別塔 

• 含（迦南人的始祖） 

• 約瑟的兄弟 

•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 士師們 

• 以色列歷史中的王 

• 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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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聖經，人的下場是/The consequence of the sinful nature 

• 羅/Ro 6: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

永生。For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but the gift of God is eternal life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Salvation a free gift 
• 羅 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 羅/Ro 5: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But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 弗 2:7-10 

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

代看。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9 也

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

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4。聖經所描述的地獄/Hell according to Bible 

• 是確實的ㄧ個地方/Hell is an actual place.   

• 路/Lk 16:23-24 

23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24就喊

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

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裡，極其痛苦。 

• 啟/Rev 20: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

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 啟/Rev 20: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5。死後還有得救的機會嗎？ls there any possibility of salvation after death? 

• 不可能/No. 

 

6。沒有聽過耶穌基督而去世的人與聽了福音而不信的人的下場是一樣的/A person never 

heard about the Gospel has the same consequence as nonbeliever.  

 

• 羅/Ro 2:1-6 

1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

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2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審判他。3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

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麼？4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

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5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神

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6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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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Ro 2:11-16 

11因為神不偏待人。12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

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13原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

法的稱義。14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5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

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16就在神藉耶穌基督審

判人隱秘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言。 

  



基督教教義根基 第四課認識人與罪  10/01/17 

泉谷華人宣道會 Page 5 

 

為認識耶穌基督作準備/ Prepare to know Jesus Christ 

1. 根據腓 2:6；這節經文如何告訴我們在還沒有成為人來到世上以前的耶穌？/What does 

Philippians 2:6 say about Jesus before He became a man? 

 

 

2. 根據腓 2:7；甚麼是耶穌基督要成就的事？/According to Philippians 2:7, what did Jesus 

do? 

 

 

 

3. 你怎麼知道耶訴是完全的人？/How do you know Jesus was fully man？ 

路/Luke 2:40;52 

可/Mark 4:38 

約/John 4:6 

約/John 11:35 

路/Luke 24:39 

4. 耶穌也完全是神，舉出祂的屬性？/Jesus is also Devine, list His attributes? 

太/Matthew 28:18 

約壹/ 1 John 1:1-2 

來/Hebrews 13:8 

西/Colossians 2:2b-3 

徒/Acts 3:14-15 

約/John 14:6 

5. 列出耶穌基督無所不能的表現/How did Christ demonstrate His power(Omnipotence) in 

His earthly ministry? 

太/Matthew 8:23-27 

路/Luke 4:40 

路/Luke 4:33-36 

約/John 11:43-44 

6. 根據 可 2:3-12，耶穌基督還有什麼權柄？/According to Mark 2:3-12, what other 

authority does Jesus poss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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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舉出耶穌基督神性的經文/Statement of Jesus' Deity? 

西/Colossians 2:9 

來/Hebrews 1:1-3a 

約/John 1:1,14 

提/Titus 2:13 

耶穌基督是救贖主/Jesus is the Savior  

8. 根據 約 3:17，耶穌基督是救贖主，從以下的經文，請描述神的救恩：/According to 

John 3:17, Jesus is the Savior, based on the following verses, please describe the Salvation.  

約/John 1:29 

約/John 6:35 

約/John 14:6 

9. 根據 但以理 7:14； 有哪三件事是託付給耶穌基督的？/According to Daniel 7:14, what 

three things has Christ been given? 

 

 

 

10. 根據 太 25:31-32，耶穌如何對跟隨祂的人說？/What did Jesus tell His followers in 

Matthew 25:31-32? 

 

 

 

11. 耶穌復活後 40 天，在升天以前，祂對門徒說甚麼？/When Jesus ascended into heaven 

40 days after the resurrection, what were the apostles told(徒/Acts 1:11) 

 

 

 

 

12. 根據 帖後 1:7b-10, 請描述耶穌回來的情形。/Describe the return of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2 Thessalonians 1:7b-10) 

 

 

 

 

13. 當你認識了耶穌基督，你會如何準備自己來迎接祂的再來呢(彼後 3:14）？/In light 

of knowing who Jesus are, how can you prepare for His second coming(2 Peter 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