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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找 真 理 

Search for Truth 

 

現今十誡還有效力嗎﹖ 

現今我們還有聖經中所提到的神迹嗎﹖ 

 

第三課 

Lesson 3 

 

   名字:                     

 

            作法            

1. 請仔細閱讀經節.     

2. 填寫或圈選正確答案. 

3. 討論問題用粗體字.    

4. 復習經節用[  ]括弧.  

5. 附帶的經節用縮小的粗體字. 作法 

             

復習前課 

 

A. 你相信聖經中唯一的真 神嗎﹖                有  無 

B. 你相信聖經是 神所默示的嗎﹖                有  無 

C. 你相信耶穌與創造宇宙有關、而且祂是 神嗎﹖             有  無 

D. 你相信耶穌是我們現今在信仰上唯一的權柄嗎﹖            有  無 

E. 研究過上次的課程後有什麽問題或改變的地方﹖ 

 

誰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 

 

1. 約翰福音 8:31-33; 使徒行傳 7:8 

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話嗎﹖                有  無 

  猶太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嗎﹖                是  非 

  猶太人是亞伯拉罕、以撒、雃各和他兒子的後裔 (家長/支派)          是  非 

 

2. 使徒行傳 10:28; 羅馬書 2:9-16 

猶太人不與別的國家 (非猶太人) 爲友.                                是  非 

現今神在猶太人與希臘/非猶太人之間、有偏愛任一方嗎﹖             有  無 

你是 猶太人 或 非猶太人﹖ 

非猶太人有什麽樣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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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誡是爲誰制訂的﹖ 

 

3. 出埃及記 34:27,28; 約翰福音 1:17 

耶和華 神有對摩西說話嗎﹖                 有  無 

  神與摩西及 非猶太人 ～ 以色列人 (猶太人) 立下這約 (包括十誡在內). 

  神有與希利尼人立這約嗎 (包括十誡在內)﹖             有  無 

  『        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           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4. 以弗所書 2:11,12        申命記 4:7,8 

在摩西的律法之下、非猶太人 (未受割禮的) 是: 

a. 與基督無關                    是  非 

b. 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是  非 

c.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是  非 

d. 沒有指望                    是  非 

e. 沒有 神                     是  非 

非猶太人與 神有約定的關係嗎﹖               有  無 

 

5. 以弗所書 2:13-16          申命記 7:1-8 

在西乃山所定立的約成爲一道牆使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隔絕嗎﹖       有  無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體廢掉了隔絕猶太人和希利尼人的牆、 

  並且也包括十誡在內.                  是  非 

 

十誡是暫時的嗎﹖ 

 

6. 加拉太書 3:8,14-16         創世記 22:18 

非猶太人包括在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在內嗎﹖             有  無 

  那給亞伯拉罕的萬國 (猶太人和非猶太人) 必得福的應許、是借著 

  亞伯拉罕的子孫而應驗的、而那子孫是          . 

  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包括所有國家在內; 律法則是給摩西和猶太人而已不包括 

別的國家在內                    是  非 

 

7. 加拉太書 3:17-19,21-25 

亞伯拉罕的應許比摩西的律法早 430 年嗎﹖             是  非 

摩西的律法能給(叫)猶太人得生嗎﹖            是  非 

因爲罪的緣故、於是加添摩西的律法以等到基督 (子孫) 來到.        是  非 

  摩西的律法已達成它的目的、而且也引領猶太人到基督那裏而驗了.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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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罵馬書 7:1-4             加拉太書 6:2 

保羅是向 (明白律法的) 猶太人說話.            是  非 

  猶太寡婦可以再婚、因爲丈夫死亡使她脫離那從丈夫的律.           有  無 

  就像有兩個丈夫的淫婦一樣、猶太人跟從兩種律法 (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 

律法) 就做屬靈的淫婦.               是  非 

  猶太人藉基督釘在十字架的身體、對摩西的律法而言是死了、可以與基督再婚. 是  非 

 

9. 罵馬書 7:6,7 

猶太人脫離(釋放)摩西的律法嗎﹖              有  無 

猶太人脫離了律法所說的、『不可起貪心』、十誡中的一誡. 出 20:17       是  非 

  大約 2000 年前、猶太人脫離了摩西的律法、這也包括十誡在內.       是  非 

非猶太人沒有脫離摩西的律法、因爲他們本來不在這律法之下.       是  否 

 

10. 馬太福音 5:17,18; 路加福音 24:44 

耶穌來世間爲了廢掉摩西的律法嗎﹖           有  無 

  耶穌說律法應驗 (成全) 之後就不再生效嗎﹖             是  非 

  耶穌在世上時、成全了摩西的律法嗎﹖         是  非 

 

11. 約翰福音 19:28-30; 歌羅西書 2:13,14 

耶穌釘在十字架時、各樣的事都成全了 (應驗了) 嗎﹖           是  否 

  耶穌死時、猶太人便脫離已應驗又徹去的摩西律法.            是  非 

  耶穌死時、摩西的律法、包括十誡和律例、也同時被徹去、釘在十字架上.   是  非 

  做個非猶太人或猶太人的話、現今你應該遵守十誡中的那些幾條誡律呢﹖ 

 

現今舊約的目的是什麽﹖ 

 

12. 羅馬書 15:4; 哥林多前書 10:1-11 

雖然摩西的律法已經結束了、我們仍能從舊約的經節中學到教訓.     是  非 

  我們應該學習那些在摩西律法之下的人的例子 (罪) 嗎﹖            有  無 

  現今基督徒應該從舊約學些什麽﹖ 

 

現今要跟從誰/什麽﹖ 

 

13. 馬太福音 17:1-5; 5:21,22,27,28 

天父很清楚地交待我們要聽信祂的兒子、而不是摩西或任何人.         是  非 

我們必須從心裏順服基督的命令.               是  非 

耶穌要我們求從心裏遵守祂的命令.             是  非 

  基督的命令在 新 ～ 舊 約中都有記載. 約翰福音 13:34,35; 14:15,21-24; 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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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哥林多前書 14:37 

 

神迹的目的是什麽﹖ 

 

14. 約翰福音 1:1-3;20:30,31;使徒行傳 2:22 

神迹的第一個目的是要證明耶穌是 神/有神性的.            是  非 

你相信所記載的神迹嗎﹖                 是  非 

  假如現今耶穌還在行神迹的話、爲什麽約翰要記錄這些神迹呢﹖ 

 

15. 馬可福音 16:20; 希伯來書 2:1-4 

神迹的第二個目的是要給聽神的話語的人證實神的話.           是  非 

  哥林多後書 12:12. 神迹的第三個目的是要辨明真正的使徒.      是  非 

  馬太福音 8:16,17. 神迹的第四個目的是要應驗預言.       是  否 

  哥林多前書 13:8. 使徒保羅說過聖靈的恩賜/神迹會停止或結束嗎﹖         有  無 

  提摩太后書 4:20. 使徒保羅在同僚生病時、就醫治他. (如果你可以醫治他爲 

時、什麽眼睜睜的看他生病呢﹖)               是  否 

  因爲神迹是要證明耶穌是神、證實神的話、辨明真正的使徒和應驗預言、所以 

在 2,000 年前神迹便結束了.                是  非 

  從新約裏所記載的神迹中我們可以學習到四個什麽事情﹖ 

 

復習和摘要 

 

現今基督徒應該順從十誡嗎﹖[3:1-11]               有  無 

舊約的例子是教我們不要犯罪嗎﹖[3:12]              有  無 

耶穌的命令在新約中找得到. [3:13]             是  非 

耶穌所行的神迹證明祂是神/有神性. [3:14]              是  非 

神迹辨明真正的使徒和證實神的話. [3:15]              是  非 

神迹也應驗舊約的預言.                  是  非 

 

下一課將討論這個問題: 

人類 大的問題是什麽呢﹖ 

我們什麽時候可以一起研究聖經呢﹖ 

                                                        

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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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OR THIRD LESSON 

 

   JOHN 約翰福音 8:31-33 ACTS 使徒行傳 7:8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 

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 你怎麽說，你們必得自由呢﹖』(約翰福音 8:31-33). 

 

『神又賜他割禮的約. 於是亞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給他行了割禮. 以撒生 

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使徒行傳 7:8). 

 

   ACTS 使徒行傳 10:28 ROMANS 羅馬書 2:9-16 

 

『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但  

神已經指示我，無論甚麽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使徒行傳 10:28). 

 

『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卻將榮耀， 

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因爲 神不偏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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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在 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爲義，乃是行律法的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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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律法.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 

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爲是，或以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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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2:9-16). 

 

   EXODUS 出埃及記 34:27,28 JOHN 約翰福音 1:17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將這些話寫上，因爲我是按這話與你和以色列人立 

約. 摩西在耶和華那裏四十晝夜，也不吃飯也不喝水. 耶和華將這約的話，就 

是十條誡，寫在兩塊版上』(出埃及記 34:28). 

 

『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翰福音 1:17). 

 

   EPHESIANS 以弗所書 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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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應當記念. 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爲沒受割禮的. 這名原 

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爲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 

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 

有 神』(以弗所書 2:11,12). 

 

   EPHESIANS 以弗所書 2:13-16 DEUTERONOMY 申命記 7:1-8 

 

『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爲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 

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爲要將兩下借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爲一體， 

與 神和好了』(以弗所書 2:13-16). 

 

『不可與他們結親. 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 

們的女兒. 因爲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 神，以致耶和華的怒 

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 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 拆毀他們的祭壇， 

打碎他們的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 因爲你歸耶和 

華你神爲聖潔的民. 耶和華你 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耶 

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 

民中是 少的.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 

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爲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申命記 7:1-8). 

 

   GALATIANS 加拉太書 3:8,14-16 GENESIS 創世記 22:18 

 

『並且聖經既然豫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 

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加拉太書 3:8).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 

的聖靈. 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就沒 

有能廢棄或增加的.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神並不是說衆子孫， 

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拉太書 3:14-16).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爲你聽從了我的話』(創世記 22:18). 

 

   GALATIANS 加拉太書 3:17-19,21-25 

 

『我是這麽說，神豫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應 

許歸於虛空. 因爲承受産業，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應許. 但神是憑著應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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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業賜給亞伯拉罕. 這樣說來，律法是爲甚麽有的呢. 原是爲過犯添上的，等候 

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的』(加拉太書 3:17-19). 

 

『這樣，律法是與 神的應許反對. 斷乎不是. 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 但聖經把衆人都圈在罪裏，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 

督，歸給那信的人.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 

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 

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 

在師傅的手下了』(加 3:21-25). 

 

   ROMANS 羅馬書 7:1-4 GALATIANS 加拉太書 6:2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 

嗎.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 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 

  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著，她若歸於別人，便叫淫婦. 丈夫若死了，她就脫離了 

丈夫的律法，雖然歸於別人，也不是淫婦.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借著 

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 

叫我們結果子給 神』(羅 7:1-4).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書 6:2). 

 

   ROMANS 羅馬書 7:6,7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 

要按著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這樣，我們可說甚麽呢. 律法是罪 

嗎. 斷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爲罪. 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 

就不知何爲貪心』(羅馬書 7:6,7). 

 

   MATTHEW 馬太福音 5:17,18 LUKE 路加福音 24:44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 

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馬太 

福音 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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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4:44). 

 

   JOHN 約翰福音 19:28-30 COLOSSIANS 歌羅西書 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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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爲要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 

了. 有一個器皿盛滿了醋，放在那裏. 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 

上，送到他口. 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 神了』 

(約翰福音 19:28-30). 

 

『你們從前在過犯, 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 便 

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礙於我們的 

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歌羅西書 2:13,14). 

 

   ROMANS 羅馬書 15:4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0:1-11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爲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 

以得著盼望』(羅馬書 15:4).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也都喝了一樣的靈 

水. 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們中間，多半 

是 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鑒戒，叫我們不要貪 

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 如經上所記， 

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 

斃了二萬三千人. 也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 你們也不 

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 

爲鑒戒. 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書 10:1-11). 

 

   MATTHEW 馬太福音 17:1-5; 5:21,22,27,28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裏真好. 你 

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座爲你，一座爲摩西，一座爲以利亞. 說 

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 

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馬太福音 17:1-5).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 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 

(馬太福音 5:21).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 



 9

公會的審斷. 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馬太福音 5:22).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馬太福音 5:27).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他犯姦淫了』 

(馬太福音 5:28). 

 

  JOHN 約翰福音 13:34,35; 14:15,21-24; 15:10-12; 12:48 1 CORINTHIANS 哥林 

  多前書 14:37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 

福音 13:34,3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翰福音 14:15).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猶大 (不是加略人猶大) 問耶穌說，主阿，爲甚麽要向 

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現呢.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 

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約翰福音 14:21-24).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 

的愛裏.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 

的喜樂可以滿足.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約翰 

福音 15:10-12).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 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約翰福音 12:48). 

 

『若有人以爲自己是先知，或是屬靈的，就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 

令』(哥林多前書 14:37). 

 

  JOHN 約翰福音 1:1-3; 20:30,31; ACTS 使徒行傳 2:22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萬物是借著他造 

的.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借著他造的』(約翰福音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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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迹，沒有記在這書上. 但記這些事，要 

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 

生命』(約翰福音 20:30,31). 

 

『以色列人哪. 請聽神話，神借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 

神迹，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使徒行傳 2:22). 

 

   MARK 馬可福音 16:20 HEBREWS 希伯來書 2:1-4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迹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馬可福音 16:20). 

 

『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那借著天使所 

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我們若忽略這麽大的 

救恩，怎能逃罪呢.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 

證』(希伯來書 2:1-4). 

 

   2 CORINTHIANS 哥林多後書 12:12 

 

『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借著神迹，奇事，異能，顯出使徒的憑據 

來』(哥林多後書 12:12). 

 

   MATTHEW 馬太福音 8:16,17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 

都趕出去. 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 

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馬太福音 8:16,17).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 13:8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哥林多前 13:8). 

 

   2 TIMOTHY 提摩太后書 4:20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特羅非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提摩太后 

書 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