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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找 真 理 

Search for Truth 

 

人類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呢﹖ 

你會從恩典中墜落嗎﹖ 

 

第四課 

Les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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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習前課 

 

A. 你相信父神、子、和聖靈嗎﹖ [1:1-15]              有  無 

B. 你相信聖經是 神所默示的、而耶穌擁有在信仰上有所有的權柄嗎﹖[2:1-15] 有  無 

C. 我是 猶太人 或 非猶太人﹖[3:1,2] 

D. 十誡是賜給非猶太人的嗎﹖[3:3,4]           是  非 

E. 現今你應該從舊約中來學習課程嗎﹖[3:12]              是  非 

F. 神迹證明耶穌是 神、辨明出真正的使徒、證實 神的話及應驗預言. [3:14,15]  是  非 

  研究過上次的課程後有什麽改變的地方或有什麽問題呢﹖ 

 

你會從恩典中墜落嗎﹖ 

 

1. 約翰福音 1:17; 加拉太書 5:2-4 

耶穌帶來恩典和真理.                   是  非 

  假如人遵守摩西律法的一部份的話、他就有責任要遵守全律法 (每部份).  是  非 

  藉摩西律法(包括十誡)稱義的基督徒是與基督隔絕(被剪除)和從恩典中墜落了. 是  非 

  現今我們該要順從什麽命令﹖ 

 

2. 約翰福音 14:15; 哥林多前書 14:37 

愛耶穌的人就要遵守祂的命令.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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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們說出和寫下耶穌的命令.                 是  非 

 

3. 希伯來書 8:6-8; 9:15-17            耶利米書 31:31-34 

借著耶穌、我們 (猶太人和非猶太人) 有更美的契約 (遺囑).           是  非 

  立遺囑 (契約) 的人要在死後、而不是死前、遺囑才有效. 耶穌是新約 (遺囑)  

的仲裁人.                     是  非 

  在新約之下有永遠的産業(禮物)的應許.               是  非 

  假如你不按遺囑 (契約) 的條件去做、你可以得到永遠的産業 (禮物) 嗎﹖  有  無 

 

4. 加拉太書 3:26-29; 希伯來書 5:8,9 

無論什麽國籍、社會地位或性別、在基督裏我們都成爲一了.     是  非 

  永生的來源是基督、而這永生只給遵守祂的人嗎﹖         是  非 

 

人類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呢﹖ 

 

5. 約翰福音 8:21-24           以賽亞書 59:1-2 

人死在罪中是與耶穌隔絕了嗎﹖               是  非 

人死在罪中能上天堂與耶穌同在嗎﹖           有  無 

 

6. 羅馬書 3:9,23; 6:23 

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犯了罪且虧缺了 神的榮耀.             是  非 

  罪的工價 (所得) 是死 (永遠與 神分開).          是  非 

  影響人類永生的最大問題是什麽呢. 

 

罪是什麽﹖ 

 

7. 約翰一書 3:4; 約翰福音 8:34 

罪是違背律法.                    是  非 

  誰附從、干犯和實行罪誰就變成罪的奴僕.              是  非 

違背律法就是罪.                   是  非 

  人有罪是因爲 遺傳的 或 所作的. 

  沒有違背律法會犯罪嗎﹖                 有  無 

  請討論下面的圖表. 

 

8. 創世記 2:15-17; 3:6           約翰一書 3:4 

神吩咐人不可以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是  非 

  夏娃受到什麽試探: 

  a. 肉體的情欲 (好作食物)﹖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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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眼目的情欲 (悅人的眼目)﹖              是  非 

c. 今生的驕傲 (使人有智慧)﹖              是  非 

  亞當繼承夏娃的罪嗎﹖                  是  非 

  人犯罪(違背神的律法)的原因是他做了吩咐不可以做的事嗎﹖     是  非 

  罪惡是繼承而來的或是因爲違背 神的律法而來的﹖ 

 

9. 以西結書 18:4,20-24         羅馬書 2:5-11 

各人要負擔自己罪的責任嗎﹖                是  非 

神期望你擔當父親的罪孽嗎﹖                是  非 

罪孽從一代傳到下一代嗎﹖                 是  非 

  剛出生的嬰孩迷失在繼承的原 (亞當的) 罪中又當如何解釋﹖ 

 

罪孽如何進入你的生活中﹖ 

 

10. 雃各書 1:12-15; 4:17 

神不會試探人去犯罪.                   是  非 

  我拒絕所應行的善時、我便是犯        . 

  各人被自己的私欲所試探.                 是  非 

自己的私欲生出罪、結果就是死亡.             是  非 

誰要爲我的罪孽負責任呢﹖ 

 

11. 約翰一書 2:15-17; 馬太福音 4:1-11 

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驕傲都是從世界來的.      是  非 

耶穌被撒但試探過嗎﹖                  有  無 

耶穌用聖經擊退撒但嗎﹖                 有  無 

在我們生活中可以用聖經勝過撒但嗎﹖         有  無 

爲了瞭解聖經、你必須研究研究.               是  非 

  在我們生活中、如何勝過試探、罪孽和撒但呢﹖ 

 

12. 彼得前書 5:6-9; 加拉太書 5:19-21 

撒但像獅子尋找吞吃你嗎﹖                 是  非 

  有些情欲的事是顯而易見的: 姦淫、拜偶像、忌恨、醉酒、荒宴.    是  非 

  行這樣事的人能承受 神的國嗎﹖               有  無 

不服在神之下、你能勝過撒但嗎﹖             有  無 

 

13. 羅馬書 1:18-32 

因爲人變成那麽邪惡、神便任憑他們行污穢的事.            是  非 

現今人還在犯這些罪嗎﹖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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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在 2000 年前是罪的事、現今已不是算罪.        是  非 

 

14. 帖撒羅尼後書 2:8-12 

人不愛真理所以他們會沈淪嗎﹖               是  非 

  這些人有選擇的餘地嗎﹖                 有  無 

人必須愛真理以便得救.                  是  非 

爲什麽有些人選擇要恨惡真理及愛錯誤呢﹖ 

 

15. 提摩太前書 2:1-4; 使徒行傳 17:10-12 

神願意人沈淪嗎﹖                   有  無 

在第一世紀有些人渴望每天研究聖經.           有  無 

神願意你得救和明白真道.                 是  非 

假如沒有研究耶穌的話語、你能夠曉得真理嗎﹖       是  非 

繼續研究神的真理、你覺得怎麽樣﹖ 

 

復習和摘要 

 

  從恩典中墜落是有可能嗎﹖[4:1]               有  無 

  現今我們跟從的是  摩西  或  耶穌  的命令. [4:2-4] 

罪孽使人與耶穌永遠地隔絕嗎﹖[4:5,6]               有  無 

你繼承罪嗎﹖[4:7-9]                   有  無 

 

下一課將討論這個問題: 

我的罪該如何處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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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TH LESSON 

 

   JOHN 約翰福音 1:17 GALATIANS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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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 

人確實的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 

絕，從恩典中墜落了』(加拉太書 5:2-4). 

 

   JOHN 約翰福音 14:15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4:37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翰福音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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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REWS 希伯來書 8:6-8; 9:15-17 JEREMIAH 耶利米 31:31-34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這約原是憑 

更美之應許立的. 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 

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希伯來書 8:6-8). 

 

『爲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 

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産業. 凡有遺命，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因爲 

人死了，遺命才有效力. 若留遺命的尚在，那遺命還有用處嗎』(希伯來書 9:15-17).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 

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 我雖作他們的 

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 

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 

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爲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 

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 31:31-34). 

 

   GALATIANS 加拉太書 3:26-29 HEBREWS 希伯來書 5:8,9 

 

『所以你們因信耶穌基督都是 神的兒子.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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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了.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爲奴的，或男或女. 因爲你們在 

基督裏都成爲一了.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 

産業的了』(加拉太書 3:26-29). 

 

     『他雖然爲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他既得以完全，就爲凡順從 

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希伯來書 5:8,9). 

 

   JOHN 約翰福音 8:21-24 ISAIAH 以賽亞書 59:1,2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 

地方，你們不能到. 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難道他要自 

  盡嗎.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 你們是屬這世界的， 

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約翰福音 8:21-24).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沈，不能聽見，但你們的 

罪孽使你們與 神隔絕. 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以賽亞書 59:1,2). 

 

   ROMANS 羅馬書 3:9,23; 6:23 

 

『這卻怎樣呢. 我們比他們強麽. 決不是的. 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利尼 

人都在罪惡之下』(羅馬書 3:9). 

 

『因爲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馬書 3:23). 

 

『因爲罪的工價乃是死， 唯有 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羅馬書 6:23). 

 

   1 JOHN 約翰一書 3:4 JOHN 約翰福音 8: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約翰一書 3: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約翰福音  

8:34). 

 

*************************** 

 

(SCRIPTURES IN TH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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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ODUS 出挨及記 34:27,28 DEUTERONOMY 申命記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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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28).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 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 他們聽見這 

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 哪一大國的人有 神與 

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 神，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又哪 

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申命記 4:6-8).                     

     

    MATTHEW 馬太福音 28:19 1 PETER 彼得前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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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8:1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書 2:9).  

                 

    MATTHEW 馬太福音 7:13,14; 25:31-46 

                 

『你們要進窄門，因爲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 7:13,14). 

                 

『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衆天使降臨的時後，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象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 

一般.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 

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豫備的國. 因爲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 我 

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 義人就回答說，主阿，我們甚麽 

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 渴了，給你喝. 甚麽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 

赤身露體，給你穿. 又甚麽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裏，看你呢. 王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 

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咀的人，離開我. 進入那爲魔鬼和他 

的使者所豫備的永火裏去. 因爲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 渴了，你們不給我喝.  

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 我病了，我在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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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來看顧我.  他們也要回答說，主阿，我們甚麽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 

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裏，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 

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 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馬太福音 25:31-46). 

                 

    ACTS 使徒行傳 17:29-31 

                 

『我們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爲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 

金，銀，石.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因爲他已經定了日子，要借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裏 

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使徒行傳 17:29-31). 

 

***************************** 

 

    GENESIS 創世記 2:15-17; 3:6  1 JOHN 約翰一書 3:4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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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 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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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3:6).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約翰一書 3:4). 

 

EZEKIEL 以西結書 18:4,20-24  ROMANS 羅馬書 2:5-11 

 

『看哪，世人都是屬我的. 爲父的怎樣屬我，爲子的也照樣屬我. 犯罪的，他必 

死亡』(以西結書 18:4). 

 

     『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 兒子必不擔當父親的罪孽，父親也不擔當兒子的罪 

孽. 義人的善果必歸自己，惡人的惡報也必歸自己. 惡人若回頭離開所做的一 

切罪惡，謹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與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 他 

所犯的一切罪過都不被記念，因所行的義，他必存活. 主耶和華說，惡人死亡， 

豈是我喜悅的嗎﹖不是喜悅他回頭離開所行的道存活嗎﹖義人若轉離義行而作 

罪孽，照著惡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豈能存活嗎﹖他所行的一切義都不 

被記念. 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惡死亡』(以西結書 18:20-24).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爲自己積蓄忿怒，以致 神震怒，顯他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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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的日子來到. 他必照各人的行爲報應各人，凡恒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 

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 唯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 

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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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2:5-11). 

 

   JAMES 雃各書 1:12-15; 4:17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 這是主 

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 神試探. 因爲 神不能 

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 私 

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 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雃各書 1:12-15).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書 4:17). 

 

   1 JOHN 約翰一書 2:15-17 MATTHEW 馬太福音 4:1-11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因爲凡 

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 

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 

是永遠常存』(約翰一書 2:15-17).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 

切話.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 

可以跳下去. 因爲經上說，主要爲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 

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 魔鬼又帶 

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 

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賜給你. 耶穌說，撒但. 退去罷. 因爲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馬太 

福音 4:1-11). 

 

   1 PETER 彼得前書 5:6-9 GALATIANS 加拉太書 5:19-21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你們要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爲他顧念你們. 務要謹守，警醒. 因爲你們的仇敵 

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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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擋他，因爲知道你們在世上的衆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得前書  

5:6-9). 

 

     『情欲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 

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 

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國』(加拉太書 5:19-21). 

 

   ROMANS 羅馬書 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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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 因爲 神已經給 

他們顯明. 自從造天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 

見，但借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因爲他們雖然知道 神， 

卻不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爲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 

了. 自稱爲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爲偶像，彷佛必 

朽壞的人，如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 所以 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裏的情欲行 

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他們將 神的真實變爲虛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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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神任憑 

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欲. 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 變爲逆性的用處. 男人 

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 

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爲當得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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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  

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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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的， 

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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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書 1:18-32). 

 

   2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後書 2:8-12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他.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迹，和一切虛假的 

奇事，並且在那沈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 

心，使他們得救. 故此 神就給他們一個生髮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 

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帖撒羅尼迦後書 2:8-12). 

 

   1 TIMOTHY 提摩太前書 2:1-4 ACTS 17:10-12 

 

『我勸你，第一要爲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爲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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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該如此，使我們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這是好的，在 神我們救主面 

前可蒙悅納.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書 2:1-4).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 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 

會堂. 這地方的人賢于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察聖經，要 

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男子 

也不少』(使徒行傳 17: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