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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找 真 理 

Search for Truth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会从恩典中坠落吗﹖ 

 

第四课 

Lesson 4 

 

名字:                    

 

          作法            

1. 请仔细阅读经节.     

2. 填写或圈选正确答案. 

3. 讨论问题用粗体字.    

4. 复习经节用[  ]括号.  

5. 附带的经节用缩小的粗体字.      

   

复习前课 

 

A. 你相信父神、子、和圣灵吗﹖ [1:1-15]              有  无 

B. 你相信圣经是 神所默示的、而耶稣拥有在信仰上有所有的权柄吗﹖[2:1-15] 有  无 

C. 我是 犹太人 或 非犹太人﹖[3:1,2] 

D. 十诫是赐给非犹太人的吗﹖[3:3,4]           是  非 

E. 现今你应该从旧约中来学习课程吗﹖[3:12]              是  非 

F. 神迹证明耶稣是 神、辨明出真正的使徒、证实 神的话及应验预言. [3:14,15]  是  非 

  研究过上次的课程后有什么改变的地方或有什么问题呢﹖ 

 

你会从恩典中坠落吗﹖ 

 

1. 约翰福音 1:17; 加拉太书 5:2-4 

耶稣带来恩典和真理.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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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摩西律法(包括十诫)称义的基督徒是与基督隔绝(被剪除)和从恩典中坠落了. 是  非 

  现今我们该要顺从什么命令﹖ 

 

2. 约翰福音 14:15; 哥林多前书 14:37 

爱耶稣的人就要遵守祂的命令.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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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们说出和写下耶稣的命令.                 是  非 

 

3. 希伯来书 8:6-8; 9:15-17            耶利米书 31:31-34 

借着耶稣、我们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有更美的契约 (遗嘱).           是  非 

  立遗嘱 (契约) 的人要在死后、而不是死前、遗嘱才有效. 耶稣是新约 (遗嘱)  

的仲裁人.                     是  非 

  在新约之下有永远的产业(礼物)的应许.               是  非 

  假如你不按遗嘱 (契约) 的条件去做、你可以得到永远的产业 (礼物) 吗﹖  有  无 

 

4. 加拉太书 3:26-29; 希伯来书 5:8,9 

无论什么国籍、社会地位或性别、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了.     是  非 

  永生的来源是基督、而这永生只给遵守祂的人吗﹖         是  非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5. 约翰福音 8:21-24           以赛亚书 59:1-2 

人死在罪中是与耶稣隔绝了吗﹖               是  非 

人死在罪中能上天堂与耶稣同在吗﹖           有  无 

 

6. 罗马书 3:9,23; 6:23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犯了罪且亏缺了 神的荣耀.             是  非 

  罪的工价 (所得) 是死 (永远与 神分开).          是  非 

  影响人类永生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罪是什么﹖ 

 

7. 约翰一书 3:4; 约翰福音 8:34 

罪是违背律法.                    是  非 

  谁附从、干犯和实行罪谁就变成罪的奴仆.              是  非 

违背律法就是罪.                   是  非 

  人有罪是因为 遗传的 或 所作的. 

  没有违背律法会犯罪吗﹖                 有  无 

  请讨论下面的图表. 

 

8. 创世记 2:15-17; 3:6           约翰一书 3:4 

神吩咐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是  非 

  夏娃受到什么试探: 

  a. 肉体的情欲 (好作食物)﹖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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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眼目的情欲 (悦人的眼目)﹖              是  非 

c. 今生的骄傲 (使人有智能)﹖              是  非 

  亚当继承夏娃的罪吗﹖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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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是继承而来的或是因为违背 神的律法而来的﹖ 

 

9. 以西结书 18:4,20-24         罗马书 2:5-11 

各人要负担自己罪的责任吗﹖                是  非 

神期望你担当父亲的罪孽吗﹖                是  非 

罪孽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吗﹖                 是  非 

  刚出生的婴孩迷失在继承的原 (亚当的) 罪中又当如何解释﹖ 

 

罪孽如何进入你的生活中﹖ 

 

10. 雃各书 1:12-15; 4:17 

神不会试探人去犯罪.                   是  非 

  我拒绝所应行的善时、我便是犯        . 

  各人被自己的私欲所试探.                 是  非 

自己的私欲生出罪、结果就是死亡.             是  非 

谁要为我的罪孽负责任呢﹖ 

 

11. 约翰一书 2:15-17; 马太福音 4:1-11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      是  非 

耶稣被撒但试探过吗﹖                  有  无 

耶稣用圣经击退撒但吗﹖                 有  无 

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用圣经胜过撒但吗﹖         有  无 

为了了解圣经、你必须研究研究.               是  非 

  在我们生活中、如何胜过试探、罪孽和撒但呢﹖ 

 

12. 彼得前书 5:6-9; 加拉太书 5:19-21 

撒但像狮子寻找吞吃你吗﹖                 是  非 

  有些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 奸淫、拜偶像、忌恨、醉酒、荒宴.    是  非 

  行这样事的人能承受 神的国吗﹖               有  无 

不服在神之下、你能胜过撒但吗﹖             有  无 

 

13. 罗马书 1:18-32 

因为人变成那么邪恶、神便任凭他们行污秽的事.            是  非 

现今人还在犯这些罪吗﹖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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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 2000 年前是罪的事、现今已不是算罪.        是  非 

 

14. 帖撒罗尼后书 2:8-12 

人不爱真理所以他们会沉沦吗﹖               是  非 

  这些人有选择的余地吗﹖                 有  无 

人必须爱真理以便得救.                  是  非 

为什么有些人选择要恨恶真理及爱错误呢﹖ 

 

15. 提摩太前书 2:1-4; 使徒行传 17:10-12 

神愿意人沉沦吗﹖                   有  无 

在第一世纪有些人渴望每天研究圣经.           有  无 

神愿意你得救和明白真道.                 是  非 

假如没有研究耶稣的话语、你能够晓得真理吗﹖       是  非 

继续研究神的真理、你觉得怎么样﹖ 

 

复习和摘要 

 

  从恩典中坠落是有可能吗﹖[4:1]               有  无 

  现今我们跟从的是  摩西  或  耶稣  的命令. [4:2-4] 

罪孽使人与耶稣永远地隔绝吗﹖[4:5,6]               有  无 

你继承罪吗﹖[4:7-9]                   有  无 

 

下一课将讨论这个问题: 

我的罪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研究圣经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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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OR FOURTH LESSON 

 

   JOHN 约翰福音 1:17 GALATIANS 5:2-4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 

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 

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 5:2-4). 

 

   JOHN 约翰福音 14:15 1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14:37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 14:15).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 

命令』(哥林多前书 14:37). 

 

   HEBREWS 希伯来书 8:6-8; 9:15-17 JEREMIAH 耶利米 31:31-34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 这约原是凭 

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 

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希伯来书 8:6-8). 

 

『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 

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 因为 

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 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希伯来书 9:15-17).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 

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 

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 

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 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 

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 

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 31:31-34). 

 

   GALATIANS 加拉太书 3:26-29 HEBREWS 希伯来书 5:8,9 

 

『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 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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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 

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 

产业的了』(加拉太书 3:26-29).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 

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 5:8,9). 

 

   JOHN 约翰福音 8:21-24 ISAIAH 以赛亚书 59:1,2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 

地方，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难道他要自 

  尽吗.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 

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 8:21-24).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 

罪孽使你们与 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书 59:1,2). 

 

   ROMANS 罗马书 3:9,23; 6:23 

 

『这却怎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么. 决不是的. 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 

人都在罪恶之下』(罗马书 3:9).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 6:23). 

 

   1 JOHN 约翰一书 3:4 JOHN 约翰福音 8:34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 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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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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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 

人立约.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 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 耶和华将这约的 

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版上』(出埃及记 34:27,28).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能，聪明. 他们听见这 

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能，有聪明. 哪一大国的人有 神与 

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 

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申命记 4:6-8).                     

     

    MATTHEW 马太福音 28:19 1 PETER 彼得前书 2: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马太福音 28:1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 神的 

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 2:9).  

                 

    MATTHEW 马太福音 7:13,14; 25:31-46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 7:13,14).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后，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象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 

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 

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豫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 

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主阿，我们甚么 

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 甚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 

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甚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 

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咀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 

的使者所豫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我在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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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阿，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 

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 

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 

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 25:31-46). 

                 

    ACTS 使徒行传 17:29-31 

                 

『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 

金，银，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 

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 17: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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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SIS 创世记 2:15-17; 3:6  1 JOHN 约翰一书 3:4 

 

『耶和华 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 神吩咐他说，园 

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 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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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能，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记 3:6).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 3:4). 

 

EZEKIEL 以西结书 18:4,20-24  ROMANS 罗马书 2:5-11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犯罪的，他必 

死亡』(以西结书 18:4). 

 

     『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 

孽. 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 

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 他 

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记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 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 

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 

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 

被记念. 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以西结书 18:20-24). 

  『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 神震怒，显他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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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 

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 

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 

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 

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 神不偏待人』(罗马书 2:5-11). 

 

   JAMES 雃各书 1:12-15; 4:17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 

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 神试探. 因为 神不能 

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 

欲既 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雃各书 1:12-15).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 4:17). 

 

   1 JOHN 约翰一书 2:15-17 MATTHEW 马太福音 4:1-11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 

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 

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 神旨意的， 

是永远常存』(约翰一书 2:15-17).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 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 

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 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 

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 神. 魔鬼又带 

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 

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但. 退去罢.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 神，单要事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太 

福音 4:1-11). 

 

   1 PETER 彼得前书 5:6-9 GALATIANS 加拉太书 5:19-21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 

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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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得前书  

5:6-9).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 

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 

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国』(加拉太书 5:19-21). 

 

   ROMANS 罗马书 1:18-32 

 

『原来 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 神已经给 

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 

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 

却不当作 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 

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 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 

朽坏的人，如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 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 

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 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 

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因此 神任凭 

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 

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 

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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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书 1:18-32). 

 

   2 THESSALONIANS 帖撒罗尼迦后书 2:8-12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 

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 

心，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 

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撒罗尼迦后书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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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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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该如此，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在 神我们救主面 

前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 2:1-4).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庇哩亚去. 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 

会堂.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 

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 

也不少』(使徒行传 17: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