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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基础福音点 

第 2点—罪  

 

引言:   

我们与非基督徒分享爱，罪，代替，信/受洗, 成长五个基础福音点。 在这课， 将会多方

面解释第二点，罪。 

 

重要性:   

在一个人要悔改和受洗前，他必须知道他是罪人。 

 

目标:   

通过这课的学习，学生将会能够向非基督徒清楚地解释罪的概念。 

 

大纲: 

引言 

1.  原罪 

2.  实行罪 

3.  个人省察时间的重要性 

4.  个人省察时间 

5.  派发圣餐 

 

课前准备: 

在上完这课后将以圣餐来庆祝。面包与葡萄酒/葡萄汁应在之前准备好。 

 

课堂: 

 

作业讨论:   

1. 关于你的作业有什么问题吗?  谁愿意读出正确的答案? 

2. 谁愿意分享使用约 3:16 传福音方法的经历? 

3. 有人愿意分享使用“上帝爱谁”传福音方法的经历吗? 

 

复习: 

1. 上帝以哪两个主要方面来表达对我们的爱？  

1) [赐我们救恩，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死后能够上天堂]   

2) [赐给我们地上的一切所需，也包括了丰盛的生命]   

2. 丰盛生命包括哪三样?  [爱，喜乐，和平] 

 

引言 

 

五个基础福音点的第二点罪 。 

1. ╬罗 3:12  一个人知道了上帝的爱后，还要告诉他什么?  [罪] 

 

2. 如果一个人愿意听救恩的信息，我们尽量地告诉他。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他是个罪人，

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为什么？ [可能答案: 

1) [他可能不要再听你讲下去。因为没有人喜欢丢脸，听你所说他做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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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可能下次也不想再听，因为你一开始就告诉他不好的东西（关于罪），而不是

讲有关上帝的爱这个好消息。]  

 

3. 如果我们一开始是告诉一个人上帝的爱，他要再听多点吗?  [要]  为什么?  [因为人喜欢
听到真上帝爱他]—我们要这样说让人欢喜地再听到我们跟他们再说更多。 

 

4. 但是，在告诉完上帝的爱之后，需要解释罪的意思。 在人看到他需要一位救主之前要
意识到他是一个罪人。 

 

5. 中国有哪句俗语是描述所有人都有罪的?  [可能答案: 天 下 乌鸦 一 样 黑。--  鼻 孔 

向 下 的，没 有 一 个 是 好 人。-- 人 是 天 生 地 养。] 

 

1. 原罪 

 

一般来说，罪分两种—原罪 和 实行罪.   

原罪就是一出生就有的罪   
 

1. 全人类都由亚当来。 

1) ╬创 2:7   上帝创造地上的第一个人是谁?  [亚当] 

2) ╬徒 17:26 上 按照这节经文，上帝从一个人亚当做出什么来?  [地上万族] 

3) 那么，谁是人类家庭的头，整个人类的来源?  [亚当] 

4) 用什么中国谚语来表达这个意思?  [天下一家] 

5) 一起来看第 3 课, ►图 1 (第__页).。 使用这幅图来解释整个人类的起源。[首先，
上帝创造亚当，从他的子孙发展到全地的人。上帝看到整个人类都从亚当一人而

来。] 

 

2. 上帝爱亚当，主动制造好的生活让亚当来享受。同样，上帝赐我们所有东西来享受。 

╬提前 6:17 下  按照这节经文，上帝赐给谁物质享受?  [我们] 按照以下的经文，上帝

为亚当做了什么?     

1) ╬创 2:8  [在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安置亚当在那里] 

2) ╬创 2:9  [使地上各种各样的树生长起来——树可以悦人眼目，果子好作食物。园
中又有生命树] 

3) ╬创 2:10  [赐一条河流滋润园子] 

4) ╬创 2:19  [让亚当给动物与飞鸟起名字] 

5) ╬创 2:21-22  [为他造一个妻子] 

6) ╬创 1:28  [祝福亚当与夏娃；告诉他们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7) ╬创 1:29  [赐他们各样植物和蔬果] 

8) ╬创 1:31  [一切所做的都是好的]   

结论, 上帝赐给亚当与夏娃的一切所需都是很好的。 

 

3. 上帝只造了一个规则要亚当遵守 ╬创 2:16-17   

1） 什么规则?  [他不可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2） 上帝告诉了亚当如果他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会怎样?  [他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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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亚当吃了果子吗?  [吃了] 

4） 在哪章经文找到?  [创 3] 

 

4. 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给他们的那条诫命，结果是可怕的。 

1) ╬创 3:8  当他们犯罪后，听见主上帝在花园中行走的声音后，他们做了什么? [躲

避上帝，意思他们将自己隔离上帝。]   

2) ╬赛 59:2 上 我们的罪使我们作了什么?  [与上帝隔绝，意思是灵死了] 

3) 一起看第 3课, ►图 2 第__页).用这幅图画讲解亚当的不顺服带来什么后果。[在图

中，亚当因着罪与上帝隔绝。他与上帝隔绝，意思是他的灵死了，不再与上帝有
亲密关系。] 

 

5. 因着亚当，全人类都有罪 

1) ╬罗 5:19 在这节经文，第一个人指的是谁?  [亚当]  亚当做了什么?  [他不顺服] 

2) 因着他，谁成为罪人?  [全人类] 

3) 一起看第 3课, ►图 3 (第__页).  用这幅图画解释我们如何是罪人。[因着亚当，全

人类都犯了罪，因为人类由亚当那里继承了罪，这叫原罪。] 

 

6. 因着亚当的罪，死进入了世界。 

1) ╬罗 5:12  按照这节经文，因着亚当，什么进入了世界?  [罪]  

2) 因为罪，什么进入了世界?  [死亡] 

3) 死亡散播到哪里?  [全人类] 

4) 所有人都犯了罪吗? [是] 

5) ╬结 18:20 上 这节经文说到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死]   

6) 一起看第 3课, ►图 4 (第__页). 用这幅图画解释因着亚当进入了世界的两种东西。  

[因着亚当，罪进入世界，这叫原罪。也因着罪，死亡进入世界——那就是，与上

帝隔绝] 

 

2. 实行罪 

 

╬加 5:19-21 上 因人类有罪恶本性 (原罪) 做许多错事，没能做对的事。列在这节经文里，

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 邪术、争竞、恶恨、恼怒、结党、
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 这种罪叫实行罪。 

 

1. 实行罪的三种犯过罪。犯过罪是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犯错误。 

1) 一种犯过罪叫思想罪。发生在我们想错误的思想。 

a. 会有什么错误的思想?  [可能答案: 瞧不起别人、觊觎、嫉妒、骄傲、恼怒、自

私等等] 

b. ╬可 7:21-23  这些罪由哪里发生?  [罪由心里生]   

c. 即使是想错误的东西也是罪。这些罪叫思想罪。 

d. 这些经文提及到哪些错的思想?  [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恋、邪

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读、骄傲、狂妄] 

 

2) 另一种犯过罪叫言语罪。发生在当我们讲错误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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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会讲什么错误的言语? [可能答案: 撒谎、谣言、对某人怒骂、争吵、轻视某人

等等] 

b. ╬雅 3:2  这节经文讲到哪种罪?  [我们所说的错误东西，这就是—言语罪] 

 

3) 第三种犯过罪叫行为罪。这发生在当我们做错事时。 

a. 会做什么错误的行为?  [可能答案: 吵架、打架、偷窃、欺骗、打、犯奸淫等等] 

b. ╬约 3:19-20  这节经文讲到哪种罪?  [我们所做的错事，这就是行为罪] 

 

2. 实行罪的三种忽略罪。忽略罪就是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没有做正确的事。    

除了实行罪的犯过罪外——想、说、或做错误的事。还有实行罪的忽略罪，就是我们

应该想、说或做正确的事，但没能够做成。  

       ╬雅 4:17  这节经文讲到哪种罪?  [忽略的罪，这就是—应想、说或做的事没做到。]  

1) 一种忽略罪就是没有想正确的想法。有许多正确的想法我们应该有而没有。 

a. 应该有什么好的思想的例子?  [可能答案: 祷告思想，怎样去帮助人的思想，心

里感恩这美好的创造，思想上帝的话语等等。] 

b. ╬腓 4:8  这节经文讲到在我们思想里应该有什么东西?   [凡是真实的，可敬

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值得称赞的]  
 

2) 另一种忽略罪是应说的没说。有许多说话应讲的而没讲。  ╬箴 25:11     

a. 应向人说哪些话?  [可能答案: 爱的话语，鼓励的话，安慰的话，赞美的话] 

b. 应向上帝说哪些话?  [可能答案: 祷告的话，赞美的话，感恩等等] 

 

3) 另一种忽略罪是应做事而没做。有很多行为是我们应该做的。 

a. 我们应该做什么好行为?  [可能答案: 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邻居打理家务，帮

助别人在田间收割和播种等等。] 

b. ╬太 25:42-43  这节经文讲到什么行为?  [给饿的吃，给渴的喝，接待客旅，给

衣有需要穿的，探望有病的或在监狱的] 

有许多正面的事是我们应当主动地想、说和做，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些叫忽略罪。 
 

[教学笔记:  额外笔记，请看这课结尾。叫关于罪的额外笔记] 

 

3. 个人自我省察重要性 

 

[教学笔记:  以下个人自我省察时间不是设计成使学生在律法下成为负担。而是使他们深

入思想罪这个课题，特别是实行罪。在结论时，最好在学生自我省察完后分发圣餐。这让

学生会知道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的保证。] 
 

以下练习帮助我们去深入思想我们想的够不够，如我们的言行举止。可事奉的几个目的。 

 

1. 自我省察完后，我们会清楚看到当我们与非基督徒讲关于罪时，要讲些什么？ 

 

2. 我们省察完后，再次得到提醒，原来我们也是罪人。与非基督徒说话时，从不应把他

们看成好像只有他们犯罪，而我们没有犯罪。 

 

3. 自我省察能够帮助我们看清在哪些地方需要借着圣灵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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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种自我省察可在领圣餐前使用。 

1) ╬林前 11:28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领圣餐前要作什么?  [要省察自己]   

2) ╬太. 26:28 借着领圣餐，我们的罪会怎么样?  [罪得赦免] 
 

4.  个人自我省察时间 

 

╬诗 19:14  这节经文问上帝做什么事?  [使我们言语和思想能成为上帝喜悦的]  许多事物

本身没有对错之分。是我们如何或怎样去看事物，是好或坏。 

 

个人省察时间按以下指示来完成: 

1. 思想 

1) 用一张纸私下地写下你在过去一天一直在你脑里所想的。这可以包括担忧、学

习、工作、圣经、教会、金钱、如何传福音、家庭问题、计划、人际关系、如何

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报复、白日梦等等。[教学笔记:  课堂继续前给学生五分钟将

东西写下] 

2) 在你的思想里是上帝眼中不喜悦的打上“X”。 [教学笔记:  给学生几分钟时间在纸

上打上记号] 
 

2. 言语 

1) 你认为一个普通人一天会说多少话（不指安静的人）? [9,000 字] 

a. 如果你每天都说 9，000 字，一年内你所说的话会写满五大本书。 

b. 一个人到 18 岁前，平均每人讲的已超过 6千万字。 

c. 加上，有许多机会说错话。 

2) 现在，写出在过去一周你说的话题。可能包括作业、闲话、工作、斥责别人、上帝

的话、生气的话、赞美的话、欺骗的话、说笑、谎话、计划讨论等等。 

     [教学笔记:  课堂继续前，给学生五分钟将东西写下。] 

3) 在你所说过的话，是上帝眼中不喜悦的打上“X”。[教学笔记: 给学生几分钟时间在

纸上打上记号] 

 

3. 行为  

1) 现在，列出你过去一周所做的行为。 这活动可包括农场工作、娱乐、吃东西、看电

视、每日行程如做饭或洗衣服、照顾别人、学习等等。[教学笔记:  课堂继续前，给

学生五分钟将活动写下] 

2) ╬林前 10:31  只要是不犯罪的，所有事我们能做的可以荣耀上帝吗?  [可以] 

3) 在你所作的活动中能荣耀上帝的，画一个   “       ”。你所做的活动不能荣耀上帝的

打上“X”。[教学笔记:  给学生几分钟时间在纸上打上记号] 

 

5.  派发圣餐 

 

[教学笔记: 

1. [告诉学生，如果有人渴望在课后讨论“自我省察”话题，你会乐意与他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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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圣餐庆祝作为这课的结束。提醒学生记得做作业，但不用详细。答案列在下面，将

会在下一课讨论] 

 

作业: 

 

[教学笔记:  下面的是正确答案。前两组的问题，学生应划掉错误的答案] 

 

     第 3课正确答案 

 

复习和引言: (第__页) 

   

 

1. 原罪 第__页)  

 
 

 

2. 实行罪 (第__页)   
 

 

 

 

[教学笔记:  以下是一些额外教材，可用来上完第 3课后上实行罪。 

这些来自马丁路德小问答，问题 78到 83，会更详细叙述罪] 

 

关于罪的额外笔记   
 

马丁路德小问答附解(修订版) (第 88- 90页) 

 

罪 

七八. 罪是甚么? 

罪就是任何违背上帝律法的思想、欲望、言语和行为。 

252. 约壹 3:4--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注意: 罪的其它名称是: 悖逆 (罗 5:19); 债 (太 6:12); 邪恶; 背叛 (出 34:7, 原文); 错 (太 18:15); 

过犯 (罗 5:17); 罪孽 (罗 6:13); 不义 (西 3:25) 
 

七九. 谁把罪带入世界呢? 

魔鬼引诱引亚当、夏娃, 把罪带入世界, 而始祖出于自由意愿失陷于引诱中。    

253. 约壹 3:8 上--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254. 罗 5:12 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圣经记事: 人类的堕落 (创 3:1-7) 

 

八十. 罪有几多种呢? 

罪有两种: 原罪与实行罪 (旧用语: 本身罪) 

 

八十一.   原罪是甚么? 

 行为， 言语，思想，言语，行为 

亚当，享受，园子，好的，一，死，全部，与……隔绝 

五，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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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就是我们整个人性的完全败坏, 这人性败坏是我们从亚当, 通过父母, 遗传给我们的。 

255. 诗 51:5--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256. 约 3:6--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257. 罗 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 

  人都犯了罪。 

258. 弗 4:22--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八十二.  原罪对人性发生了甚么作用呢? 

 

原  罪 
 

甲. 带来罪咎各和惩处给所有的人; 

259. 罗 5:19 上--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260. 弗 2:3 下--我们……,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乙.令每一个人对上帝都无真敬畏、无真爱, 也就是说, 在灵性上是瞎眼的、死了的, 

是上帝的敌人; 

 

261. 创 8:21 下--人从小时心里怀恶念。   

262. 林前 2:14--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263. 弗 2:1 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264. 罗 8:7--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丙. 令每一个人都犯各式各样的实行罪。 

265. 太 7:17--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 

266. 加 5:19-21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20)拜偶像、 

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21) 嫉妒〔有古卷加：凶杀二

字〕、醉酒、荒宴等类。 
 

八十三. 实行罪是甚么? 

实行罪就是在思想、欲望、言语或行为上, 做出任何违犯上帝诫命的行动。 

267. 太 15:19--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 

268. 雅 1:15 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犯过罪) 

269. 雅 4:17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忽略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