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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我們的故事 

 

(問答篇) 

 

 

簡明媒體集團 

 

www.clearandsimplemedia.org 

 

前言 

 

許多年來，上帝的子民曾經把對初信的信徒最重要的真理製作成問答的形式來教

導他們。本書將這些重要的真理呈現給新一代跟隨耶穌的人。本書內含 64個問

題和答案。本書專為以英語為第二種語言的人所編寫。它的語言結構很容易翻譯

成第二種語言。每一個問題後面緊跟著就是它的答案，而答案之後緊接著聖經裡

的相關經文。每一處相關的經文都包括它出處的那一卷書的名字，（例如：創世

紀）書名後是經文所在的第幾章（例如：第 2章），之後再接著第幾節（例如：

第 3節）因此，創世紀第 2章第 3節就會寫成這樣：創世紀 2:3。由簡明媒體集

團改編。 

 

改編：簡明媒體集團 

由Wycliffe Associates (U.K.)所提供之顧問及編輯協助人員：Mike BakerRuth 

Lloyd-SmithHelen Pocock 

翻譯：www.christian-translation.com 

 

特定答案將包含簡寫（例如：Q.4）。Wycliffe Associates (U.K.)使用此種寫作型式

來區分口語的含意，以幫助那些以英語為第二種語言的讀者能更清楚瞭解文句之

含意。 

http://www.clearandsimple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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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上帝與人 

問題 1至 26 

 

 

第二部份 

罪* 

問題 27至 35 

 

第三部份 

救主*耶穌基督 

問題 36至 56 

 

第四部份 

盼望* 

問題 57至 64 

 

當你看到這個符號*，就代表有這個符號的那個字可以在本書後面的字詞表中找

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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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上帝與人 

 

問題 1：是誰創造了你？ 

答案：上帝創造了你。創世紀 1:26-27; 創世紀 2:7; 使徒行傳 17:26 

 

問題 2：上帝還創造了什麼？ 

答案：上帝創造了萬物。創世紀 1:31; 詩篇 33:6-9; 歌羅西書 1:16-17 

  

問題 3：上帝為什麼要創造你和萬物？ 

答案 ：上帝創造了我和萬物是為了祂自己的榮耀*。 

詩篇 19:1; 以賽亞書 43:7; 哥林多前書 10:31 

 

問題 4：你要如何可以把榮耀*給上帝？ 

答案 ：我愛上帝並相信祂，並且作祂所吩咐我作的事，就是把榮耀*給祂。 

馬太福音 5:16; 約翰福音 14:21; 1 約翰福音 5:3 

 

問題 5：你為什麼要把榮耀*給上帝？ 

答案：因為祂創造並且照顧了我。 

詩篇 145:9; 彼得前書 5:7; 啟示錄 4:11 

 

問題 6：到底有多少位神？ 

答案：祗有一位神，就是上帝。 

申命記 6:4; 以賽亞書 45:5; 耶利米書 10:10 

 

問題 7：這一位上帝有多少位位格？ 

答案：上帝有三位位格（祂是三位一體的上帝）。 

馬太福音 3:16-17; 約翰福音 5:23; 約翰福音 10:30; 約翰福音 15:26 

 

問題 8：是哪三位？ 

答案：聖父、聖子和聖靈*。 

馬太福音 28:19; 哥林多後書 13:14; 彼得前書 1:2 

 

問題 9：上帝是什麼？ 

答案：上帝是個靈*。祂並不像人一樣有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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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4:24; 哥林多後書 3:17; 提摩太前書 1:17 

 

問題 10：上帝有生之始嗎？ 

答案：沒有。上帝是亘古常在，以後永在的上帝。 

.出埃及記 3:14; 詩篇 90:2; 以賽亞書 40:28 

 

問題 11：上帝會改變嗎？ 

答案：不會，上帝永不改變。 

詩篇 102:26-27; 馬拉基書 3:6; 希伯來書 13:8 

 

問題 12：上帝在哪裡？ 

答案：上帝無所不在。 

詩篇 102:26-27; 詩篇 139:7-12; 耶利米書 23:23-24; 使徒行傳 17:27-28   

 

問題 13：你看得到上帝嗎？ 

答案：不行，我看不到上帝，但是祂隨時隨地都看得到我。 

詩篇 33:13-15; 箴言 5:21; 約翰福音 1:18; 提摩太前書 1:17 

 

問題 14：上帝知曉萬事嗎？ 

答案：是的。上帝知曉所有的事情。我無法向上帝隱藏任何事情。 

撒母耳記上 2:3; 箴言 15:3; 希伯來書 4:13 

 

問題 15：上帝可以作任何事嗎？ 

答案：是的。上帝可以作任何祂想要作的神聖的事情。 

以賽亞書 46:9-10; 但以理書 4:34-35; 以弗所書 1:11 

 

問題 16：我從哪裡可以學到如何認識、信任、愛及順從上帝？ 

答案：上帝在祂的話語，也就是聖經中，向我顯示如何去認識、信任、愛及順從

祂。 

詩篇 119:104-105; 約翰福音 20:30-31; 提摩太後書 3:15 

 

問題 17：聖經會教導你什麼？ 

答案：聖經教導我和上帝有關的真理，和祂如何藉著耶穌基督拯救世界的計畫。

它也教導我和我自己有關的真理。 

詩篇 119:159-160; 約翰福音 17:17; 提摩太後書 3:14-17 

 

問題 18：聖經是由誰寫成的？ 

答案：聖經是由聖靈*所引導和教導的一群人所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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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1:20-21; 彼得後書 3:15-16 

 

問題 19：我們的始祖是什麼人？ 

答案：是亞當和夏娃。 

創世紀 3:20; 創世紀 5:1-2 

 

問題 20：上帝是如何造出我們的始祖的？ 

答案：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出亞當的身體。上帝再用亞當身上的肋骨造出夏娃。 

創世紀 2:7; 創世紀 2:21-23; 創世紀 3:19; 詩篇 103:14 

 

問題 21：亞當和夏娃和上帝所造的其它萬物有何不同？ 

答案：上帝是照著祂自己的形象創造亞當和夏娃的。 

創世紀 1:26-27 

 

問題 22：我們在亞當和夏娃身上如何看得到上帝的形象？ 

答案：上帝給了他們權柄管理祂所造的一切。他們有能力瞭解什麼是真實。他們

有能力去愛對的事情。他們可以享受美好的事物。他們可以作上帝所喜愛的事。

他們可以跟上帝交談，也可以和彼此交談。 

創世紀 1:26-27; 創世紀 2:7-9; 詩篇 147:10-11; 腓利比書 4:8 

 

問題 23：除了身體，上帝還給了亞當和夏娃什麼？ 

答案：上帝還給了他們永遠不死的靈*。 

創世紀 2:7; 申命記 6:5; 傳道書 12:7; 馬太福音 16:26 

 

問題 24：你有沒有靈*和身體？ 

答案：有的。我有一個永遠不死的靈* 

撒迦利亞書 12:1; 使徒行傳 7:59; 哥林多後書 5:8 

 

問題 25：上帝造亞當和夏娃的時候，二人看來如何？ 

答案：上帝把二人造成聖潔而且快樂。他們在上帝為他們所造的園子裡與上帝生

活在一起。 

創世紀 1:26-28; 創世紀 2:15-17; 創世紀 2:25; 詩篇 8:4-8 

 

問題 26：上帝對亞當和夏娃有什麼要求？ 

答案：上帝要求他們相信祂，並且全然順服祂。 

創世紀 2:15-17; 詩篇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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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罪* 

問題 27至 35 

 

問題 27：亞當和夏娃有沒有順從上帝並保持聖潔*和快樂？ 

答案：沒有。他們並沒有順服。他們選擇了犯罪悖離上帝。 

創世紀 3:6-8 

 

問題 28：罪*是什麼？ 

答案：當我們不做上帝叫我們去做的事，而去做上帝不讓我們做的事時，那就是

罪。 

羅馬書 1:32; 雅各書 2:10-11; 雅各書 4:17; 1 約翰福音 3:4 

 

問題 29：每次犯罪*都會得到什麼樣的後果？ 

答案：我們每次犯罪*都會使上帝生氣，處罰我們。 

申命記 27:26; 羅馬書 1:18; 羅馬書 6:23; 以弗所書 5:6 

 

問題 30：我們的始祖犯了什麼罪*？ 

答案：他們吃了上帝告訴他們不可吃的果子。 

創世紀 2:16-17; 創世紀 3:6 

 

問題 31：是什麼人引誘他們犯罪*？ 

答案：是魔鬼引誘夏娃，而她把那果子給了亞當。 

創世紀 3:1-5; 約翰福音 8:44; 哥林多後書 11:3; 啟示錄 12:9 

 

問題 32：當我們的始祖犯罪，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 

答案：上帝咒詛*了大地。死亡便如上帝早先所警告他們的，進入了這個世界。 

創世紀 2:15-17; 創世紀 3:16-17 

 

問題 33：我們的始祖犯罪，發生了什麼事？ 

答案：上帝把他們趕出了那個園子。他們不再聖潔*和快樂，而帶著罪惡*─心中

有罪惡感、羞恥感，且心中懼怕。 

創世紀 3:8-13; 創世紀 3:16-19; 創世紀 3:23 

 

問題 34：由於亞當犯了罪，在他以後的人都遭遇了什麼？ 

答案：凡是在亞當和夏娃之後出生的人，生來就都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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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51:5; 羅馬書 5:18-19; 哥林多前書 15:21-22 

 

問題 35：上帝是不是把這個世界留在咒詛之下？祂有沒有把人留在他們的罪

中？ 

答案：不是的。上帝選擇拯救他們。上帝應許要差遣一位救主*來。 

馬太福音 1:21; 約翰福音 3:16-17; 約翰一書 4:14 

 

第三部份 

救主*耶穌基督 

 

問題 36：這位救主*是什麼人？ 

答案：眾罪人*唯一的救主*是主*耶穌基督。 

路加福音 2:11; 使徒行傳 4:11-12; 提摩太前書 1:15 

 

問題 37：耶穌基督是什麼人？ 

答案：耶穌基督是上帝永遠*的兒子。 

約翰福音 1:1,14,18; 約翰福音 3:16,18; 加拉太書 4:4; 歌羅西書 1:15-18;  

希伯來書 1:1-3; 約翰一書 5:20 

 

問題 38：上帝為什麼差遣祂的兒子來到世間？ 

答案：上帝差遣祂的兒子來到世間，是因為祂愛我們。祂差遣祂的兒子，是因為

祂是充滿憐憫和恩典*的上帝。 

詩篇 103:8-11; 約翰福音 3:16-17; 羅馬書 5:7-8; 以弗所書 2:4-5; 1 約翰一

書 4:9-10 

 

問題 39：耶穌基督是不是既是上帝，又是人？ 

答案：是的。耶穌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 

約翰福音 1:1-3, 14; 腓利比書 2:5-11; 歌羅西書 2:9; 希伯來書 2:14-18 

 

問題 40：耶穌這位救主*到底作了什麼工作？ 

答案：祂無論在哪一方面都順服上帝，並且為罪*人承擔了刑罰。 

羅馬書 8:3-4; 腓利比書 2:7-8; 希伯來書 4:15; 希伯來書 9:14-15 

 

問題 41：耶穌為何而死？ 

答案：耶穌代替罪*人而死，將上帝的忿怒挪去。 

馬可福音 10:45; 哥林多後書 5:19-21; 加拉太書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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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2：上帝永恆*之子如何替代罪*人受苦？ 

答案：耶穌這位上帝之子，降生成為人。 

約翰福音 1:14; 加拉太書 4:4,5; 歌羅西書 2:9 

 

問題 43：上帝之子如何成為一個人？ 

答案：祂藉著聖靈使童女*馬利亞成孕*。 

以賽亞書 7:14; 馬太福音 1:18-21 

 

問題 44：耶穌基督在世上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答案：祂過的是一種簡單、可敬*和謙卑的生活。 

馬太福音 8:20; 馬太福音 11:28-30; 路加福音 4:18-19; 哥林多後書 8:9;           

哥林多後書 10:1 

 

問題 45：主*耶穌基督可曾犯過罪*？ 

答案：不曾。祂是純然聖潔的。 

約翰福音 8:29; 哥林多後書 5:21; 希伯來書 7:26; 彼得前書 2:21-23 

 

問題 46：耶穌基督死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死法？ 

答案：基督是死在十字架*上。 

路加福音 23:33; 加拉太書 3:13; 腓利比書 2:8 

 

問題 47：基督死後，一直停留在墳墓裡嗎？ 

答案：不是的。死後第三天，基督從死裡復活。 

馬太福音 28:5-7; 路加福音 24:5-8; 羅馬書 4:25; 哥林多前書 15:3,4 

 

問題 48：什麼樣的人可以蒙上帝的拯救，免去罪*的刑罰？ 

答案：上帝會拯救那些因為自己的罪懊悔*，和那些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 

馬可福音 1:14,15; 約翰福音 3:16-18; 使徒行傳 20:21 

 

問題 49：「為罪悔改*」是什麼意思？ 

答案：「為罪悔改」的意思是指對自己的罪感到愧咎。因為犯罪*是得罪上帝的，

所以就要悔改離開自己的罪*。 

路加福音 19:8-10; 哥林多後書 7:9-10; 帖撒羅尼迦前書 1:9-10 

 

問題 50：「相信基督」或「對基督有信心*」是什麼意思？ 

答案：「對基督有信心*」就是相信耶穌。我們只信任*祂能夠拯救我們。 

約翰福音 14:6; 使徒行傳 4:12; 提摩太前書 2:5; 約翰一書 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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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1：你僅僅憑著自己的力量，就能「為罪悔改」，並且相信基督嗎？ 

答案：不行。我必須有聖靈*的幫助，才作得到。 

耶利米書 13:23; 約翰福音 3:5-6; 約翰福音 6:44; 哥林多前書 2:14 

 

問題 52：人是從哪裡聽到有關基督的真理的？ 

答案：從福音裡，也就是上帝把一位救主*給全人類的好消息。 

馬可福音 1:1; 使徒行傳 15:7; 羅馬書 1:16-17 

 

問題 53：我們一相信耶穌基督，就會得到什麼樣的祝福*？ 

答案：上帝會赦免*我們，並稱我們為義人*。上帝會接納我們進入祂的家，作祂

親愛的兒女。上帝會使我們存聖潔*的心，行聖潔的事。上帝使我們在復活*的時

候，身體和靈魂*都得以完美毫無瑕疵。 

羅馬書 5:18; 加拉太書 4:4-6; 以弗所書 1:5; 希伯來書 10:10-14;  

約翰一書 3:2 

 

問題 54：上帝會把這些祝福*給我，是因為它們是我用自己的善行贏得來的嗎？ 

答案：不是。上帝會把這些祝福給我，完全是出於祂的恩典*。我不配得，也無

法憑著自己贏得它們。 

以賽亞書 64:6; 以弗所書 2:8-9; 提多書 3:4-7 

 

問題 55：上帝會從那些真正悔改*並相信的人身上挪去祂的祝福*嗎？ 

答案：不會。耶穌永不離開那些相信*祂會拯救*他們的人。 

約翰福音 10:27-30; 羅馬書 8:38-39; 腓利比書 1:6; 彼得前書 1:3-5  

 

問題 56：上帝的恩典*指的是什麼？ 

答案：上帝的恩典*指的是當我們不配得的時候，祂向著我們的愛和美善。 

出埃及記 34:6; 以弗所書 1:7-8; 哥林多後書 8:9 

 

第四部份 

盼望* 

問題 57至 64 

 

問題 57：基督現在在哪裡？ 

答案：基督現在在天上*，在父上帝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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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6:19; 使徒行傳 5:31; 羅馬書 8:34 

 

問題 58：基督會再來到地上嗎？ 

答案：會的。祂在末日會來審判地上的所有人。祂也會拯救那些等候祂的人。 

馬太福音 25:31-32; 帖撒羅尼迦後書 1:7-9; 提摩太後書 4:1; 希伯來書 9:28 

 

問題 59：義人*死時會有何遭遇？ 

答案：他們的靈魂*會去與主*同在。 

創世紀 3:19; 傳道書 12:7; 哥林多後書 5:8 

 

問題 60：惡人死時會有何遭遇？ 

答案：惡人的身體會歸於塵土。他們的靈魂*受到懲罰。上帝把他們保留到祂來

審判的那一天。 

路加福音 16:23-24; 約翰福音 5:28-29; 彼得後書 2:9 

 

問題 61：死了的人會再復活嗎？ 

答案：會的。基督再來的時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復活。 

但以理書 12:2; 約翰福音 5:28-29; 使徒行傳 24:14-15 

 

問題 62：基督來審判的時候，惡人會有什麼結局？ 

答案：上帝會在地獄*裡審判他們，那裡的火是燒不滅的。他們會永遠被趕逐離

開上帝的同在。 

馬太福音 25:41,46; 馬可福音 9:47,48; 路加福音 12:5; 路加福音 16:23-26;                    

帖撒羅尼迦後書 1:9; 啟示錄 20:12-15 

 

問題 63：那時義人*會如何？ 

答案：那時義人會快樂地與上帝一同生活。他們會在新天*新地之中永遠活著。 

以賽亞書 66:22-23; 彼得後書 3:13; 啟示錄 21:2-4 

 

問題 64：那個新天*和新地會像什麼樣子？ 

答案：我們會在新天和新地中與上帝同在。我們永不再犯罪。我們也永遠不死。

不再有咒詛。不再有悲哀和痛苦。我們永遠不再有罪、懼怕或羞愧。我們會認識

從上帝來的喜樂。 

希伯來書 12:22-23; 猶大書 24; 啟示錄 21:1-5; 啟示錄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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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辭表 

字辭  解釋 

收養 法律上，帶一個人進入自己的家庭，叫作「收養」。經過「收

養」的程序，這個人就被你當作親身的孩子撫養長大。以

前，我們無緣於上帝，且是上帝的仇敵，但是現在，上帝

稱我們為祂親愛的兒女。 

 

天使 「天使」是上帝派出去傳遞信息的僕役。天使是個靈*。天

使會宣揚上帝的美善，也會照著上帝的旨意工作。天使會

對上帝家裡的人行善施恩，而壞的天使則是為魔鬼*效力

的。 

信徒 .凡認識並信靠基督的人就是信徒。 

祝福 祝福是上帝對我們所做的好事。當我們要上帝祝福我們，

就是要祂幫助我們，並且在我們裡面行善工。 

懷胎 一個新的生命在一位母親身體裡面誕生的那一刻。 

十字架 「十字架」由二條木樁組合而成。耶穌活在世上的時候，

人要處死罪犯，就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就死在十字

架上。 

咒詛 能將傷害或懲罰加諸於一個人或一樣東西上面的有力語

言。 

魔鬼 「魔鬼」是撒旦*的別名。撒旦*是惡天使*中至惡的一個。

〔見天使*〕 

永恆 一直存在或永遠存在的事物就是永恆。永恆是沒有起始，

也沒有終點的。 

信心 「信心 」的意思是信靠一個人或一件事，是信任*並相信

上帝。信心知道上帝是真實的，即使是看不見祂的時候依

然如此。 

赦免 「赦免」一個人就是對他表示愛，不記念他的惡。當上帝

赦免我們，祂就不會再拿我們所作的錯事對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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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 上帝的榮耀是指凡是能使上帝像一個君王一樣的美麗和偉

大的一切事物。 

恩典 「恩典」是上帝的禮物。我們不配得這禮物，因為我們做

過許多壞事。上帝之所以會賜下恩典，因為祂對我們極其

仁慈。恩典也是從上帝而來的赦免*和幫助。 

心 「心」是人身體最重要的部份。它是人身上負責感覺、思

想和作決策的部份。 

天堂 「天堂」是上帝和基督的所在。上帝就住在那裡，也在那

裡掌權。天堂是所有真實認識上帝和耶穌的人，死後所要

去的地方。在那裡的人，會永遠快樂，不會再有煩惱。「新

天新地」是認識上帝的人未來的家。 

地獄 「地獄」是上帝把惡心從祂分開的地方。地獄是在惡人死

後，懲罰他們的地方。 

聖潔 成為聖潔就是為了上帝的緣故分別出來。像上帝一樣。舉

止敬虔。我們成為聖潔，就脫離了罪。在上帝面前，我們

是清潔的。 

聖靈 上帝的靈〔見靈〕是被耶穌差遣來幫助人的。聖靈是上帝

的另一個名字。它也稱為「上帝的靈」、「基督的靈」和幫

助我們的靈。聖靈有一個位格，但並不是像我們一樣的人

類。祂就是上帝，與父上帝和子上帝同等。〔見三位一體〕。

祂在世人間行上帝的工。沒有人見過聖靈，但祂的確是住

在那些認識耶穌的人中，並與他們同行。 

可敬的 舉止高尚。以敬畏上帝，尊崇人的方式生活。做一個行善

和行公義的人。 

主 「主」是聖經中上帝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超越萬物，也

是統治萬物的主宰。遵從耶穌的人也用這個名字來稱呼祂。 

為罪悔改 「為罪悔改」就是遠離罪*。做上帝要我們做的事。下定決

心不再做以往所做的壞事。 

復活 「復活」就是人死去又活過來。再次回到活生生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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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義人 「公義」就是和上帝保持正確的關係。「義人」是與上帝關

係正常的人。當上帝使一個人和祂的關係正常時，祂就看

這個人是一個清潔的人。一位公義之人是上帝的朋友，而

非敵人。 

拯救／救恩 「拯救／救恩」就是上帝把我們從罪*的後果和權力拯救出

來。救我們脫離惡事。 

撒旦 撒旦是魔鬼*的另一個名字。撒旦*是壞天使*中最壞的天使

*。 

拯救者／救主 耶穌基督是救主。一個能將我們帶回到上帝身邊，並且拯

救我們脫離因作壞事而將受到的懲罰之人，就是救主。 

罪／有罪的 「罪」是人違背上帝旨意或對付別人所做的惡事。當我們

沒有遵守上帝所制定的規則，我們就犯罪了。因為世人都

做過對上帝或別人不好的惡事，所以世人都是罪人。世人

都有罪，因為他們一出生就懷著不好的慾望。 

靈魂 靈魂是人的一部份。我們看不見它。我們活著的時候，它

在我們裡面；我們死了之後，它還活著。上帝把生命吹到

亞當和夏娃口中的時候，就把靈魂吹進了他們的身體。人

的靈魂有時也稱作他的靈*〔見靈〕。 

靈 靈是一個沒有身體的個體，沒有人看得見它。上帝是個靈。

上帝創造了其他靈的個體（天使*）。這些個體我們都看不

見。他們有好有壞。一個人的靈魂*有時也稱作他的靈〔見

靈魂〕。 

信任 「信任」是遵循你所認為是真實的一件事情或一個人。你

對他有信心*，表現得有信心*。 

童女 「童女」是一位尚未有過性經驗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