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初信造就 

 

(問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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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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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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learandsimple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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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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 

上帝與人 

問題 1 至 26 

 

第二部份 

罪*和律法* 

問題 27 至 62 

 

第三部份 

基督和救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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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3 至 90 

 

第四部份 

靈與教會 

問題 91 至 117 

 

第五部份 

禱告與盼望 

問題 118 至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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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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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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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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5:3 

 

問題 5：你為什麼要把榮耀*歸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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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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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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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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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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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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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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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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 

罪*和律法* 

問題 27 至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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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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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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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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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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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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36：什麼是「約*」？ 

答案：「約」是二人或超過二人之間的鄭重應許。 

 

問題 37：上帝和以色列*民之間到底立了什麼約？ 

答案：上帝應許要使亞伯之罕的家族成為一個大國。祂應許要藉著亞伯拉罕賜福

給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上帝把律法頒給摩西。祂應許要與摩西同在，且賜福給以色列，如果他們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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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並服從祂頒給他們的律法。 

  上帝應許了大衛，使他的一位子孫成為一位偉大的王，並且永遠掌權。 

  上帝應許有一天祂會立一個新約。祂應許會赦免人的罪，並改變人的心。 

創世紀 12:1-3; 創世紀 15; 出埃及記 24:3-7; 撒母耳記下 7:16; 耶利米書 

31:31-34 

 

十誡 

 

問題 38：十誡是什麼？ 

答案：所謂的「十誡」（10 條誡命）是上帝頒給摩西，要以色列*民遵守的命令。

上帝親自把這 10 條誡命寫在兩塊石版上。 

出埃及記 31:18; 申命記 9:10 

 

問題 39：這十誡是哪十誡？ 

答案： 

 

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敬拜*它。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當孝敬*父母。 

不可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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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不可貪戀鄰人一切所有的。 

 

出埃及記 20:1-17 

 

問題 40：第一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一條誡命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出埃及記 20:3; 以賽亞書 45:5-6 

 

問題 41：第一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一條誡命教導我們祗能敬拜*上帝。 

詩篇 44:20-21; 馬太福音 4:10; 啟示錄 22:8-9 

 

問題 42：第二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二條誡命是：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敬拜*它。 

出埃及記 20:4-6; 申命記 5:8-10 

 

問題 43：第二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二條誡命教導我不可敬拜偶像*或各種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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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4:10-11; 以賽亞書 46:5-9; 使徒行傳 17:29 

 

問題 44：第三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三條誡命是：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出埃及記 20:7; 申命記 5:11 

 

問題 45：第三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三條誡命教導我們不應該用不尊榮上帝的方式妄稱祂的名。 

以賽亞書 8:13; 詩篇 138:2; 啟示錄 15:3-4 

 

問題 46：第四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四條誡命是：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出埃及記 20:8-11; 申命記 5:12-15 

 

問題 47：第四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四條誡命教導我們在休息、工作及敬拜上都要尊榮*上帝。 

出埃及記 16:23; 以賽亞書 58:13-14 

 

問題 48：第五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五條誡命是：當孝敬*父母。 

出埃及記 20:12; 申命記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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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9：第五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五條誡命教導我們要敬愛並順從我們的父母。 

箴言 1:8; 以弗所書 6:1-3; 歌羅西書 3:20 

 

問題 50：第六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六條誡命是：不可殺人。 

出埃及記 20:13; 申命記 5:17 

 

問題 51：第六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六條誡命教導我們不要恨人或奪去一個人的生命。 

創世紀 9:6; 馬太福音 5:21-22; 約翰一書 3:15 

 

問題 52：第七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七條誡命是：不可姦淫。 

出埃及記 20:14; 申命記 5:18 

 

問題 53：第七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七條誡命教導我們不可和自己配偶以外的人有性關係。 

馬太福音 5:27-28; 以弗所書 5:3-4 

 

問題 54：第八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八條誡命是：不可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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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20:15; 申命記 5:19 

 

問題 55：第八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八條誡命教導我們不可拿屬於別人的東西。 

出埃及記 23:4; 箴言 21:6-7; 以弗所書 4:28 

 

問題 56：第九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九條誡命是：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出埃及記 20:16; 申命記 5:20 

 

問題 57：第九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九條誡命教導我們要誠實講真話。 

詩篇 15:1-3; 箴言 12:17; 哥林多前書 13:6 

 

問題 58：第十條誡命是什麼？ 

答案：第十條誡命是：不可貪戀鄰人一切所有的。 

出埃及記 20:17; 申命記 5:21 

 

問題 59：第十條誡命教導些什麼？ 

答案：第十條誡命教導我們要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 

腓利比書 4:11; 提摩太前書 6:6; 希伯來書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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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0：猶太人順從上帝頒給摩西的律法嗎？ 

答案：不順從。他們違反了上帝的律法，而上帝也照著先前警戒他們的，懲罰了

他們。 

申命記 9:12, 以西結書 39:23 

 

問題 61：有沒有任何人能用任何方法遵守上帝的誡命？ 

答案：亞當不順從上帝。從那時起，任何人都無法用任何方法遵守上帝的誡命。 

傳道書 7:20; 羅馬書 3:23; 雅各書 2:10 

 

問題 62：十誡讓我們看到什麼？ 

答案：十誡讓我們看到上帝是聖潔且美善的。它教導我們如何對上帝和對鄰舍表

示愛，也向我們顯示我們都有罪*，不會遵從上帝的命令。它顯示我們都需要一

位救主*。 

傳道書 12:13; 提摩太前書 1:8-9; 羅馬書 3:20; 5:13; 7:7-11; 加拉太書 

3:19-24 

 

第三部份 

基督和救恩惠 

 

問題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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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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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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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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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4:9-10 

 

問題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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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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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耶穌為何而死？ 

答案：耶穌代替罪*人而死，將上帝的忿怒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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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0:45; 哥林多後書 5:19-21; 加拉太書 3:13 

 

問題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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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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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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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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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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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問題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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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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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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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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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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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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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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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現在，我們的救主*耶穌成了我們的什麼人？ 

答案：耶穌基督現在成了我們的先知*、我們的大祭司和我們的君王。 

馬太福音 13:57; 約翰福音 18:37; 希伯來書 1:1-3; 希伯來書 5:5-6;                

啟示錄 1:5 

 

問題 81：為什麼說耶穌基督是一位先知*？ 

答案：因為祂顯示給我們看上帝是什麼樣的上帝。祂又教導我們如何使上帝喜悅。 

申命記 18:18; 約翰福音 1:18; 約翰福音 4:25-26; 使徒行傳 3:22; 約翰一書 

5:20 

 

問題 82：我們為什麼需要基督作我們的先知*？ 

答案：因為沒有祂，我們就無法認識上帝。 

馬太福音 11:25-27; 約翰福音 17:25-26; 哥林多前書 2:14-16 

 

問題 83：耶穌基督是如何作我們的大祭司？ 

答案：祂替代我們受死，並且在上帝面前為我們講話。 

詩篇 110:4; 希伯來書 4:14-16; 希伯來書 7:24-25; 約翰一書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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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84：我們為何需要基督這樣一位大祭司？ 

答案：因為我們的罪使得我們成了有罪之身，且自覺羞愧。 

箴言 20:9; 傳道書 7:20; 以賽亞書 53:6; 羅馬書 3:10-12;         羅馬書 

3:23; 雅各書 2:10 

 

問題 85：耶穌基督如何作我們的王？ 

答案：祂掌管我們，護衛我們。 

詩篇 2:6-9; 以弗所書 1:19-23; 啟示錄 15:3-4 

 

問題 86：我們為何需要基督作我們的王？ 

答案：因為我們軟弱而且懼怕。 

哥林多後書 12:9-10; 腓利比書 4:13; 歌羅西書 1:11-13;  

希伯來書 13:5-6; 提摩太後書 1:12 

 

問題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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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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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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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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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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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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與教會 

問題 91 至 117 

 

問題 91：對於那些信靠*作救主的人而言，上帝對他們的心意為何？ 

答案：祂要他們無論在內心或行為上都聖潔。祂要他們像耶穌一般。 

以弗所書 1:4; 彼得前書 1:15; 哥林多後書 7:1 

 

問題 92：上帝要如何使我們在內心*和行為上都聖潔*？ 

答案：上帝給我們一顆新的心*。並且祂還把聖靈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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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36:26; 羅馬書 8:1-14; 加拉太書 5:22-26; 以弗所書 1:13 

 

問題 93：聖靈*是什麼？ 

答案：聖靈*是上帝。父神和子神差遣了聖靈*來。 

馬太福音 28:19; 約翰福音 14:26, 約翰福音 15:26; 哥林多後書 13:14 

 

問題 94：現在聖靈成了我們的什麼？ 

答案：對那些信靠耶穌的人而言，聖靈是訓慰師，是伴侶，也是引導。 

約翰福音 16:7-8,12-15; 羅馬書 8:14-16; 哥林多前書 6:19; 以弗所書 1:14 

 

問題 95：我要怎麼知道聖靈正使我成為聖潔*？ 

答案：我將成長，愈來愈像我的救主耶穌基督。我會在我心中*和行為上看到聖

靈所結的果子。 

歌羅西書 1:9-12; 以弗所書 3:16 

 

問題 96：聖靈的果子是什麼？ 

答案：聖靈的果子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和節制。 

加拉太書 5:22-23 

 

問題 97：如果你跟隨耶穌，你會一直風光得意嗎？ 

答案：不會。有時我可能會遇到麻煩。有時我可能會像耶穌一樣，受苦並受人憎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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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5:18-19; 提摩太後書 3:12; 羅馬書 8:23-25; 雅各書 1:2-4;                        

彼得前書 4:12-13 

 

問題 98：你在逆境中，上帝會如何幫助你？ 

答案：祂賜聖靈給我安慰我。祂賜我教會來照顧我。祂賜我應許，叫萬事為我的

好處和祂的榮耀而效力。 

羅馬書 5:3-5; 羅馬書 8:18;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1; 彼得前書 4:12-19;  

彼得前書 5:10 

 

問題 99：普世的教會*指什麼？ 

答案：普世的教會*是由一切得蒙上帝救贖*的人所組成。教會*是父神的家。它

是子神基督的身體。它也是聖*靈*居住的所在。 

哥林多前書 12:27; 以弗所書 3:14-15; 以弗所書 5:23; 歌羅西書 1:24;  

希伯來書 2:11 

 

問題 100：地方教會*是指什麼？ 

答案：地方教會*指一班信靠耶穌基督，並且遵從祂的教導的人。這些人在一起

敬拜上帝。他們一起聽，也一起學習聖經。他們彼此照顧。他們一起禱告，也一

起工作，看上帝的國度*成長。他們為信者施洗，吃主的晚餐。 

馬太福音 28:19-20; 使徒行傳 2:41-42; 使徒行傳 8:36-39; 使徒行傳 14:23; 

羅馬書 6:1-5; 哥林多前書 11:23-26; 提多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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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01：你應不應該參加一個地方教會？ 

答案：應該。地方性的教會是一個社群。它幫助我在信心裡成長、茁壯。在那裡，

我學習遵守耶穌的新命令。 

希伯來書 10:24-25 

 

問題 102：耶穌賜給教會的新命令是什麼？ 

答案：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翰福音 13:34 

 

問題 103：我們要如何對彼此顯示這份愛？ 

答案：我們用恩慈彼此相待，相互代禱，相互赦免，就顯示出這份愛。我們互相

尊重，互相幫助，互相鼓勵，就顯示出這份愛。我們對彼此講真話，先顧對方的

需要，再顧自己的需要，就顯出這份愛。 

羅馬書 12:10; 以弗所書 4:32; 歌羅西書 3:9,13;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 雅各

書 5:16 

 

問題 104：浸禮*是什麼？ 

答案：施行浸禮時，一位教會*長老把一個人浸在水中片刻，然後再把他拉出來。

施浸者是以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來施浸的。 

馬太福音 3:6,16; 馬可福音 1:5; 使徒行傳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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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05：什麼人能受浸*？ 

答案：施浸*是為一切因為自己的罪*懊悔*，並相信基督所賜的救恩*之人所預備

的。 

使徒行傳 2:38,39; 使徒行傳 8:36-37; 使徒行傳 16:30-33 

 

問題 106：浸禮*的意義為何？ 

答案：浸禮*是一種表徵，象徵在祂去世、埋葬、從死人中復活之時，你與祂合

而為一。它說我是祂教會的一個肢體。 

使徒行傳 16:30-33; 羅馬書 6:3-5; 歌羅西書 2:12 

 

問題 107：基督徒們如何彼此提醒耶穌為他們所受的死？ 

答案：我們一起吃主的晚餐。 

馬可福音 14:22-24; 哥林多前書 11:23-29 

 

問題 108：什麼是主的*晚餐？ 

答案：吃主的*晚餐時，我們吃餅喝杯。我們這麼做，為的是紀念耶穌基督為我

們受死。 

馬可福音 14:22-24; 哥林多前書 11:23-29 

 

問題 109：餅代表什麼？ 

答案：剝開的餅講的是耶穌被撕裂的身體。祂曾經一次為了我們的罪*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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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6:26; 哥林多前書 11:24 

 

問題 110：杯又代表什麼？ 

答案：杯所講的，是基督所流出的寶血。祂曾經為了使我們得到拯救*而流出自

己的血。 

馬太福音 26:27-28; 哥林多前書 11:25; 希伯來書 9:26-28 

 

問題 111：什麼人應該要吃主的*晚餐？ 

答案：凡是對於自己的罪*懊悔*的人，都應該吃主的晚餐。它是為一切相信基督

的救恩*之人所預備的。 

哥林多前書 10:16,17; 哥林多前書 11:18-29 

 

問題 112：是誰把浸禮*和主的*晚餐給教會*的？ 

答案：是主*耶穌基督。 

馬太福音 26:26-29; 馬太福音 28:18-20 

 

問題 113：耶穌基督為什麼要把浸禮*和主的*晚餐頒給教會*？ 

答案：耶穌基督把這兩樣頒給教會，是要顯示祂的子民屬於祂。這些行動使我們

想起耶穌基督為我們所作的一切。 

馬太福音 28:19; 羅馬書 6:1-5; 哥林多前書 11:23-26 

 

問題 114：基督在世上時，頒給祂的教會的最後一道命令是什麼？ 



 28 

答案：「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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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

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馬太福音 28:18-20 

 

問題 115：「主的*日子」指的是什麼？ 

答案：主的*日子指的是每週的第一天。早期的基督徒在那一天聚集起來敬拜*

上帝。 

使徒行傳 20:7; 哥林多前書 16:2; 啟示錄 1:10 

 

問題 116：它為何稱為「主的*日子」／主日？ 

答案：因為在那一天，基督從死人中復活。 

馬太福音 28:1-6; 路加福音 24:1-6; 約翰福音 20:1 

 

問題 117：我們當如何善用主的*日子？ 

答案：我們當善用主的*日子，與屬上帝的子民聚集敬拜*祂，在信心裡彼此勉勵

*。 

詩篇 27:4; 羅馬書 12:9-13; 歌羅西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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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禱告與盼望 

問題 118 至 144 

 

問題 118：什麼是禱告？ 

答案：禱告就是我們與上帝講話。我們為祂的良善感謝祂。我們認自己的罪*。

我們要求能讓祂喜悅的事物。 

馬太福音 6:6; 腓利比書 4:6; 約翰一書 5:14 

 

問題 119：我們當奉誰的名禱告？ 

答案：我們當奉耶穌的名禱告。 

約翰福音 14:13-14; 約翰福音 16:23 

 

問題 120：我們當在何地何時禱告？ 

答案：任何地點，任何時間我們都可以向上帝禱告。 

馬太福音 6:6; 以弗所書 6:18; 使徒行傳 21:5; 歌羅西書 4:2 

 

問題 121：耶穌為了要教導我們禱告，給了我們什麼？ 

答案：耶穌把主*禱文賜給我們。 

馬太福音 6:9-15; 路加福音 11:2-4 

 

問題 122：主禱文的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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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沒有因為……阿們

等字）！ 

馬太福音 6:9-13 

 

問題 123：主禱文中有幾個「願望」？ 

答案：有六個「願」。 

 

問題 124：第一個「願望」是什麼？ 

答案：「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馬太福音 6:9; 路加福音 11:2 

 

問題 125：對於第一個「願」，我們要如何禱告？ 

答案：我們禱告讓全地的人都讚美上帝的聖名。 

詩篇 8:1-2; 詩篇 72:18-19; 詩篇 113:1-3 

 

問題 126：第二個願望是什麼？ 

答案：「願你的國*降臨。」 

馬太福音 6:10; 路加福音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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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27：針對第二個願望，我們應該怎樣禱告？ 

答案：我們禱告世上的人都要聽信福音。我們禱告世人都要尊耶穌為主*，聽從

祂的話。 

約翰福音 17:20-21; 使徒行傳 8:12; 使徒行傳 28:30-31; 啟示錄 11:15 

 

問題 128：第三個願望是什麼？ 

答案：「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馬太福音 6:10 

 

問題 129：針對第三個願望，我們應該怎樣禱告？ 

答案：我們禱告世人會像天上*的天使*，盡其所能的，照著上帝的旨意行事。 

詩篇 103:19-22; 詩篇 143:10 

 

問題 130：第四個願望是什麼？ 

答案：「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馬太福音 6:11; 路加福音 11:3 

 

問題 131：針對第四個願望，我們應該怎樣禱告？ 

答案：我們禱告上帝會照著我們身體的需要，賜下需用之物。 

詩篇 145:15-16; 箴言 30:8-9; 馬太福音 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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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32：第五個願望是什麼？ 

答案：「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馬太福音 6:12; 路加福音 11:4 

 

問題 133：針對第五個願望，我們應該怎樣禱告？ 

答案：我們禱告，求上帝赦免*我們的罪*。我們也禱告，求上帝幫助我們赦免*

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 

詩篇 51:2-3; 馬太福音 5:23-24; 以弗所書 4:32 

 

問題 134：第六個願望是什麼？ 

答案：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 

馬太福音 6:13; 路加福音 11:4 

 

問題 135：針對第六個願望，我們應該怎樣禱告？ 

答案：我們禱告，求上帝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詩篇 119:11; 哥林多前書 10:13; 提摩太後書 4:18 

問題：136：禱告教導我們什麼？ 

答案：禱告教導我們，我們必須完全信任*上帝的幫助。 

以弗所書 6:18; 腓立比書 4:6; 希伯來書 4:16” 

 

問題 137：基督現在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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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基督現在在天上*，在父上帝的右邊。 

馬可福音 16:19; 使徒行傳 5:31; 羅馬書 8:34 

 

問題 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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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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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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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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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基督來審判的時候，惡人會有什麼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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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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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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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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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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辭表 

字辭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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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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姦 「通姦」是指與配偶以外的人發生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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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禮／施浸 由一位教會*的長執把一個人放到水裡片刻，再把他從

水裡拉出來。我們用這種方式像徵基督已經使我們潔

淨。我們也向大家展示我們已經是教會*的一員。我們

受浸時，這浸禮就提醒我們紀念主的死、被人手埋葬，

最後從死裡復活。 

 

信徒 .凡認識並信靠基督的人就是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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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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知足 「滿足」就是對我們所擁有的事物感到快樂，因為知道

我們所有的已經足夠。  

教會 「教會」是一群跟隨並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他們聚在一

起。他們為信徒*施浸。他們吃主的晚餐。他們遵守基

督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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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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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 一個人跟從另一個人，並向他學習，就是他的門徒。一

個信靠耶穌、遵循耶穌教導的人就是耶穌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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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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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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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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崇 尊崇一個人就是說這個人的好話，且善待他，因為你尊

敬並珍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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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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 偶像是木、石和金屬所造，被人用來當神敬拜的東西。

這些人本該敬拜*上帝。一尊偶像可能是一個人或一件

東西的圖像，人愛它，拿它來取代上帝。偶像是假神。

任何東西受到人的愛戴超過上帝，都是偶像。 

以色列 猶太人居住的那塊地。以色列民又稱猶太人。他們是亞

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 

猶太人 凡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都是猶太人。有猶太

人信仰的人也稱作猶太人。 

國度 一個國度中有一位王掌權治理。它同時也是有王治理的

一塊地。上帝的國度就是上帝掌權的地方。 

律法 一位掌權者制定，要他的人民遵守的規條。它也是上帝

頒布給摩西，要以色列民遵守的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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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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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先知」是有能力把上帝的話帶給人民的人。很久以

前，先知為上帝講話。先知是能預測未來之事的人。 

興盛 「興盛」就是享受好的事物。身體強壯，或身家富有的

人，都可稱作「興盛」。當我們享受別人的恩慈時，也

可以稱作「興盛」。 

贖 買回一作已經失去或被人占有的東西，叫「贖」。付出

代價得到一樣事物，也叫「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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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 「尊敬」的意思就是把一個人當作非常有價值的人來對

待。 

復活 「復活」就是人死去又活過來。再次回到活生生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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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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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 「安息日」就是上帝歇了創造之功，休息的日子。安息

日也是上帝叫猶太人*不要工作的日子。這是個特別的

日子，大家在這個日子歇息，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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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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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一體 我們使用「三位一體」這個詞來稱呼那位具有三個位格

的上帝：天父上帝、聖子上帝（耶穌），和聖靈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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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 「敬拜」就是對上帝表示祂很偉大，我們非常愛祂。敬

拜是尊崇*〔見尊崇〕上帝，並且向祂獻上感謝。敬拜

是我們和上帝在一起的時候，應該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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