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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我們今年正在学习新城教理問答，因為它是對基督教信仰核心真理的一個很好的總結。 今天，我们来看看问题14。

您将在公告中找到它，您可以看到以多种不同语言打印的版本。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14：上帝难道将我们造得没有能⼒遵守他的律法吗？

不是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第⼀任⽗⺟亚当和夏娃的悖逆，所有的受造物都堕落了。我们
都⽣在罪和罪疚之中，我们的本性都败坏了，⽆法遵守上帝的律法。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阅读。 现在请听主的话语。

罗马书 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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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14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

像。



15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

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16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

王吗？

18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19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著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父，求祢差遣圣灵，在我讲道时赐给我智慧和真理。 请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真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

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第1点.原罪：感染和包含在内 

保罗在第12节和第18节中说了两件似乎相互矛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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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节似乎是说，

死亡因我们自己的罪而临到每个人。 但是保罗似乎在第18节中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18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

犯，众人都被定罪。” 在第18节中，保罗说，每个人都注定要死，因为亚当犯了一次过犯。 问题是，死亡和定罪是

我犯罪的结果，还是亚当犯罪的结果？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谈谈亚当的罪如何感染了我们所有人，

使我们也成为罪人。

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相信各人要承担各人的责任。 亚当要为他自己的罪负责。 上帝惩罚亚当和夏娃，因为他们在道

德上失败了。 我们都从他们那里继承了我们的遗传基因和行为。 因为亚当是一个罪人，他的孩子，孙子，曾孙子孙

女也是罪人。 神让我们对自己罪恶的选择负责。 我们有犯罪的习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罪的本性。 这就像我们从

亚当那里被感染了。 以弗所书2：3这样描述基督徒： “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

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我们生来就有罪的本性。 这个事实被称为原罪。



但今天许多人不相信原罪。 他们相信孩子生来就有纯洁干净的灵魂。 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两岁的孩子会为玩具而

争吵呢？ 是谁教他们这样做的？ 有人说，邪恶从世界来到我们身边。 因此，父母的工作是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世

界的邪恶。 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世俗解决方案都是一种教育。 这种世俗的观点是假设人类的内心天生倾向于善，只

需要远离不好的就行了。 当人们得到正确的教育，有了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选择好的。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我

不认为。

因为我能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

世界不会给我们带来邪恶。 是我们把邪恶带到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世界上有战争、贫困、种族主义、压迫和虐待？

因为人类所做的罪恶之事，是从我们罪恶的内心中那罪恶的欲望流出来的。 不是世界腐蚀了我们。 是人类腐蚀了世

界。

当然，我们可以做好事。 我们并非一直犯罪。 但是，我们所想、所感、所行的一切都受罪的影响。 它就像这个水

容器。 世界相信我们生来就是这样，有着清醒的良知和干净的心。 但事实上，罪通过亚当的罪进入了世界。 亚当

所有的后裔都感染了这种罪的本性。 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样，这种水的每个部分都被这种墨水弄脏或感染了。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我们也被包括在亚当的罪中。 第18节

说：“18 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由于亚当的罪，我们注定要在属灵和肉体上死亡。 对于来自像美国这

样的个人主义文化的人来说，这似乎很不公平。 但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非常熟悉集体责任的文化。 如果你在大学

里一门课不及格，你会担心它会影响你的家庭。 如果你的舅舅是个酒鬼，经常在城里踉踉跄跄地到处乱逛，你会因

为你亲戚的行为而感到羞耻。 这种集体的耻辱对美国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但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圣经的看待事物的

方式。

在创世记和罗马书中，上帝的话语把犯罪的责任放在亚当的肩上。 夏娃先吃了果子，你们也知道。 但是他们俩吃完

后，创世记3：9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上帝让亚当成为他家的领袖，因此上帝让亚

当为他们俩的所作所为负责。

另一个例子是在约书亚记第7章。 上帝的子民在戰鬥中遭受了嚴重的失敗。 听听他们被打败的原因。 约书亚记7：1

是这样说的： “1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迦米的儿子亚干取

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请注意，神对整个以色列都生气了。 亚干是唯一偷走这些物品的

人，但上帝说整个国家都违反了祂的指示。 以下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在约书亚记7：22-26中。

“22 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棚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棚内，银子在底下。

23 他们就从帐棚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

24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棚，以

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割谷去。



25 约书亚说：“你为甚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

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

26 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割谷，直

到今日。”

亚干作为一个个体得罪了耶和华。 但神惩罚了他的儿子、女儿和牲畜。 上帝也惩罚了整个国家，使他们输掉了一场

战斗。 对于现代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非常不公平的。 然而，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在圣经和人类历史中都可以找

到。 我的所作所为会影响我周围的每个人。 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也会影响我。

请看圣经中的这些例子。

以赛亚书 6：5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诗篇 106：6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作了孽，行了恶。”

耶利米书 14：20 “耶和华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

我们祖先在美国的选择也影响了我们的今天。 如果你看一下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这张地图，你可以看到城市的不同

部分被标记为红色，黄色，蓝色或绿色。 这幅地图拍摄于 1923 年，99 年前。 美国政府有一个为住房贷款提供保

险的计划，好让人们更容易买房和积累财富。 但直到1960年代，这些住房贷款还不提供给黑人和移民居民人数众多

的社区居民。 这些社区在地图上被标记为红色。 银行无法在这些社区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

但这些贷款是给白人的，比如我住在芝加哥附近的祖父母。 99年前，我的祖父母可以买房并积累财富。 他们用这些

财富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创业，并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 红色和黄色地区的黑人和移民居民无法获得住房贷款。

他们经常被禁止进入白人社区。 因此，黑人和移民家庭陷入了贫困的循环。 他们无法积累财富传给子女和孙辈。

今天在美国，71%的白人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黑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41%。 这就是我的观点：红线政策对少数民

族家庭和社区造成了代际伤害。 但是，世代相传的财富使我和许多看起来跟我一样的人受益匪浅。

圣经的原则是，一代人的罪会影响下一代。 神在出埃及记20：5中这样说，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

子，直到三四代；”

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说，由于亚当的罪，所有的人都背负着羞耻和罪疚的重担。 第12节的“人人都犯了罪”，意

思是“人人都在亚当里面，与亚当一同犯了罪”。

让我总结一下第一点。 我们被亚当的罪感染，也被包括在亚当的罪中。 为什么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的



救恩取决于它。 就像我们被包括在亚当的罪孽中一样，我们也同样被包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如果你今天没有听

到我说的别的任何话，请一定要听这句话：神把我们算作有罪的，因为亚当是我们的父亲。 但是，当耶稣成为我们

的救主时，神就认为我们是无辜的。 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儿女。 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时，我们就可以作为神的儿女而重生。

第2点.耶稣是第二亚当，也是更大的亚当 

世人很难接受亚当的罪导致我们的定罪和死亡。 基督徒也不太喜欢这个想法。 但我們要理解並相信这一点，这是至

關重要的，因為這是我們被基督的寶血拯救的唯一途徑。 请和我一起再看第17到19节。

“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

作王吗？

18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19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我想我不能说得再清楚了。 神让亚当为亚当和夏娃的罪负责。 神让耶稣为你和我的罪负责。 我们因为亚当的罪而

出生在罪恶和定罪的状态中，这看起来公平吗？ 不公平，这似乎不公平。 但是，耶稣必须为你的罪而死，这公平

吗？ 不公平，这似乎不公平。 但这是真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和荣耀上帝奇妙的爱和怜悯。

死亡、痛苦和邪恶统治着世界，这都是因为亚当的罪。 是的，我们也犯了罪。 但是我们罪恶的本性来自我们的父亲

亚当。 生命、喜乐和公义因基督的顺服而统治着基督徒。 永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它发生在我

们信靠基督的那一刻。 当你把你的生命献给耶稣时，会发生两件事。 首先，他献上的宝血洗清了你的罪孽。 耶稣

纯洁和完美的血是唯一能除去人类罪孽的。 第二件事是，上帝赐给我们奇妙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 如果你信靠基

督，那么他完美的公义记录就成了你公义的记录。 当父神看着你时，他没有看到沾满了罪的亚当的后裔。 相反，父

看到你与基督联合，所以你有与他无罪的儿子耶稣一样干净的记录。

撒旦要你相信你仍然在被定罪。 撒旦要你认为神不能爱你，神也不会听你的祷告。 但撒旦是个骗子。 如果你与基

督联合，那么你内在就有了新生命。 新生命赋予我们向罪恶说不的能力。 有一天，我们将生活在天堂里，那里没有

罪，没有痛苦，也没有死亡。

在完成之前，我们还需要强调一件事。 在第15节中，保罗说：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

了， 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在第17节中，保罗说：“何

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 为什么保罗几乎说了两次同样的事情？



因为保罗希望我们理解神的这个神迹数学。 例如，假设您欠银行 100，000 美元的房款。 你有10万美元的债务，你

无法偿还，因为你身体残疾。 但银行怜悯你。 银行免除债务。 你现在什么都不欠了。 真是何等大的礼物！ 但这

不是神迹数学。

我将解释神迹数学。 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10万美元的罪债。 我们无法支付，因为我们在道德上是残疾

人。 但上帝怜悯我们。 当我们信靠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时，我们的债务就被抹去了。 正如第15节所说，我们领受了

饶恕的礼物。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欠了！ 但这不是真正的神迹。 上帝所做的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债务。 我们也领受

了基督公义的恩赐，正如第17节所说。 上帝把一个信用放在我们道德的银行账户里，价值一百万美元，或者一亿美

元！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 當我們信靠耶穌時，我們的道德債務会得到寬

恕，我們的道德账户也会获得信用。 父神看見我們穿戴祂兒子耶穌的完美記錄。 这是一个神迹。

约翰·派博牧师是这样说的：

“当亚当犯罪时，我们犯了罪，我们死了。 

当基督顺服时，我们就顺服了，我们活了。 

正如亚当的罪被归咎于我们，我们死了，基督的义也被归咎于我们，我们活着。”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当你相信它时，上帝就把你从内疚、羞耻和律法的重担中释放出来。 你相信吗？ 希望你们

相信！ 现在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感谢天父奇妙的恩典。

天父啊，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 我们无权单独直接与您交谈。 但是，我们被赐予了一种不来自于我们

自己的义。 这是一份免费的恩典礼物，使我们得以成为宇宙之王的儿女。 求祢幫助我們活出信心與喜樂、平安與感

恩。 好叫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上荣耀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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