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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城教理问答的第18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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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帝会任凭我们悖逆和拜偶像⽽不惩罚我们吗？

不会，每⼀种罪都违背神的主权、圣洁和良善，违背他公义的律法，所以神对我们的罪发义
怒，并将在今⽣和来世以公义的审判惩罚这罪。

现在请听主的话语。

罗马书 1：16-25 

16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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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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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

可推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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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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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

们！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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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灵

啊，请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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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重点放在阻挡这个词上。 在英语中，“阻挡”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抗”或“压制”。 保罗在第18节

中说，真理是存在的，但人阻挡真理。 他们如何对抗或压制真相？ 借着“行不义”。否认真相不仅仅是我

们在脑海中做的事情。 我们的罪恶行为使我们对真理视而不见。

当我上大学时，我开始喝酒和追求女生。 几个月后，我决定没有神。 那时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行为与我的无

神论观点之间有什么联系。 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神的存在和品格在创造中有非常清楚的证据。 当我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学到了神的品格和道德律。 在大学里，我学到的那些东西与我的罪恶行为相

冲突。 我必须做出选择，对吧？ 我可以回应上帝在我心中的声音，即我喝醉了，追求女生是错误的。 或

者我也可以抵挡上帝的声音和他的真理。



让我们以此为例。 

道德律的真理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上。 神品格的真理充满了整个受造界。 神存在并创造了一切，是万物的

王。 我知道我在大学里的行为是错误的。 上帝的道德律与我的行为相冲突。 我想继续喝酒和追求女生，

所以我不得不隐瞒两个真理。 关于神存在的真理和神的道德律。

你看到其中的联系了吗？ 

保罗在第18节中说，我们罪恶的行为严重阻挡了真理。 我的无神论是我邪恶行为的结果。 这里还有一个例

子。 有一位基督徒歌手我真的很喜欢。 几年前，他欺骗了他的妻子。 他们离婚了。 这个人没有悔改离弃

他的罪。 相反，他宣布他不再相信上帝了。 他离开了他的妻子，他离开了上帝。 这个人曾经唱过关于耶

稣和圣经中真理的美丽歌曲。

发生了什么变化？

神改变了吗？没有。

真理改变了吗？没有。

是这个人变了。 他犯了严重的罪。 然后，为了阻挡他所感受到的内疚和羞愧，他否认了关于上帝的真理。

请和我一起看第19和20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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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

可推诿。

我不认为我能为保罗在19-20节中所说的话添加任何有用的东西。 我只能这样说。 人类可以创造一些惊人

的东西。 我们创造了手机，宇宙飞船，艺术品和音乐。 我们创造的东西越来越复杂，惊人。 但是，是谁

制造了这台计算机中用的硅，铝和铜？ 是上帝创造的。 是谁设计了那些男女电脑设计师聪明的大脑？ 是

上帝创造了他们的大脑。 当你看到自然的美丽或技术的复杂性时，你看到的是关于上帝的真理。 你可以阻

挡这个真理，否认它。 但它仍然是真的，即使我们的偶像混淆了我们的思想。

第21和22节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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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敬拜和感恩对我们的灵魂有好处，因为它们是偶像崇拜的解药。 为什么神要我们敬拜他，感谢他？ 神是自

我中心和自私的吗？ 当然不是。 他知道，无论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如何，我们都会敬拜和感谢。 本月和下



个月，许多人将从高中和大学毕业。 我们的儿子大卫将于六月从高中毕业。 想象一下，一个学生将在本月

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如果她把在学校的成就归功于她，你会怎么想？ 如果她不感谢任何人帮助她？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表明她的心是自我专注和自负的。 没有老师，学生什么也学不到。 她应该尊重和

感谢她的老师和帮助她的老师。

在這個房間的星期天晚上，我們尊敬並感謝我們的造物主。 我们提醒自己，没有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什

么也做不了。 偶像崇拜的罪使我们的心专注于自己和我们的欲望。 敬拜提醒我们要感谢那位赐给我们一切

祝福的真神。 经常参加敬拜很重要。 因为敬拜帮助我们把心集中在真理而不是谎言上。

第23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星期一，我正在我们的英语事工中教授圣经课程。 我们在出埃及记中谈论了上帝的子民在西奈山所造的金

牛犊。 我教学英文的学生学习“偶像”一词。 我给他们看了这张照片，人们崇拜这些偶像。 我问全班同

学：“你觉得这样好吗？” 其中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学生明白了。 她说，“这很愚蠢，因为雕像是那些人制

作的。 雕像不可能是神。” 这个学生所感知到的真理与保罗在今天经文第23节中所说的真理是一样的。

像我们这样的受造物去崇拜受造之物是很愚蠢的。

上帝创造了你。 上帝创造了宇宙。 上帝创造了金钱、工作、鸟类和动物。 当我们敬拜神所造的事物时，

我们是在用谎言代替真理。 这就是人们在西奈山边上所做的。 他们拜一头金牛犊，说：“你是把我们从埃

及救出来的神！” 那是谎言。 一个令人反感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上帝的心。 因为只有上帝把他们从埃

及救了出来。

当我们把我们的心献给上帝创造的东西时，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你容易把你的心献给什么？ 你在哪里

寻找安全，幸福或逃避？ 要小心，因为哪怕是好东西，如果我们的心太看重它们，它们也会成为我们的偶

像。 想想一个在工作中感觉不到成功的人。 他非常想得到晋升。 他想成为其他员工的主管，被称为经理

或董事。 他在心里想，“当我是主管的时候，人们就会尊重我。 为了在工作中获得晋升，他加班加点。

他忽略了他的家人，锻炼和祈祷。 他在工作中撒小谎，以提高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声誉。 由于追求这种晋

升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他开始喝更多的酒。 这会影响他的睡眠质量和工作。 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些事

情？ 因为他的心里一直专注于在工作中得到晋升，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 看吧，我的朋友，偶像要求我

们牺牲自己。 这个人会为了追求他内心的目标而牺牲很多东西。

你呢？ 

如果你不确定生活中的偶像是什么，你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 我是不是在某件事上花了太多钱？ 我是否付

出了太多的时间？ 如果有人询问我的行为，我会防备和生气吗？ 在安静的时刻，我的思绪飘向哪里？ 我



是否曾经说过，“只有当我有这个时，我才会感到快乐。 我是否会说，“只有当我有了这个时，我才会感

到安全。 求圣灵向你显明我们心中的真相。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对自己撒谎，我们的偶像也对

我们撒谎。 但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 他允许我们犯罪和伤害自己。 我们在24节中看到这一点。

第24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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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本可以阻止亚当和夏娃。 上帝是全能的，可以阻止他们吃果子。 相反，上帝观察他们的心是忠于他还

是忠于他们自己的欲望。 神想看看他们是相信真理还是听信撒旦的谎言。 如各位所知，他们选择听撒旦的

话。 他们信靠自己罪恶的心，而不是神。 上帝允许我们做出这些选择，因为他没有让我们成为奴隶或机器

人。 没有基督，我们就被我们内心的欲望所奴役。

作者路易斯写了这样一篇关于那些没有被耶稣拯救的人的文章： “他们永远享有他们所要求的可怕的自

由，因此就成了他们自己的奴隶。” 这是一个谎言，认为独立于上帝会让我们快乐。 我们想要自由，就像

亚当和夏娃一样，为所欲为。 但是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伤害自己和他人。 神允许我们的罪把痛苦带进我们

的生活，好叫我们看到真相。 我们今天对教理问答问题的解答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神对我们的罪发义

怒，并将在今生和来世以公义的审判惩罚这罪。” 这是坏消息，保罗在第18节中解释说。

第18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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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到神的子民做了一头金牛犊，然后俯下身来敬拜它。 他们对这个金色的偶像说：“你是把我们从埃及

救出来的神。” 如果你是上帝，请问在那种情况下你会生气吗？ 当然会。 他的子民把他们的心献给一个

假神。 他们献出了自己身上的黄金来制作偶像，这是他们内心的表达。 无论我们付出时间和金钱，都会揭

示一些问题。 它揭示了我们内心最看重的是什么。 上帝给了我们思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时间，我们的

金钱。 只有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奉献。 你认为当我们把我们的心、身体、金钱和时间献给偶像时，上帝生

气是对的吗？ 是的，他当然是对的。

上帝嫉妒我们的感情。 

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因为我们认为嫉妒是一件坏事。 但是，如果一个妻子看到她的丈夫花了很多时间和

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她会有什么感觉？ 她会感到嫉妒和愤怒，因为她的丈夫正在把他的时间和心给另一个

女人。 这个妻子嫉妒和生气是正确的。 当神在圣经中谈到我们的偶像崇拜时，他将其描述为通奸。 因为

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了别人。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坏消息，所以福音才有了意义。 福音这个词的意思是好消息。 没有坏消息，我们就无法

理解好消息。 要看到基督为你的罪献祭的奇妙恩典，你首先必须清楚地看到你的罪。 这就是保罗在给罗马



人的信中所做的。 他非常直接和诚实地道出我们的人类处境。 因为人用谎言取代了真相，他们需要不加掩

饰的真相来摆脱他们对谎言的信仰。 神要我们看到我们对救主的深切需要，知道我们要呼求“神啊，求你

帮助我！” 神拯救我脱离罪孽！ 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听到福音。 让我们看看16和17节中的

好消息。

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请注意保罗所描述的这个好消息的一些相关事情。 “这本是神的大能。” 我们不能拯救自己。 惟有神把

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 惟有神使他们在旷野里活了下来。 只有神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偶像崇拜。 这救

恩首先降临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身上。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阻挡了关于耶稣死亡和复活的真理。 他们否认耶稣

所行的神迹的大能。 他们拒绝了弥赛亚，拒绝了能叫人得救的真理。 任何人都可以得救，包括外邦人，只

需要借着对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的信心。 这就是第17节告诉我们的。

神对我们的罪和偶像崇拜感到愤怒是正确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论的坏消息。 但好消息是：神把他

公义的怒气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身上。 神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而是惩罚了他无辜的儿子耶稣。

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和信靠放在耶稣身上，而不是任何被造之物上时，这就是神的大能在发挥作用了。 这

是神在作工的大能，要拯救每一个相信的人。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天父啊，你的愤怒和爱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 但十字架帮助

我们能够想明白。 你对我们的罪和偶像崇拜感到愤怒是正确的。 像耶稣这样无辜的人不得不为罪而死，这

似乎很奇怪，因为他从未犯罪。 你把你的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而不是我们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救

恩是奇妙的恩典。 当我们看着十字架时，我们理解你有多爱我们。 请帮助我们这一周记住你的爱，这样我

们的心就不会被任何假神诱惑。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