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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課程  
第⼀課：聖經-⼀本獨特的書 
神想與你和我溝通，聖經就好像⼀封寫給你的情信，讓你透過聖經更了解祂。 

A. 我來是要向你宣講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話語，它對我們的⽣命有重要的影響，就好
像⼈⼈都會留⼼聽財政司司⾧宣布財政預算案，因為它對我們的⽣活有
影響。 

B. 神想透過祂的話語及受造之物與你溝通 
例⼦：許多⼈都會寫⾃傳告訴世⼈他們的想法，如愛迪⽣、李光耀 
聖經幫助我們更多認識神，例如神的屬性、神如何在我們⽣活不同狀況
下回應等等。所有關於⽣命、靈界的事，聖經都有答案。 

C. 神向祂揀選的⼈講說話 
作者：神啟⽰⼈讓他們將祂的話語紀錄下來 
作者們記錄⾃⼰與神相遇的經歷，他們是⽬擊者，就像警察在案發現場
找⽬擊者⼀樣。 

1. 寫作年⽇⾧達1500年之久；  

2. 寫作時間歷時40代；  

3. 作者超過40位，他們來⾃不同的背景 
包括君王、農民、哲學家、漁夫、詩⼈、政治家和學者等：  
摩西-政治領袖、彼得-漁夫、阿摩司-牧⼈、约書亞-軍⾧、尼希⽶-酒政、
但以理-宰相、路加-醫⽣、所羅⾨-君王、⾺太-稅更、保羅-拉⽐ 
神想藉著聖經與你溝通！ 

4. 寫作地點眾多：  
摩西在瞳野、耶利⽶在牢房、但以理在⼭邊與宮中、保羅在獄中、路加
在旅途上、约翰在拔摩海島、其他的在激烈的戰事中  
所有聖經提到的地⽅都可以從世界地圖找到，並⾮虛構想像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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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寫作情境不同：  
⼤衛寫於戰爭時、所羅⾨寫於太平時 
聖經記載的都是與⼈互動的歷史確據，記錄在以⾊列⼈的歷史中。 

6. 寫作情緒不同：  
有的寫於極其喜樂的⼼情下，有的寫於憂傷與絕望的深⾕中。  

7. 寫作地⽅遍及三⼤洲：  
亞洲、⾮洲與歐洲  

8. 寫作⽂字有3種：  
希伯來⽂、亞蘭⽂與希臘⽂ 

令教導更親切 
聖經是神向我們顯明⾃⼰的⽅式。你（⼈）可以通過聖經知道⼤⽽可畏
的神，並與他在我們的⽇常⽣活建⽴關係。 

把新聖經交給朋友 
他收到聖經後，讓他拿著⼀邊，你拿著另⼀邊，然後⼀句⼀句帶他禱
告：親愛的天⽗，你是這本聖經的作者。謝謝你，讓我從聖經認識祢就
是永活的神。我知道當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會與祢相遇，和祢建⽴個
⼈關係。感謝您通過這本聖經與我溝通。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 
1. 讓你的朋友親⼿打開聖經，然後由你熱烈地向她講解： 
2. 聖經共由66卷書結集⽽成 
3. 聖經分為舊約和新約 
4. 教他聖經章節如何編排。例如：創世記，出埃及記是書，⼤號碼是章

和⼩數字是節。 
5. 讓他親⼿翻到創世紀1：28，請他⼤聲朗讀經⽂。 
6. 對她說：「⾮常好！你讀了聖經經⽂。這節經⽂告訴我們神的祝福和

祂想要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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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創世紀1：1 起初神 
（可以問：你憑什麼相信有神呢？） 
⼈怎樣證明神存在呢？ 

A. 起初… 
（可以問：你憑什麼理據證明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呢？） 
神在他的聖經為我們寫的頭兩個字是「起初...」（不要讀「神」字） 
 
神寫了這些話，讓我們知道⼀切有「起初...」。我們可以看到的⼀切
和我們看不到的⼀切都有⼀個「起初...」。 

i. 我們看到的⼀切在「起初...」之前是不存在的。 （開始之前，天
空，太陽，⽉亮和星星都不存在。） 

ii. 「起初...」之前⼈並未存在。 
你認在「起初...」之前有沒有⼈在⽣活？由於天空，太陽，⽉亮
和星星都未存在，⼈類也不能在「起初...」之前⽣存，因為⼈類
不能沒有太陽 

iii.在「起初...」之前並沒有任何靈體存在。 

B. 神獨⾃存在於「起初...」之前。 
再次朗讀聖經中的第⼀句話「起初，神」 
「起初...」，這裡什麼都沒有，在有任何⼈或靈體之前，只有⼀個⼈
存在，那個⼈就是神。 （S.K.I.E.S） 

i. 神⽐所有事物都⼤。主題：神是⾄⾼無上的。 
神是唯⼀在「起初...」之前已存在的，⽐所有事物都早，因此，
他⽐地球，所有的⼈，所有的靈體和所有的動物都更偉⼤！ 

ii. 神獨⾃可以告訴「起初...」發⽣什麼事！（神是全知的） 
舉例：a）像警⽅要知道發⽣了什麼事故，會問⽬擊者。 
舉例：b）我們的信仰有⼀個「起初...」，我們可以解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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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神完全獨⽴於⼀切事物和⼈ 
神不像⼈，⼈需要⾷物，空氣和⽔。神單靠⾃⼰的⼒量存在。祂
從來不會肚餓，疲倦或⼝渴。 
（你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釋，以表明神和⼈之間的差異，神不需我
們為祂供奉⾷物。但要留⼼，不要批評別⼈的宗教習俗） 

iv.神是⾃有永有的！ 
神沒有開始和結束。他不是被創造的，也不是⽣出來的。神永遠
不死 

v. 神是個靈 
神是最偉⼤的靈。 （⽐太陽、⽉亮、⼈和所有的靈體更⼤） 
（可以問：你對神的有什麼睇法？）你對神的看法和之前有改變
嗎？ 

令教導更親切 
神是最偉⼤的靈。當你認識這位偉⼤的神之後，你就不⽤害怕別的靈體
或者其他神明能對你做些什麼。許多⼈害怕，當他們相信這位獨⼀的真
神後，他們曾拜祭過的神明會報復。他們害怕發惡夢，交惡運或發⽣意
外。但其實我們沒有必要害怕，因為我們的神是萬有間最⼤的靈，最偉
⼤的神！ 

結束禱告： 
⽤1分鐘時間與神交談。問你的朋友。你對神有什麼新的了解？你可以⽤
這個新⾒解向神禱告。說：親愛的天⽗，我今⽇學懂你是...（全知全能、
⾃有永有...）或你的朋友可以跟你⼀句⼀句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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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三位⼀體、獨⼀真神 
經⽂：創世紀1：1 起初神 

A. 神是三位⼀體 
神只有⼀位，但有三個不同位格，卻⼜同等地位。聖⽗是神，聖⼦是
神，聖靈也是神。 

i. 創世記1：1中的「神」是希伯來⽂「Elohim」。「Elohim」是⼀個眾
數名詞。這表明了神是三位⼀體的。 （參⾒創世記1：26） 

ii. 神的兒⼦從起初就存在。起初之前沒有⼈存在。 （祂的名字耶穌或他
的稱號基督與地上的事⼯有關，我們在舊約中不使⽤祂的名字） 

iii. 聖靈在舊約中是神的靈。 
（可以問：你覺得神從何時創造靈體？⾒約伯記38：4-7） 

B. 神創造所有靈體。主題：神是⾄⾼無上的 
在起初並沒有靈體。 

1. 神⽐所有都⼤。主題：神是⾄⾼無上的。 

2. 神創造靈體（可以問：他們住在哪裡？與神同住在天堂。詩篇11：4） 
• 無形，無數：神創造靈體。我們稱他們是天使、基路伯、撒拉弗、熾

天使，天使⾧，晨星。它們被統稱為天軍及眾星。尼希⽶記9：6 
（可以問：我們可以看天使嗎？） 
天使是靈體。他們是看不⾒的，即使我們看不到，他們無處不在。希
伯來書12：22 、啟⽰錄5：11  
（可以問：你覺得為什麼神創造靈體？） 

• 使者：天使被造為服侍神，⾏祂喜悅的事。他們被稱為服役的靈。詩
篇103：20-21、希伯來書1：14 
（可以問：你覺得天使屬於誰） 

• 創造者-主⼈：神是這些天使的創造者，是天使的主⼈。（誰是創造者
就是主⼈） 

• ⾮凡的智慧和能⼒：神⽤智慧和能⼒創造天使。其中⼀些天使⽐其他
靈體更有能⼒。他們知道和理解許多事情，能夠做偉⼤的事情。但天
使不像神那樣全能。神⽐所有的靈體都聰明和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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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問：你覺得天使被造成好還是壞？） 
因為神是聖潔的，天使被創造為完美的，沒有任何罪惡。神是聖潔
的，祂不會創造任何邪惡。神所想、所說、所做，都是完美的。 

• 意志：神讓天使有⾃由意志，所有喜悅，愛和欣賞的表達都是真誠
的。換句話說，天使有選擇服從或不服從神。神不想要機器⼈⼀樣的
順從。他的願望是讓所有的天使⾃願地為服侍祂，因為他們想服侍
神，⽽不是因為他們必須服侍神。 
（可以問：你覺得天使與有多什麼不同？） 

• 類似但不同：天使與⼈有⼀些相似之處，然⽽⼈卻不像天使般有能
⼒。天使只能在⼀個地⽅，但神卻無處不在。 
（可以問：你覺得天使說什麼語⾔？） 
（可以問：你覺得天使會死嗎？） 

3. 受膏的基路伯 
最強⼤，最聰明、最美麗的天使名叫路西法-閃亮的⼀位 
（可以問：罪的起源？）以西結書 28：12-15 

驕傲：（神討厭驕傲）路西法為他的美麗、智慧和地位⽽感到驕傲。
他不僅想接管天堂，⽽且想成為⾄⾼者。以賽亞書14：12-14中有五個
我要...（可以問：神知道路西法的想法和野⼼嗎？）神是無所不知和
無處不在的。神知道每個叛逆天使的想法） 
神是眾所周知的，路西法的反叛思想並沒有逃脫他。聖經說神討厭驕
傲。這是他所憎惡的事情的第⼀個。驕傲的眼神。箴⾔6：16-17 

神稱路西法的態度為罪。神是聖潔公義，祂不會容忍路西法的罪惡。 

聖經說：

神是公義的，祂與錯誤無關，神是聖潔的。祂不讓罪惡有餘地。

神是無罪的，祂不會在祂臨在裡忍受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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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神對路西法罪的回應是即時的。祂把路西法從牠在天上的地位
開除了。以西結書 28：16-17


（可以問：路西法反擊了嗎？）

路西法在沒有戰⾾的情況下離開了天堂。他⾮常強⼤，影響了許多其
他天使跟隨他。啟⽰錄12：3-9


（可以問：你怕以前拜祭過的神明會因為你改變信仰⽽攻擊你嗎？）

4. 惡魔，撒但，邪靈 

（可以問：你覺得⿁和所有邪靈從哪裡來？）

在路西法的叛亂中，三分之⼀的天使跟隨了路西法。 路西法被稱為魔
⿁（意指虛假的指責者）或撒但（意指對⼿或⼈的敵⼈）。跟隨撒但
的反叛天使現在被稱為惡魔或邪靈。 

5. ⽕湖 
聖經說神對這些叛逆天使有⼀個終極懲罰的地⽅。⾺太福⾳ 25：41、
啟⽰錄 20：10


6. 戰爭 
雖然神將撒但和他的惡魔追隨者從他的⾯前驅逐出去，但他們仍然保
留著巨⼤的能⼒和智慧。 現在他們是⾄⾼神的敵⼈。 

神創造的......敵⼈（撒但）毀滅 
神說的是好的...撒但說是壞的 
神愛...撒但討厭 

這將是⼀場全⾯的戰爭。 撒但會反對⼀切善良，反對神計劃所做的⼀
切，以及神所代表的⼀切，撒但會⽤骯髒的⼿段爭戰。 

結束禱告： 
⽤1分鐘時間與神交談。說：親愛的天⽗，我今⽇學懂你就是全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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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創世紀1:1-31 

A. 神是全能的，只靠神的話語 詩篇 33：6、8、9 
神說有光就有了光。祂沒有⽤⼿或⼯具來創造。神創造了⼀切，無論
是我們看到與看不到的，祂只⽤話語來創造！希伯來書11：3 

B. 神是全知的（第3天）（可以說：神是⼀個有法治和有秩序的神，他
創造的⼀切都是有秩序的，有⼀種模式） 
 
神只⽤話語就創造了成熟的果⼦和粗壯的樹⽊，已包含遺傳信息 
每個種⼦都包含像百科全書⼀樣完備的指⽰，讓植物本⾝知道如何⽣
⾧和繁殖，以及如何製造更多種⼦。詩篇 147：5 
 
創世紀1:29 ...菜蔬...有種⼦的果⼦。我們不需要營養學家告訴我們綠
⾊...奇亞籽、葡萄籽等對我們有好處。神創造了我們，讓我們知道什
麼是有益的。透過閱讀聖經，我們知道什麼是最適合我們的。 

C. 神無處不在，祂可以同時存在於四⽅⼋⾯ 
只有神擁有這個屬性。他獨⾃創造了我們所⽣活的複雜世界。耶利⽶
書 23：23-24、51:15  
如果我們觀看屬靈世界，沒有其他的神明被賦予這些特徵。天使也不
具備這些能⼒，縱使天使強⼤⽽聰明。 

D. 神是⼀個秩序和法律的神（第4天）（可以說：神絕不粗⼼⼤意，他
所做的⼀切都是按照他的律法，要強調神創造⼤⾃然的律法，因為創
世紀3章關於神的屬靈律法） 
（可以問：為什麼神不覺得是很難做？） 
（你試過為⼀個⼤房間掛起聖誕燈？你覺得如何？） 
太陽和⽉亮不僅僅是為我們提供光和熱，⽽是像天⽂鐘⼀樣，標誌著
⽇⼦、季節和年代。詩篇104：19（可以問：如果你太陽在某些⽇⼦不
升起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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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規則或律法來保持宇宙的正常運作。 
（想像⼀下，如果在幾分鐘之內，地⼼引⼒忽然消失被暫停，或者太
陽⼀天從西⽅升起，另⼀天從北⽅升起？） 
 
我們本能地尊重這些律法。例如，我們會⾮常⼩⼼地沿著懸崖的邊緣
⾛，因為我們知道違反地⼼引⼒定律有嚴重的後果。這些物理定律確
定了⼀些界線。如果你仍然在邊線內，你是安全的。如果你離開邊
界，你會受傷。 
 
我們的神是有秩序的神，有規則的神，他從不犯錯的。你和我可以依
靠他的⼀致性和信實。神是信實的，因為祂愛我們。 
 
各從其類（第3⽇、第5⽇和第6⽇）這如何反映神的屬性？神是愛。他
不會讓⼈受到智慧的混淆。 
 
第五天（可以說：海洋⽣物和⿃類是在同⼀天創造的，神不需要數百
萬年讓⿃類從⿃類演化出來！） 
植物、海洋⽣物、⿃類和動物根據種類進⾏繁殖 = 貓⽣出貓，⾺⽣出
⾺。我們不需要擔⼼，當我們種植薯仔卻⾧出棕櫚樹來。（可以問：
為什麼動物不是進化出來？哥林多前書15:39提到，凡⾁體各有不同，
⼈有⼀種⽣物、動物有另⼀種、⿃類是另⼀種、⿂是另⼀種。 

通過繁殖，⽣物可以發育成不同的品種，但它們仍然是同⼀類別。遺
傳信息無法改善或增加。相反，遺傳信息只會減少，從⽽產⽣新的品
種。（因此，⼈不能從猿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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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神是完美無瑕和聖潔的（可以問：為什麼有科學去研究宇宙？）因為
⼈類想知神的物理規律如何把宇宙裡每⼀個星球的運轉軌跡保持驚⼈
的精確度） 
神完成了每⼀天創造都這樣說： 
神看⾒這是好的... 創世記 1:25  
 
因為神是完美的，他只能做⼀個完美的創造。 （注意：在你們的討論
中，要時常提及神的信實，就像我們能相信⼤⾃然會各從其類來繁
殖，我們也可以相信我們的創造主，祂是忠實的，值得信賴的） 

F. 神照著祂的形像造⼈ 
⼈是照著神的形象被造的。這是什麼意思？我們的個性與神聯繫，成
為祂的朋友。 

⼈是有靈的活⼈：神給⼈永恆的本性 - 永遠存在的靈魂。這就是為什
麼⼈渴望⾧壽的緣故。神把這個永恆的盼望放在我們裡⾯。傳道書3：
11 ⼈有永恆的特質。（舉例：秦始皇想要“⾧⽣不⽼”藥，我們中國⼈
喜歡吃⾧壽麵或壽包等） 
 
⼈的靈驅使⼈要與神溝通並且渴慕神。有些⼈可以感覺到靈界有想傷
害或幫助他們勢⼒。 （試舉⽣活的例⼦...⼈們透過求神問⼘來趨吉避
凶。） 
 
神是完美的，當他創造⼈的時候，⼈是無罪的。⼈有無罪的特質。 
 
⼈有魂：神是⼈的造物主。他讓⼈有思想，去調查和理解神所擁有的
能⼒。⼈可以作為⼀個聰明⽽有思考的⼈與神相聯繫。神讓⼈有情
感，能夠愛神，感受祂的愛。神也讓⼈有意志，使⼈能夠⾃由地回應
神，⽽不是像⼀台機器，能夠成為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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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神的屬性的能⼒ - 有時被稱為神的榮耀。當神照著⾃⼰的形象
創造你和我的時候，他希望我們能反映⼀下他的樣式。（舉例：今天
看世界，⼈已經失去了這個神給予的⾝份，中國⼈迷信⼗⼆⽣肖，星
座...如果需要，請詳細說明） 

⼈有⾝體：神是個靈，但祂給⼈⼀個⾝體，供⼈的靈魂住，我們⾁體
是由地⾯的塵⼟形成的。 （⾻，⾁體） 

只有神才能賜予⽣命，沒有⼈或天使，其他神明具有這種能⼒。 

結束禱告： 
⽤1分鐘時間與我們的造物主交談。（可以讓你的朋友分享神的⼀個⽅
⾯，並⽤這個事實告訴神他/她學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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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創世紀 2:1-25

（可以說：神是愛和良善的神，他為⼈類準備了所需要的⼀切） 

A. 神是愛：他栽種⼀座美麗的花園 
閱讀創世紀第⼆章 
神說有光就有了光。但對亞當來說，他特別為亞當栽種了⼀座美麗的
花園。神在伊甸園裡，種植了亞當所需要賴以為⽣的所有蔬菜和果
樹，創世記 1:29…神說，看，我已經給你們各樣的菜蔬......給你們作為
⾷物 
 
種植：試想像給你買蛋糕或親⾃為你焗蛋糕的⼈的分別？感覺是不⼀
樣的（神親⾃栽種⼀個美麗的花園） 

B. 神是⾄⾼無上的，他把亞當放在伊甸園裡 
神創造了⼀切。他是萬物的主⼈。因此，他有權利和有權柄按照他所
希望的，掌管所有被造之物。⼀切屬於神。神有最⼤的權威，神將亞
當安放在伊甸園裡，神吩咐亞當照顧伊甸園。 
照顧=⼯作 
在伊甸園⼯作很愉快，不⽤流汗，地⼟⽣出菜蔬，很輕鬆


C. 神與⼈溝通：神向亞當講說話，告訴他必須做的事情。 
神決定亞當的⼀切都是好事。亞當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壞事，因為神給
了他⼀切最好的東西，亞當和夏娃⼀切都依靠神。 
神今天仍然是⼀樣的。他沒有讓我們為⾃⼰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
錯的。神給了聖經，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什麼取悅祂和什麼惹怒祂。 
亞當和夏娃沒有罪。他們⾚⾝裸體也不覺得羞恥 

D. 神是聖潔和公義的。他要求死亡作為罪的⼯價 
閱讀創世記2:17。 
神對亞當說，如果你吃這棵樹的果⼦，你必定死。

創世記 2:17是神現在發給亞當的⼀個命令。 



如果律法不受尊重，會有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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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神給了⼀個命令=律法（這與創世紀 1:28的祝福不同）如果亞當
不服從神的命令，將會有後果。神愛亞當，祂有告訴亞當後果。

（交通律法：如果⼀輛汽⾞越過限速，會被罰款）

（地⼼引⼒：如果我們跳過陽台，我們會死）

   
神是聖潔公義的。他不能容忍罪惡或包容罪惡。神說話、⾏事，應許
和履⾏。如果他吃禁果，亞當肯定會死。


神是愛（可以說：神決定給亞當⼀個妻⼦，神讓⼈有婚姻） 
神知道我們的需要，知道什麼對我們最好。 

閱讀創世記 2:18…我要為他造⼀個配偶幫助他，祂愛亞當，他知道他
的需要，並為他提供。 
（根據你在向誰說話）：

已婚夫婦：婚姻由神設合的。婚姻是神的旨意。因此，他決定/訂⽴男
⼈與妻⼦的⾓⾊和責任。有關婚姻的事，男⼈需要尋求神，因為只有
祂知道如何解決和恢復破碎的婚姻，當我們容許神介⼊，神可以解決
我們婚姻的問題。（在今天的世界，⼈們慌亂地尋求⼈給予婚姻輔
導，⽽不是尋求神，iPhone需要回到iPhone服務中⼼⽽不是三星服務
中⼼。）妻⼦=內⼈ 

青年：創世記 2:19-20…神將動物帶到亞當⾯前，讓他來命名。 
就好像⽗親帶⼩狗給他的兒⼦/⼥兒為牠命名。神⾮常愛和關⼼我們。 

結束禱告：分享⼀樣今⽇學到關於神的新事物。與神愛與我們溝通的
創造主交流！

創世紀 2:12 - Google 幼發拉底河（能夠 Google 看到聖經中的地⽅）
創世記 2:15 - 神把⼈放在祂的花園裡。⼤⾃然可以使⼈⾮常放鬆。我



們喜歡去野外放鬆⾝⼼靈，⽔聲/⿃聲就是最放鬆的⾳樂。沒有⼈會說
他們聽到汽⾞喇叭或看⾼樓廈時感到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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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創世記 3：1-24

A. 撒但以蛇的樣式欺騙夏娃。 
主題：彰顯撒但對神和⼈的仇恨。要了解撒但是神的敵⼈，撒但是撒謊
者，控訴者，欺騙者，殺⼈兇⼿。 

⽣活在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擁有他們所需要的⼀切。神是他們的朋
友，祂愛他們，他們⽣活得很快樂。 
但你記得神的勁敵撒但嗎？撒但看⾒神創造⼈，愛亞當和夏娃。撒但憎
恨神所愛的，撒但摧毀了神所建造的東西。牠總是與神對抗。 
（就像我們愛看的警匪⽚，三合會⼿領會綁架警員的愛⼈（妻⼦，⼥
兒，⼥朋友）來威脅或傷害警員，仇敵永遠會針對傷害你的親⼈來打擊
你。 

那麼你認為撒但會攻擊誰呢？亞當和夏娃...（你和我！） 

撒但看⾒神讓亞當作地球的統治者。牠知道神對亞當有關分別善惡樹的
警告。因為撒但恨神，所以他要摧毀神創造的男⼈和⼥⼈。因此，撒但
計劃欺騙和誘惑亞當和夏娃來破壞他們。（可以問：為什麼夏娃不怕跟
蛇說話？） 

B. 撒但誘惑和欺騙夏娃。 
主題：撒但挑戰神和祂的旨意。牠是騙⼦和欺騙者。他恨惡⼈類 
（可以問：撒但知道神對亞當的警告嗎？）撒但將神對亞當說話相反地
說給亞當聽。 
神說，你必定死。創世記2:17，但撒但說，你不⼀定會死。創世記3：4
（可以說：撒但的謊⾔是什麼，殺死你的⼀切，或者導致你反叛神、反
叛⽗母、反叛當權者？） 
神的好意，撒但就對神的好意種下懷疑？創世記3：5 



撒但的武器是讓我們懷疑神對我們的愛。 
（可以問：你覺得撒但的謊⾔背後是什麼？反抗神的權柄？告訴夏娃她
不需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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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亞當和夏娃犯罪。（⼈的墮落） 
夏娃偷吃禁果背叛了神。她把果⼦交給亞當，他也吃了。這是罪。 
（可以問：夏娃犯什麼罪？她被欺騙了。哥林多前書11：3） 
亞當犯什麼罪？他不順服。羅⾺書5:19、提摩太前書2:14） 
⼤多數⼈認為罪是有害的⾏為，如謀殺，偷竊，說謊等等。 
   
亞當和夏娃有否傷害任何⼈？沒有，他們只是吃了神告訴他們不能吃的
那棵樹上的果⼦。這是罪。罪就是不遵守神的誡命。神頒布了律法給亞
當和夏娃，但他們無視律法。 

神是我們的造物主。他創造了⼀切。所以他有權告訴我們該做什麼。 

D. 亞當和夏娃罪的結果。 （可以問：你覺得撒但是否正確？）（讓慕道
者⾃⼰找答案） 

1. ⼈嘗試⾃⼰找解決⽅案...拿無花果樹的葉⼦。創世記 3：7 
2. ⼈為⾃⼰編作裙⼦...創世紀 3：7 
3. ⼈逃避神...創世記 3：8 
4. ⼈害怕...創世記 3：10 
5. ⼈相互責怪...創世紀 3：11-13 
（可以說：這些都是⼈與神分隔的跡象，問：為什麼他們的罪將他們與
神分隔？以賽亞書59：2） 
將上述情況與今天我們如何⾯對罪作⽐較（如，通緝犯會逃亡到外地） 

E. 神是聖潔公義。他要求死亡作為罪的⼯價。 
罪有後果： 
當我們不尊重律法時，會有後果。如果⼀個⼈無視地⼼引⼒跳下懸崖或
20層⾼的樓宇，，就會死亡。 （給更多的現實⽣活的例⼦：早前有兩個



⼥⼠在動物園裡⾛出汽⾞的視頻，他們不應該這樣做，結果⼀個⼈死
亡，另⼀個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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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有很⼤的後果。 
當他們吃禁果時，他們⽴即與神分隔。神總是履⾏祂所說的話。祂從不
改變。 

神是聖潔公義。祂不容忍罪惡。對罪敏感就像我們對⼀隻⼩螞蟻爬在我
們⼿上⼀樣敏感，祂不會繼續與不遵守祂的命令的⼈的友誼/關係。他討
厭⼀切錯誤的（罪），並且以死亡的⽅式懲罰所有不服從他的命令。因
為亞當和夏娃不服從神，他們就被切斷與神的友誼/關係。他們現在與撒
但，神的勁敵企在同⼀陣線。 

道具課：帶上樹枝或⼀⽀花。 
問：你覺得樹枝或⼀⽀花是否仍有⽣命？ 
解釋：它們已被切斷了⽣命之源。雖然樹枝、葉⼦或花沒有⽴即死亡。
他們看起來仍然很漂亮，但是，他們已經開始凋謝，很快就會枯萎，死
亡。 

同樣的事情發⽣在亞當和夏娃⾝上。在他們不服從神的那⼀天，他們的
⾝體並沒有⽴即死亡，但實際上他們已經將⾃⼰與神分隔，從⽣命之源
切斷，並成為神的敵⼈。他們正在死亡的路上。 

死亡是什麼意思？= 分離 
1. 他們在神的形像中被造去認識，愛和順服神的⼀部分，⽴即與神分隔

（屬靈的死亡） 
2. 他們的⾝體最終會死亡（⾝體死亡） 
3. 永遠與神分隔，他們將去神為撒但和惡靈準備的永恆的懲罰的地⽅ 

（永恆的死亡） 



（既然撒但不能勝過神，他就想把神愛的⼈帶到地獄去傷害神，就像警
匪⽚⼀樣，即使我死了......我也找你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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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罪性成為⼈的⼀部分 
從那時起，亞當的後裔有⼈的罪性，不再是神的完美形象 創世記 5：1-3 

⼈類，⽣於罪惡，有罪性。⼈做壞事不⽤教，但做好事要⽤⼒教。 （像
中國⼈說，⼀個⼈學好需要三年，但⼀⽇就可以學壞） 

• ⼈的問題：⼈成為⼀個罪⼈，無助，⼈不能救⾃⼰ 

⼈需要以神的⽅式來到神的⾯前，⽽不是⼈的⽅式。神不接受⼈的⾃⼰
的⽅式，就是⽤無花果葉遮蔽⾝上。神不接受⼈⽤⾃⼰的⽅法贖罪。⼈
違背神的律法，必須按照律法頒布者的⽅式買贖⾃⼰。 

（像你在⾹港犯了⾹港法例，你將根據⾹港法例判刑，⽽不是其他國家
如新加坡法律判刑） 

• 神的解決⽅案：創世記3:22 ...神為亞當和他妻⼦⽤⽪⼦作⾐服、給他們
穿。只有神才能提供解決亞當和夏娃⾚⾝裸體的辦法。可以說：神是
慈愛的。 

⽪⼦作⾐服：意味著⼀隻動物必須被殺死。 （這是第⼀件⽪⾐或外
套），創世記 3：7 亞當⾃⼰的解決⽅案相⽐較，將無花果葉縫合在⼀
起，與創世紀 3：21⽤神的解決⽅法將⽤⽪⾐他們的⾝體覆蓋起來。無花
果葉意味著亞當和夏娃第⼀次經歷內疚和羞恥。像許多⼈⼀樣，他們只
能修復⾃⼰的外表，希望神永遠不會注意到內在發⽣了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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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上帝殺死動物？ 
1. 為亞當和夏娃提供⾐服，即使他們不配。神是慈愛的。他把⾐服放在

他們⾝上，不⽤他們⾃⼰想辦法。 

2. 神殺死了動物，為亞當和夏娃做了可以接受的遮蓋。雖然動物的⾎不
能付清罪的⼯價，直到基督來之前，神暫時接受以動物的⾎作贖罪
祭。羅⾺書 6:23 罪的⼯價乃是死。 

3. 神藉著此事為耶穌的到來做了⼀個預表，耶穌必須由童貞⼥所⽣，來
到這世界：耶穌沒有罪性，他的死，就像動物死了，流⾎遮蓋亞當和
夏娃。耶穌在⼗字架上死了，流出寶⾎遮蓋我們。他為我們的罪付了
贖價，我們被他的⾎買贖了。 

當我們接受耶穌在⼗字架上的死亡，並相信他是神的兒⼦時，我們得到
耶穌的⽣命，我們與神的關係得到恢復。 

選擇 
⼈被給了⼀個選擇。這是⼀個簡單的選擇，但卻具有巨⼤的後果： 
• 吃還是不吃 
• 服從或不服從 
• 愛神或不愛神。這個選擇將會定義了你在神眼中是⼀個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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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願意悔改嗎？你承認你是⼀個無助的罪⼈，需要耶穌基督的⾎來
恢復你與神的關係嗎？ （可以說，神是聖潔公義，他要求死亡作為罪的
⼯價，神是聖潔的，祂不能容忍任何罪惡。） 

如果你願意，我會帶你做⼀個禱告。在此之前，你能先看禱告嗎？ （讓
慕道者先閱讀以下禱告，了解他將要做的是怎樣的⼀個禱告。） 

決志禱告 
親愛的天⽗，我承認我犯了罪，不配得在天堂與祢同住。我相信耶穌是
神的兒⼦，祂死是要為我付上罪的代價。求祢原諒我，進⼊我⼼裡⾯，
成為我⽣命中的主宰，從今以後，幫助我開始為祢⽽活，禱告奉耶穌基
督得勝之名祈求！阿⾨！ 

在這6堂慕道課程之後 
a）可以做啟發課程（前4章⾮常清楚地講解耶穌的死） 
b）或Ignite 點燃課程 
c）或參加與神相遇前課程 
d）鞏固課程（5項確據） 
e）基督徒⽣活課程（8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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