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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lberg Catechism 

 
Preface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presented below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dopted by th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in 
1975, with later editorial revisions incorporated as approved by the Synod of 1988. 
 

 The latter part of Question 80 has been removed, in line with a decision of Synod 2006. 
 

 Some revisions are made to allow for more clarity in reading by congregations in 
worship. Example: In the1975/1988 version, Lord’s Day 47 starts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es the first request mean? In our revised version, this reads: In the Lord’s 
Prayer, what does the first request mea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that of Paul Zhiyong Wang. See his earlier translation in Simplified 
Chinese. Minor revisions are incorporated for improved accuracy and user-friendliness. In 2013 
we celebrated the 450th anniversary of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For our part, we offer this 
Chinese vers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catechism accessible to more readers. 
 
All glory be to the Lord ou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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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1

1 問: 你無論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麽？ 

答: 我無論是生是死，身體靈魂 (b) 皆非己有 (a)，而是屬於我信實的救主耶穌基督 

(c)。祂用寶血完全補償了我一切的罪債 (d)，並且救我脫離了魔鬼的一切的權勢 (e)；

因此，祂保守我 (f)，若非天父允許，我的頭發一根也不會掉下 (g)；祂叫萬事互相效

力，使我得救 (h)。故此，祂藉聖靈也使我有永生的確信 (i)，並且使我從此以後甘心

樂意地為祂而活 (j)。

2 問: 你無論是生是死，要享有這種安慰，有多少事情必須知道呢？ 

答: 有三件事：第一，我的罪惡和愁苦有多大 (k)；第二，我當怎樣從自己一切罪惡

和愁苦中得拯救 (l)；第三，我當怎樣為這樣的拯救感謝上帝(m)。 

(a) 林前 6:19-20 (b)  羅 14:7-9 (c) 林前 3:23; 多 2:14 (d) 彼前 1:18-19; 約壹 1:7-9; 2:2 (e) 約

8:34-36; 來 2:14-15; 約壹 3:1-11 (f) 約 6:39-40; 10:27-30; 帖後 3:3; 彼前 1:5 (g) 太 10:29-31; 路

21:16-18 (h) 羅 8:28 (i) 羅 8:15-16; 林後 1:21-22; 5:5; 弗 1:13-14 (j) 羅 8:1-17 (k) 羅 3:9-10; 約壹

1:10 (l) 約 17:3; 徒 4:12; 10:43 (m) 太 5:16; 羅 6:13; 弗 5:8-10; 提後 2:15; 彼前 2:9-10.

（一）論人的愁苦

主日 2 

3 問: 你從何處知道你的愁苦呢？ 

答:從上帝的律法 (a)。 

4 問: 上帝的律法對我們有什麽要求？ 

答: 基督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節至四十節中總括地教訓了我們：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b)。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 (c)。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5 問: 你能全守這些誡命嗎？ 

答: 不能 (d)。因為我的本性是傾向於憎恨上帝和鄰舍的 (e)。 

(a) 羅 3:20; 7:7-25 (b) 申 6:5 (c) 利 19:18 (d) 羅 3:9-20, 23; 約壹 1:8, 10 (e) 創 6:5; 耶 17:9; 羅

7:23-24; 8:7; 弗 2:1-3; 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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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3 

 

6 問: 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惡悖逆嗎？ 

答: 絕不。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 (a)，且是按照祂自己的形像造的 (b)，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 (c)；目的是要叫他正確地認識他的創造者上帝 (d)，誠心愛祂，與祂同住在永

福之中，贊美榮耀祂 (e)。 

 

7 問: 那麽，這種敗壞的人性是從何而來的呢？ 

答: 是從始祖亞當夏娃在樂園中墮落悖逆而來 (f)，因此我們的本性變得極其敗壞 

(g)，以致我們都是在罪裏成孕出生的 (h)。 

 

8 問: 是否我們都是極其敗壞，完全無法行任何善，並傾向於各樣罪惡呢？ 

答: 是的 (i)。除非我們由上帝的靈重生 (j)。 

 

(a) 創 1:31 (b) 創 1:26-27 (c) 弗 4:24 (d) 西 3:10 (e) 詩 8 (f) 創 3 (g) 羅 5:12, 18-19 (h) 詩 51:5 (i) 

創 6:5; 8:21; 伯 14:4; 賽 53:6 (j) 約 3:3-5. 

 
 

主日 4 

 

9 問: 那麽，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豈非冤屈人嗎？ 

答: 絕不。因為上帝造人，叫他本來有能力遵行律法 (a)；但人因魔鬼的試探 (b)，自

甘悖逆 (c)，使自己及其後裔的這種能力喪失了 (d)。 

 

10 問: 上帝是否放任這種悖逆或背信，使之不受刑罰呢？ 

答: 絕不。祂極其憎惡我們的原罪和本罪，並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義的審判刑罰罪惡 

(e)，正如祂已宣告說：「凡不時常遵守律法書上所寫的，都是被咒詛的」 (f)。 

 

11 問: 上帝不也是慈愛的嗎？ 

答: 上帝固然是慈愛的 (g)，但祂也是公義的 (h)；因此，祂的公義要求幹犯至高上帝

之威嚴的罪惡，必須處以極刑 ，就是身體和靈魂一同受到永遠的刑罰 (i)。 

 
 

(a) 創 1:31; 弗 4:24 (b) 創 3:13; 約 8:44 (c) 創 3:6 (d) 羅 5:12,18-19 (e) 出 34:7; 詩 5:4-6; 鴻 1:2; 

羅 1:18; 弗 5:6; 來 9:27 (f) 加 3:10; 申 27:26 (g) 出 34:6-7; 詩 103:8-9 (h) 出 34:7; 申 7:9-11; 詩

5:4-6; 來 10:30-31 (i) 太 25: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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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人的得救 

 

主日 5 

  

12 問: 既然根據上帝公義的審判，我們當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罰，那麽，是否有逃避

這刑罰，再次得蒙上帝恩寵的方法呢？ 

答: 按照上帝的旨意，祂的公義必須得到滿足 (a)；因此，我們必須完全滿足祂的公

義，若不是由我們自己補償，便得由別人來替代 (b)。 

 

13 問: 我們自己能夠做到嗎？ 

答: 絕對不能；我們反而天天加增罪債 (c)。 

 

14 問: 在受造者中有能為我們做到的嗎？ 

答: 沒有。首先，上帝不會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罰其他任何受造者 (d)；其次，僅

是受造者不能擔當上帝對罪惡所發出的永遠憤怒的重負，從而使他人得到拯救 (e)。 

 

15 問: 那麽，我們必須尋求一位怎樣的中保和救主呢？ 

答: 一位真實 (f)而無罪 (g) 的人，但卻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時也是真上帝的 

(h)。 

 

(a) 出 23:7; 羅 2:1-11 (b) 賽 53:11; 羅 8:3-4 (c) 太 6:12; 羅 2:4-5 (d) 結 18:4,20; 來 2:14-18 (e) 

詩 49:7-9; 130:3 (f) 羅 1:3; 林前 15:21; 來 2:17 (g) 賽 53:9; 林後 5:21; 來 7:26 (h) 賽 7:14; 9:6; 

耶 23:6; 約 1:1. 

 
 

主日 6 

 

16 問: 這位中保和救主為何必須是真實而無罪的人呢？ 

答: 這位中保和救主必須是一位真實的人，因為上帝的公義要求那犯了罪的人本身應

當為罪補償 (a) ；祂必須是一位無罪的人，因為本身就是罪人的人無法為他人作出補

償 (b) 。 

 

17 問:  這位中保和救主為何必須同時又是真上帝呢？ 

答: 這位中保和救主必須是真上帝，如此才能藉著祂神性的大能，在其人性中承擔上

帝憤怒的重負，為我們獲得並恢復公義和生命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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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問: 那麽，誰是那位中保，既是真上帝又是真實而無罪的人呢？ 

答: 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d)；上帝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贖 (e)。 

  
 

19 問: 你從哪裏知道這事呢？ 

答: 從神聖的福音。這福音是上帝自己首先在樂園裏啟示的 (f)，以後由族長 (g) 和先

知 (h) 予以宣布，並由律法中的獻祭和其他禮儀預表 (i)，最後由祂的獨生愛子成就了 

(j)。 

 

(a) 羅 5:12,15; 林前 15:21; 來 2:14-16 (b) 來 7:26,27; 彼前 3:18 (c) 賽 53; 約 3:16; 林後 5:21 (d) 

太 1:21-23; 路 2:11; 提前 2:5 (e) 林前 1:30 (f) 創 3:15 (g) 創 22:18; 49:10 (h) 賽 53; 耶 23:5-6; 

彌 7:18-20; 徒 10:43; 來 1:1-2 (i) 利 1:7; 約 5:46; 來 10:1-10 (j) 羅 10:4; 加 4:4-5; 西 2:17. 

 
 
 
 
 

主日 7 

 

20 問: 因著亞當，眾人都滅亡了，是否因著基督，眾人就都得救呢？ 

答: 不; 只有那些藉著真信心連於基督, 並接受祂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 (a)。 

 

21 問: 什麽是真信心？ 

答: 真信心不僅是一種確實的知識，藉此我認定上帝在聖經中向我們所啟示的一切皆

為真理 (b)；也是一種堅定的信靠 (c)，是由聖靈 (d)通過福音 (e)在我裏面做成的工

作；使我確信，唯獨出於上帝的恩典，唯獨因基督的功德 (f)，就白白地將赦罪及永

遠的公義和拯救 (h)，不僅賜給別人，也賜給了我 (g)。 

 
 

22 問: 什麽是基督徒所必須相信的？ 

答: 就是在福音裏所應許我們的一切 (i)，也就是我們基督教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條中簡

略地教訓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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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問: 這些信條是什麽？ 

答: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著聖靈感孕，從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

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

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

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

生。阿們！ 

 

(a) 太 7:14; 約 3:16,18,36; 羅 11:16-21 (b) 約壹 17:3,17; 來 11:1-3; 雅 2:19 (c) 羅 4:18-21; 5:1; 

10:10; 來 4:14-16 (d) 太 16:15-17; 約 3:5; 徒 16:14 (e) 羅 1:16; 10:17; 林前 1:21 (f) 羅 3:21-26; 

加 2:16; 弗 2:8-10 (g) 加 2:20 (h) 羅 1:17; 來 10:10 (i) 太 28:18-20; 約 20:30-31. 

 

主日 8 

24 問: 怎樣劃分這些信條呢？ 

答: 劃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聖父上帝和我們的受造；第二部分論聖子上帝和我們

的救贖；第三部分論聖靈上帝和我們的成聖。 

 

25 問: 上帝既然是獨一的 (a), 你為何說有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呢？ 

答: 因為上帝在聖經中是這樣啟示祂自己的 (b)，這三個不同的位格乃是獨一、真

實、永恆的上帝。 

(a) 申6:4; 林前8:4,6 (b) 太3:16-17; 28:18-19; 路4:18 (賽 61:1); 約14:26; 15:26; 林後13:14; 加4:6; 

多3:5-6. 

 

論聖父上帝 

主日 9 

26 問: 當你說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時，你相信的是什麽呢？ 

答: 我相信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永恒之父，從無中創造天地 ，以及其中的一切 (a)，又

用祂永恒的預旨和護理托住並治理它們 (b)，祂因祂兒子基督的緣故，作我的上帝和

天父 (c)。我相信祂必供給我身體和靈魂一切的需要 (d)，對此我毫無懷疑；此外，在

這流淚谷，凡祂所降在我身上的災難，都會變為對我有益的 (e)；因為祂既是無所不

能的上帝 (f)，便能如此行，並且祂既是一位信實的天父，也願意如此行 (g)。 

 

(a) 創 1-2; 出 20:11; 詩 33:6; 賽 44:24; 徒 4:24; 14:15 (2) 詩 104; 太 6:30; 10:29; 弗 1:11 (c) 約

1:12-13; 羅 8:15-16; 加 4:4-7; 弗 1:5 (d) 詩 55:22; 太 6:25-26; 路 12:22-31 (e) 羅 8:28 (f) 創

18:14; 羅 8:31-39 (g) 太 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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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10 

 

27 問: 你所了解的上帝的護理是什麽？ 

答: 上帝用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能力 (a)，猶如祂的手一樣，托住天地萬物 (b)，並

且管理它們，以致一草一木，天晴下雨，豐年荒年，飲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貧

窮 (c)，一切都非偶然發生 (d)，而是出於上帝之手 (e)。 

 

28 問: 我們知道上帝創造萬有，並一直藉著護理之工維系萬物，有什麽益處呢？ 

答: 我們可以在患難中忍耐 (f)，在順境中感恩 (g)；對於將來臨到我們的一切，能堅

定地信靠信實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們與祂的愛隔絕 (h)。因為萬物都

在祂的手中，祂若不許，它們動也不能動 (i)。 

 

(a) 耶23:23-24; 徒17:24-28 (b) 來1:3 (c) 耶5:24; 徒14:15-17; 約9:3; 箴22:2 (d) 箴16:33 (e) 太

10:29 (f) 伯1:21-22; 雅1:3 (g) 申8:10; 帖前5:18 (h) 詩55:22; 羅5:3-5; 8:38-39 (i) 伯1:12; 2:6; 箴

21:1; 徒17:24-28. 

 
 

論聖子上帝 

 

主日 11 

 

29 問: 上帝的兒子為何起名叫 「耶穌」，即 「救主」呢？ 

答: 因為祂把我們從罪惡裏拯救出來 (a)；我們不當向其他任何人尋求拯救，也不能

從其他任何人得著拯救 (b)。 

 

30 問: 這樣，那些向聖徒、自己、或其他地方尋求拯救和幸福的人，真是相信獨一

的救主耶穌嗎？ 

答: 不。雖然他們也許在言語上誇耀祂，但在行為上卻否認獨一的救主耶穌 (c)。要

麽耶穌不是完全的救主，要麽凡用真信心接受這位救主的，就必定在祂裏面，找到

為他們得救所必需的一切 (d)。 

 

(a) 太 1:21; 來 7:25 (b) 賽 43:11; 約 15:5; 徒 4:11-12; 提前 2:5 (c) 林前 1:12-13; 加 5:4 (d) 西

1:19-20; 2:10; 約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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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12 

 

31 問: 為何祂被稱為 「基督」，即 「受膏者」呢？ 

答: 因為祂被聖父上帝所立，又被聖靈所膏 (a)，作我們的大先知和教師 (b)，祂完全

向我們啟示上帝關乎我們救贖奧秘的預旨 (c)；祂也是我們惟一的大祭司 (d)，一次獻

上祂的身體，救贖了我們 (e)，並且永遠活著，替我們向上帝不住地代求 (f)；祂又是

我們永遠的大君王 (g)，用祂的話語和聖靈統管我們，護衛並保守我們在祂為我們所

買贖的救贖之樂中 (h)。 

 

32 問: 你為何被稱為基督徒呢？ 

答: 因為我藉著信心 (i) 而成為基督的肢體，因此在祂的恩膏上有份 (j)；以致於我也可

以承認祂的名 (k)，把自己作為感恩的活祭獻給祂 (l)，又可以用自由和無虧的良心，

在今生今世與罪惡和魔鬼爭戰 (m)，並且從此以後，與祂一同作王，掌管萬物，直到

永遠 (n)。 

 

(a) 路3:21-22; 4:14-19 (賽61:1); 來 1:9 (詩45:7) (b) 徒3:22(申18:15) (c) 約1:18; 15:15 (d) 來7:17 

(詩110:4) (e) 來9:12; 10:11-14 (f) 羅8:34; 來9:24 (g) 太21:5(亞9:9) (h) 太28:18-20; 約10:28; 啟

12:10-11 (i) 林前12:12-27 (j)徒2:17 (珥2:28); 約壹2:27 (k) 太10:32; 羅10:9-10; 來13:15 (l) 羅12:1; 

彼前2:5,9 (m) 加5:16-17; 弗6:11; 提前1:18-19 (n) 太25:34; 提後2:12. 

 
 

主日13 

 

33 問: 既然我們也是上帝的兒女，祂卻為何被稱為上帝 「獨生的子」呢？ 

答: 因為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來的兒子 (a)；我們卻是因祂的緣故，靠著恩

典，被收納為上帝的兒女 (b)。 

 

34 問: 你為何稱祂為 「我們的主」呢？ 

答: 因為祂不是用金銀, 乃是用祂的寶血 (c), 從罪惡和魔鬼一切的權勢下 (d), 拯救了我

們的身體和靈魂, 叫我們歸於祂, 唯獨作祂自己的產業 (e)。 

 

(a) 約1:1-3,14,18; 來1 (b) 約1:12; 羅8:14-17; 弗1:5-6 (c) 彼前1:18-19 (d) 西1:13-14; 來2:14-15 (e) 

林前6:20; 提前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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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14 

 

35 問: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是什麽意思？ 

答: 意即上帝永恒的兒子 - 祂現在是並且永遠是永恒的真上帝 (a) -  因聖靈的運行 (b)，

自己取了由童貞女馬利亞的血肉而來的人性 (c)，為要成為大衛真正的後裔 (d)，凡事

與祂的弟兄一樣 (e)，只是沒有犯罪 (f)。 

 

36 問: 你從基督聖潔的成孕和出生得了什麽恩惠呢？ 

答: 祂作了我的中保 (g)，並用祂的純全和聖潔，在上帝面前遮蓋我的罪，我本是在

罪中成胎的 (h)。 

 

(a) 約 1:1; 10:30-36; 徒 13:33 (詩 2:7); 西 1:15-17; 約壹 5:20 (b) 路 1:35 (c) 太 1:18-23; 約 1:14; 

加 4:4; 來 2:14 (d) 撒下 7:12-16; 詩 132:11; 太 1:1; 羅 1:3 (e) 腓 2:7; 來 2:17 (f) 來 4:15; 7:26-27 

(g) 提前 2:5-6; 來 9:13-15 (h) 羅 8:3-4; 林後 5:21; 加 4:4-5; 彼前 1:18-19. 

 

主日 15 

 

 37 問: 當你說祂 「受難」 時，是什麽意思呢？ 

答: 意即祂活在地上的整個時期，特別是最後階段，在身體和靈魂裏，擔當了上帝對

全人類罪惡的忿怒 (a)， 作為唯一的贖罪祭 (b)，可以救贖我們的身體和靈魂脫離永

遠的沈淪 (c)，並為我們取得上帝的悅納、公義和永生 (d)。 

 

38 問: 祂為何在審判官「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呢？ 

答: 祂雖是無辜的，卻被世上的審判官定罪 (e)，以使我們從自身當受的無法回避的

上帝嚴厲的審判中被拯救出來 (f)。 

 

39 問: 祂「被釘於十字架」，比起別樣的死法，有什麽特殊的意義嗎？ 

答: 有。因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上帝所咒詛的，由此我確知祂已把那加於我身上的

咒詛擔在了自己身上 (g)。 

 

(a) 賽 53; 彼前 2:24; 3:18 (b) 羅 3:25; 來 10:14; 約壹 2:2; 4:10 (c) 羅 8:1-4; 加 3:13 (d) 約 3:16; 

羅 3:24-26 (e) 路 23:13-24; 約 19:4,12-16 (f) 賽 53:4-5; 林後 5:21; 加 3:13 (g) 加 3:10-13 (申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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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16 

 

40 問: 基督為何必須自己降卑，以至 「受死」 呢？ 

答: 因為按照上帝的公義和真理 (a)，除上帝兒子的受死之外，沒有別的補償之法 

(b)。 

 

41 問: 祂為何被 「埋葬」 了？ 

答: 祂被埋葬，證明祂確實死了 (c)。 

 

42 問: 基督既為我們死了，為何我們還要死呢？ 

答: 我們的死不是補償我們的罪 (d)，而是廢止罪，並進入永生 (e)。 

 

43 問: 我們從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和受死，另外還得到什麽恩惠呢？ 

答: 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和受死，我們的舊人與祂同釘十字架，同死同埋葬 

(f)；以使肉體的情欲在我們裏面不能再作王 (g)；相反，我們可以把自己獻給基督，

作為感恩的祭物 (h)。 

 

44 問: 為何加上 「降在陰間」 呢？ 

答: 好使我在極大的愁苦和試探中，可以確信我的主耶穌基督，藉著祂在一切苦難中

所經歷的，尤其是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那無法言表的慘痛、苦楚和驚恐，已經拯救

我脫離了地獄的慘痛和苦楚，並使我因此可以得著完全的安慰 (i)。 

 

(a) 創2:17 (b) 羅8:3-4; 腓2:8; 來2:9 (c) 賽53:9; 約19:38-42; 徒13:29; 林前15:3-4 (d) 詩 49:7 (e) 

約5:24; 腓1:21-23; 帖前5:9-10 (f) 羅6:5-11; 西2:11-12 (g) 羅6:12-14 (h) 羅12:1; 弗5:1-2 (i) 賽53; 

太26:36-46; 27:45-46; 路 22:44; 來 5:7-10. 

 

主日17 

 

45 問: 我們從基督的復活得了什麽恩惠呢？ 

答: 第一，祂藉著復活戰勝了死亡，叫我們分享祂藉著死為我們所取得的公義 (a)；

第二，我們現在也因祂復活的大能，得著新生命 (b)。第三，基督的復活成為我們將

來榮耀復活的確實保證 (c)。 

 

 (a) 羅 4:25; 林前 15:16-20; 彼前 1:3-5 (b) 羅 6:5-11; 弗 2:4-6; 西 3:1-4 (c) 羅 8:11; 林前 15:12-

23; 腓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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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18 

 

46 問: 你怎理解祂 「升天」 呢？ 

答: 就是基督在門徒眼前從地上被接到天上 (a)，為我們的益處 (b) 繼續留在那裏，直

到再來審判活人死人 (c)。 

 

47 問: 按祂所應許的，基督豈不是要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嗎 (d)？ 

答: 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按祂的人性而言，祂現在不在地上 (e)；但按祂的神

性、尊榮、恩典和聖靈而言，祂無時無刻不在我們中間 (f)。 

 

48 問: 若說基督的人性不在其神性所到之處，這豈不是說祂的二性是彼此分開的

嗎？ 

答: 絕非如此。因為神性是不受限制的，是無所不在的 (g)，就必然超乎其所取人性

的範圍，但卻依然與人性聯合 (h)。 

 

49 問: 我們從基督升天得了什麽益處？ 

答: 第一，祂在天上祂父面前作我們的代求者 (i). 第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肉身在

天上，這就確實保證，基督作為我們的頭，也要把我們這些作祂肢體的帶到祂那裏

去 (j)；第三，祂差遣聖靈作為保證 (k)，藉著聖靈的能力，我們不求地上的事，但求

天上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邊 (l)。 

 

(a) 路 24:50-51; 徒 1:9-11 (b) 羅 8:34; 弗 4:8-10; 來 7:23-25; 9:24 (c) 徒 1:11 (d) 太 28:20 (e) 徒

1:9-11; 3:19-21 (f) 太 28:18-20; 約 14:16-19 (g) 耶 23:23-24; 徒 7:48-49 (賽 66:1) (h) 約 1:14; 

3:13; 西 2:9 (i) 羅 8:34; 約壹 2:1 (j) 約 14:2; 17:24; 弗 2:4-6 (k) 約 14:16; 林後 1:21-22; 5:5 (l) 西
3:1-4. 
 

主日 19 

 

50 問: 為何加上 「坐在上帝的右邊」 呢？ 

答: 因為基督升到天上，為的是作為教會的元首到父那裏 (a)，父藉著祂統管萬有 

(b)。 

 

51 問: 我們從元首基督的這種榮耀得著什麽益處呢？ 

答: 第一, 祂藉著他的聖靈，把屬天的美德澆灌在我們這些作為祂的肢體的人身上 (c); 

第二, 祂藉著祂的大能，護衛並保守我們, 抵擋祂一切的仇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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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問: 基督「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這對你有什麽安慰？ 

答: 使我在諸般的憂愁和逼迫之中，昂首仰望將來必要從天降臨，施行審判的那一

位，祂曾在上帝的審判臺前，代我獻上了自己，除去了我一切的咒詛 (e)；那時，祂

要判定祂和我一切的仇敵有罪，把他們撇棄在永遠的沈淪中，卻要把我和一切選民

都帶到祂自己那裏，享受天上的福樂和榮耀 (f)。 

(a) 弗 1:20-23; 西 1:18 (b) 太 28:18; 約 5:22-23 (c) 徒 2:33; 弗 4:7-12 (d) 詩 110:1-2; 約 10:27-30; 

啟 19:11-16 (e) 路 21:28; 羅 8:22-25; 腓 3:20-21; 多 2:13-14 (f) 太 25:31-46; 帖後 1:6-10. 

 

論聖靈上帝 

主日 20 

53 問: 論到聖靈，你相信什麽呢？ 

答: 第一，我相信聖靈與聖父、聖子同為永恒的真上帝 (a)；第二，祂是賜給我的 

(b)，祂用真信心使我與基督及其一切恩惠有份 (c)，為的是安慰我 (d)，永遠與我同在 

(e)。 

(a) 創 1:1-2; 太 28:19; 徒 5:3-4 (b) 林前 6:19; 林後 1:21-22; 加 4:6 (c) 加 3:14 (d) 約 15:26; 徒

9:31 (e) 約 14:16-17; 彼前 4:14. 

 

主日21 

54 問: 論到「聖而公之教會」，你相信什麽呢？ 

答: 我相信這教會就是上帝的兒子 (a)，從全人類當中 (b)，自世界之始至世界之末 

(c)，藉著祂的聖靈和聖言，為自己聚集、護衛並保守的一群選民。目的是叫他們得

享永生 (d)，並且使他們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e)；並且我是 (f)，也永遠是 (g) 這團體裏

活潑的一員。 

 

55 問: 對於「我信聖徒相通」，你是怎樣理解的？ 

答: 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體，因而與祂及其一切的豐富和恩賜有份 (h)；第

二，每個信徒都有責任自覺地甘心樂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賜，使其他肢體得益處，得

救恩 (i)。 

 

56 問: 論到「我信罪得赦免」，你是怎樣相信的？ 

答: 我相信上帝因基督補罪的緣故，不再記念我的罪 (j)，也不記念我一生中必須與之

爭戰的罪性 (k)；反而仁慈地將基督的義歸於我，使我永遠不在上帝的審判臺前被定

罪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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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約 10:14-16; 徒 20:28; 羅 10:14-17; 西 1:18 (b) 創 26:3b-4; 啟 5:9 (c) 賽 59:21; 林前 11:26 (d) 

太 16:18; 約 10:28-30; 羅 8:28-30; 弗 1:3-14 (e) 徒 2:42-47; 弗 4:1-6 (f) 約壹 3:14,19-21 (g約

10:27-28; 林前 1:4-9; 彼前 1:3-5 (h) 羅 8:32; 林前 6:17; 12:4-7,12-13; 約壹 1:3 (i) 羅 12:4-8; 林

前 12:20-27; 13:1-7; 腓 2:4-8 (j) 詩 103:3-4,10,12; 彌 7:18-19; 林後 5:18-21; 約壹 1:7; 2:2 (k) 羅

7:21-25 (l) 約 3:17-18; 羅 8:1-2. 

 

主日 22 

57 問: 「我信身體復活」，這帶給你什麽安慰呢？ 

答: 在我死後，不僅我的靈魂立刻被帶到我的元首基督那裏 (a)，我的身體也要因基

督的大能活過來，與我的靈魂再次聯合，並要與基督榮耀的身體相似 (b)。  

 

58 問: 「我信永生」，你從中得著什麽安慰呢？ 

答: 既然我現在從心裏就已經開始經歷到那永恒的快樂 (c)，此生之後我也要得著那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完全的福樂，並在其中永遠地贊

美上帝 (d)。 

 (a) 路 23:43; 腓 1:21-23 (b) 林前 15:20,42-46,54; 腓 3:21; 約壹 3:2 (c) 羅 14:17 (d) 約 17:3; 林

前 2:9. 

 

主日 23 

59 問: 你相信以上這些信條，對你有何幫助呢？ 

答: 這使我在上帝面前，在基督裏稱義，並且成為永生的承受者 (a)。 

 

60 問: 你怎樣在上帝面前稱義呢？ 

答: 惟獨藉著對耶穌基督的真信心 (b)。盡管我的良心控告我嚴重地幹犯了上帝的一

切誡命，從來沒有遵守其中任何一條 (c)，並且仍然傾向於各樣的罪惡 (d)，然而上帝

出於白白的恩典 (f)，並非出於我的任何功德 (e)，將基督完全的補罪、公義和聖潔歸

於我 (g)，好像我本來就沒有罪，也從來沒有犯過罪，又好像我自己作成了基督為我

所作成的一切順服 (h)，只要我用信心接受這些恩惠就夠了 (i)。 

 

61 問: 你為何說唯獨因信稱義呢？ 

答: 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悅納，並不是因為我的信心有什麽價值；而是因為基督的補

贖、公義和聖潔，成為我在上帝面前的義 (j)。並且，我唯獨藉著信心接受此義，使

它成為我自己的義，此外別無他法 (k)。 

 

(a) 約3:36; 羅1:17 (哈2:4); 5:1-2 (b) 羅3:21-28; 加2:16; 弗2:8-9; 腓3:8-11 (c) 羅3:9-10 (d) 羅7:23 

(e) 多3:4-5 (f) 羅3:24; 弗2:8 (g) 羅4:3-5 (創 15:6); 林後5:17-19; 約壹2:1-2 (h) 羅4:24-25; 林後

5:21 (i) 約3:18; 徒16:30-31 (j) 林前 1:30-31 (k) 羅10:10; 約壹 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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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24 

62 問: 為什麽我們的善行不能作為我們在上帝面前的義，或者至少是一部分呢？ 

答: 因為能在上帝審判臺前成立的義，必須是絕對完全的義，完全合乎上帝的律法 

(a)。然而，即使我們今生那最佳的善行，也都是不完全的，都是被罪玷汙了的 (b)。  

 

63 問: 我們的善行既然算不了什麽，上帝為何要在今生和來世加以獎賞呢 (c)？ 

答: 獎賞並不是由善行賺取的，乃是出於上帝的恩典 (d)。 

 

64 問: 這教義豈非使人怠慢不敬嗎？ 

答: 絕不會。因為凡是藉著真信心被接在基督裏的人，不能不結出感恩的果子 (e)。 

 

(a) 羅 3:20; 加 3:10 (申 27:26) (b) 賽 64:6 (c) 太 5:12; 來 11:6 (d) 路 17:10; 提後 4:7-8 (e) 路

6:43-45; 約 15:5. 

 

論聖禮 

主日 25 

65 問: 我們既然惟獨因信與基督及其一切恩惠有份，這信是從何而來的呢？ 

答: 這信從聖靈而來 (a)。聖靈藉著福音的傳講在我們心裏作工，生發信心 (b)，並藉

著聖禮的施行來加以印證 (c)。 

 

66 問: 聖禮是什麽？ 

答: 聖禮是聖潔的、可見的標誌和印記。上帝設立聖禮，藉著聖禮的施行，祂可以更

完全地向我們宣布並印證福音的應許 (d) ，即祂因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犧

牲，白白地把赦罪和永生賜給我們 (e)。 

 

67 問: 那麽，聖言與聖禮的設立，目的都是為指引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犧牲乃是我們得救的唯一基礎嗎？ 

答: 誠然如此；因為聖靈在福音裏教訓我們，又藉著聖禮向我們保證，我們的救恩全

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獻上的犧牲 (f)。 

 

68 問: 基督在新約中設立了多少聖禮？ 

答: 兩個：洗禮和聖餐 (g)。 

 

(a) 約3:5; 林前2:10-14; 弗2:8 (b) 羅10:17; 彼前1:23-25 (c) 太28:19-20; 林前10:16 (d) 創17:11; 

申30:6; 羅4:11 (e) 太26:27-28; 徒2:38; 來10:10 (f) 羅6:3; 林前11:26; 加3:27 (g) 太28:19-20; 林

前11:23-26. 

 

論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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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26  

69 問: 洗禮怎樣表明並印證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獻上的犧牲，使你得益呢？ 

答: 乃是這樣：基督指定了這外在的水洗 (a) ，並加上祂的應許，使我因祂的寶血和

聖靈，得以洗凈靈魂一切污穢，即所有罪惡，恰如通常用水洗去身體的污穢一般 

(b)。 

 

70 問: 被基督的寶血與聖靈洗凈，這是什麽意思呢？ 

答:被基督的寶血洗凈，就是藉著恩典，因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犧牲所流出的寶

血，我們白白地得蒙上帝的赦罪 (c)；被聖靈洗凈，就是被聖靈更新，分別為聖，作

基督的肢體，叫我們越來越多地向罪而死，敬虔度日，無有瑕疵 (d)。 

 

71 問: 基督在哪裏應許要用祂的寶血與聖靈洗凈我們, 恰如洗禮的水洗凈呢？ 

答: 祂在設立洗禮的命令中，祂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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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f)。」 聖經上稱洗禮為重生的洗 (g) 和除去罪惡的洗 (h)，也都重述了這一應許。 

 

(a) 徒 2:38 (b) 太 3:11; 羅 6:3-10; 彼前 3:21 (c) 亞 13:1; 弗 1:7-8; 來 12:24; 彼前 1:2; 啟 1:5 (d) 

結 36:25-27; 約 3:5-8; 羅 6:4; 林前 6:11; 西 2:11-12 (e) 太 28:19 (f) 可 16:16 (g) 多 3:5 (h) 徒
22:16. 
 

主日 27 

 

72 問: 外在的水洗便能洗去罪惡嗎？ 

答: 絕對不能, 因為只有耶穌基督的寶血與聖靈才能洗凈我們一切的罪 (a). 

 

73 問: 聖靈為何稱洗禮是重生和除去罪惡的洗呢？ 

答: 上帝如此說並非沒有重大原因：祂不僅藉此教訓我們，正如身體的污穢用水洗去

一般，我們的罪也用基督的寶血與聖靈洗去 (b)；而且，祂更是藉此神聖的保證和標

記，使我們確知靈魂的罪惡真的得以洗凈，正如我們的身體用水洗凈一樣 (c)。 

 

74 問: 嬰孩也要受洗嗎？ 

答: 是的。因為他們既然與父母同屬上帝的聖約和教會 (d)，並且有因基督的寶血得

救贖脫離罪，並領受賜人信心之聖靈的應許，這應許賜給他們正如賜給他們的父母

一樣 (e)；因此，他們也藉那作為聖約標記的洗禮，被接入基督教會中，並且有別於

不信者的兒女 (f)，正如在舊約中藉著割禮所達成的 (g)，這割禮已由新約的洗禮代替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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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太 3:11; 彼前 3:21; 約壹 1:7 (b) 林前 6:11; 啟 1:5; 7:14 (c) 徒 2:38; 羅 6:3-4; 加 3:27 (d) 創

17:7; 太 19:14 (e) 賽 44:1-3; 徒 2:38-39; 16:31 (f) 徒 10:47; 林前 7:14 (g) 創 17:9-14 (h) 西 2:11-

13. 
 

論聖餐 

 

主日 28                                                                                                                     

 

75 問: 聖餐怎樣向你表明並印證你與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犧牲及其一切恩惠

有份呢？ 

答: 乃是這樣：基督已經吩咐我和眾信徒吃這擘開的餅，喝這杯，為的是記念祂；並

且賜給以下的應許 (a)：首先，祂的身體在十字架上為我而舍，為我破碎，祂的寶血

為我而流，正如我親眼看見主的餅為我擘開，主的杯遞給我一樣確實；其次，祂那

被釘的身體和流出的寶血，餵養我的靈魂，直到永生，正如我從牧師的手裏接受，

並親嘗主的餅和杯，作為基督的身體和寶血的標記一般確實。 

 

76 問: 吃基督被釘的身體，喝祂所流的寶血，這是什麽意思呢？ 

答: 這不僅是指我們用信心領受基督的一切苦難和受死，藉此獲得赦罪和永生 (b)，

也是指藉著居於基督和我們裏面的聖靈，漸漸地連於祂聖潔的身體 (c)。這樣，雖然

祂在天上 (d)，我們在地上，我們還是祂肉中的肉，骨中的骨 (e)，並且永遠靠著同一

位聖靈活著，由同一位聖靈掌管，正如身上的肢體靠著一個靈魂生存，由一個靈魂

掌管一樣 (f)。 

 

77 問: 基督在何處應許信徒吃這擘開的餅，喝這杯的時候，祂就這樣用自己的身體

和寶血餵養他們呢？ 

答: 關於設立聖餐，經上這樣記著說：「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

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舍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

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

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 (g)。使徒保

羅反復重申這一應許，說:「我們所祝福的杯  ，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

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

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h)。 

 

(a) 太 26:26-28; 可 14:22-24; 路 22:19-20; 林前 11:23-25 (b) 約 6:35,40,50-54 (c) 約 6:55-56; 林

前 12:13 (d) 徒 1:9-11; 林前 11:26; 西 3:1 (e) 林前 6:15-17; 弗 5:29-30; 約壹 4:13 (f) 約 6:56-58; 

15:1-6; 弗 4:15-16; 約壹 3:24 (g) 林前 11:23-26 (h) 林前 1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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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29 

 

78 問: 餅和酒成為基督的真身體和寶血嗎？ 

答: 絕對沒有。洗禮中的水並未變為基督的寶血，水本身也無法洗凈罪惡，只不過是

上帝所設立的標記和保證而已 (a)；同樣，聖餐中的餅本身也沒有變為基督真正的身

體 (b)，而只是照聖禮的本質和屬性 (d)，稱為基督的身體 (c)。 

 

79 問: 那麽，基督為何稱餅為祂的身體，杯為祂的血, 或用血所立的新約; 並且使徒

保羅也說同領基督的身體和血呢？ 

答: 基督這樣說，並非沒有重大的原因：祂不僅藉此教訓我們，正如餅酒維持今世的

生命，祂被釘的身體和流出來的寶血，也是那維持我們靈魂存到永生的真正飲食 

(e)；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為記念祂而領受這些聖潔的標記時，祂用這可見的標記和

保證向我們擔保，藉著聖靈的運行，我們實在是分享祂的真身體和寶血 (f)；而且，

祂一切的苦難和順服也確實是我們自己的，好像我們自己受了苦，為我們的罪向上

帝作出了補償一樣 (g)。 

 

(a) 弗 5:26; 多 3:5 (b) 太 26:26-29 (c) 林前 10:16-17; 11:26-28 (d) 創 17:10-11; 出 12:11,13; 林

前 10:1-4 (e) 約 6:51,55 (f) 林前 10:16-17; 11:26 (g) 羅 6:5-11. 

 

主日 30 

 

80 問: 聖餐與天主教的彌撒有何不同？ 

答: 聖餐向我們證明，藉著耶穌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獻的祭，我們的罪完全得了赦

免 (a)；並且，我們藉著聖靈被接入基督裏 (b)。祂那具有人性的身體，現今不在地

上，乃在天上，在聖父的右邊 (c)，在那裏受我們的敬拜 (d)。 

 

81 問: 誰可來到主的桌前？ 

答: 就是那些因自己的罪而真心痛悔，並且相信因基督的緣故罪得赦免，後來的軟弱

也藉著基督的受苦和受死而得蒙遮蓋的人；他們也渴望信心更得堅固，生活更加聖

潔。但那些拒不真心歸向上帝、假冒為善的人，乃是在吃喝自己的罪 (e)。 

 

82 問: 那些在言語和行為上，顯出自己不信不敬的，也可以領受聖餐嗎？ 

答: 不可。因為如此行，乃是褻瀆上帝的聖約，招惹祂的忿怒降在全會眾身上 (f)；所

以，按照基督和使徒的吩咐，基督教會有責任使用掌管天國鑰匙的權柄，摒除這種

人，直到他們在生活上顯明已經歸正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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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約 19:30; 來 7:27; 9:12,25-26; 10:10-18 (b) 林前 6:17; 10:16-17 (c) 徒 7:55-56; 來 1:3; 8:1 (d) 

太 6:20-21; 約 4:21-24; 腓 3:20; 西 3:1-3 (e) 林前 10:19-22; 11:26-32 (f) 林前 11:17-32; 詩

50:14-16; 賽 1:11-17. 

 

主日 31 

 

83 問: 天國的鑰匙是什麽？ 

答: 就是聖潔福音的宣講和教會的懲戒 (即逐出基督教會)；藉此二者，天國向信者開

放，向不信者關閉 (a)。 

 

84 問: 天國是怎樣藉著聖潔福音的宣講開放或關閉呢？ 

答: 乃是這樣：照著基督的吩咐，要向一切信徒宣講並公開作見證說，只要他們用真

信心接受福音的應許，他們一切的罪就由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得赦免了；反之，要

向一切不信的和假冒為善的人說，如果他們仍不歸正，上帝的忿怒和永遠的定罪就

會無可逃避地常在他們身上；上帝照此福音的見證，在今生和來世施行審判 (b)。 

 

85 問: 天國怎樣由教會的懲戒開放或關閉呢？ 

答: 乃是這樣：照基督的吩咐，若有稱為基督徒的，教義不正或生活不檢，經過多次

勸告，仍然置若罔聞，便要向教會長老們告發他；若他仍然藐視不聽，便由教會長

老們禁止他領聖餐，把他摒除於教會之外，同時上帝也把他摒除於基督的國度以外 

(c)；但若他答應悔改，並有實際的表現，便可重新接納他作為基督及其教會的肢體 

(d)。 

 

(a) 太 16:19; 約 20:22-23 (b) 太 16:19; 約 3:31-36; 20:21-23 (c) 太 18:15-20; 林前 5:3-5, 11-13; 

帖後 3:14-15 (d) 路 15:20-24; 林後 2:6-11. 

 

(三)  論感恩的生活 

 

主日 32 

 

86 問: 既然我們不靠自己的任何功德，唯獨藉著由基督而來的恩典，從愁苦中被拯

救出來，那麽，為何還須行善呢？ 

答: 因為基督既用祂的寶血救贖了我們，便也照祂自己的形像，藉著聖靈更新我們，

好使我們用整個的生命，表明對上帝賜福的感恩 (a)，而祂自己也可因我們得稱贊 

(b)；其次，我們自己也可以因為有了信心的果子 (c)，而確知自己有了信心，並且由

於我們生命中敬虔的生活，使我們可以贏得他人歸向基督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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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問: 那些不知感恩，在邪惡生活中拒不轉向上帝的人，能否得救呢？ 

答: 絕對不能。因為聖經說，不貞的、拜偶像的、淫亂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

的、誹謗人的、搶劫人的，或諸如此類的人，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國 (e)。 

(a) 羅 6:13; 12:1-2; 彼前 2:5-10 (b) 太 5:16; 林前 6:19-20 (c) 太 7:17-18; 加 5:22-24; 彼後 1:10-

11 (d) 太 5:14-16; 羅 14:17-19; 彼前 2:12; 3:1-2 (e) 林前 6:9-10; 加 5:19-21; 弗 5:1-20; 約壹
3:14. 
 

主日 33 

 

88 問: 真歸正包含多少事呢？ 

答: 包含兩件事：治死舊人，活出新人 (a)。 

 

89 問: 什麽是治死舊人？ 

答: 即真心為罪憂傷，痛悔自己得罪了上帝；並且對罪惡越來越恨惡，逃離遠之 

(b)。 

 

90 問: 什麽是活出新人？ 

答: 就是藉著基督，真心以上帝為樂 (c)，喜愛照著上帝的旨意，行各樣的善事 (d)。 

 

91 問: 什麽是善事呢？ 

答: 惟獨那些出於真信心 (e), 並且是照著上帝的律法 (f), 目的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g), 並

非基於我們自己的幻想或人的規條而行的事, 才是善事 (h)。 

 

(a) 羅 6:1-11; 林後 5:7; 弗 4:22-24; 西 3:5-10 (b) 詩 51:3-4,17; 珥 2:12-13; 羅 8:12-13; 林後 7:10 

(c) 詩 51:8,12; 賽 57:15; 羅 5:1; 14:17 (d) 羅 6:10-11; 加 2:20 (e) 約 15:5; 來 11:6 (f) 利

18:4; 撒上 15:22; 弗 2:10 (g) 林前 10:31 (h) 申 12:32; 賽 29:13; 結 20:18-19; 太 15:7-9. 

 

      論十誡 
 

主日 34 

92 問: 什麽是上帝的律法？ 

答: 上帝賜下 「十誡」, 為是指導我們如何崇拜祂, 和如何度過日常生活 (a) 。 

 

93 問: 「十誡」怎樣劃分？ 

答: 劃分為兩塊法版：第一塊有四條誡命，教訓我們對上帝的責任；第二塊有六條誡

命，教訓我們對鄰舍的責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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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問: 上帝在第一條誡命裏吩咐什麽？ 

答: 第一誡: 「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 

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這誡教導:正如我懇切地渴慕自己的靈魂得

救一樣，我當逃避一切偶像崇拜 (c)、巫術、邪術、迷信 (d)，以及對聖徒或其他受

造者的求告 (e)；並且，我應當正確地學習認識獨一的真上帝 (f)，惟獨信靠祂 (g)，

用謙卑 (i)、忍耐的心 (j) 順服祂，盼望惟獨從祂得一切的好處 (h)，並且全心愛祂 

(k)，敬畏祂 (l)，榮耀祂 (m)，以至寧願舍棄一切受造之物，也不願稍微違背祂的旨意 

(n)。 
 

95 問: 什麽是偶像崇拜？ 

答: 就是除信靠在聖經中自我啟示的獨一真上帝之外，信靠其它任何臆造或制造的有

形無形的東西 (o)。 

 

(a) 出 20:1-17; 申 5:6-21 (b) 太 22:37-39 (c) 林前 6:9-10; 10:5-14; 約壹 5:21 (d) 利 19:31; 申

18:9-12 (e) 太 4:10; 啟 19:10; 22:8-9 (f) 約 17:3 (g) 耶 17:5,7 (h) 詩 104:27-28; 雅 1:17 (i) 彼前

5:5-6 (j) 西 1:11; 來 10:36 (k) 太 22:37 (申 6:5) (l) 箴 9:10; 彼前 1:17 (m) 太 4:10 (申 6:13) (n) 太

5:29-30; 10:37-39 (o) 代上 16:26; 加 4:8-9; 弗 5:5; 腓 3:19. 

 

主日 35 

 

96 問: 上帝 「十誡」中之第二條吩咐什麽？ 

答: 第二誡: 「不可為你自己做雕像，也不可造上天、下地、及地底 

下水中任何物件的形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 

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堅心愛他們、直到千代。」這誡 

教導: 我們絕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 (a)，也不可用聖經中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

式敬拜祂 (b)。 
 

97 問: 那麽，我們不可造任何像嗎？ 

答: 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至於受造者，雖可描摹，但上帝禁止我們把它們

作成像頂禮膜拜，或藉此來崇拜上帝 (c)。 

 

98 問: 難道不可把像放在禮拜堂裏，作為教導平信徒的工具嗎？ 

答: 不可。因為我們不應自以為比上帝聰明，祂不要祂的百姓受教於啞吧偶像 (e)，

卻要受教於聖道的活潑宣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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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 4:15-19; 賽 40:18-25; 徒 17:29; 羅 1:22-23 (b) 利 10:1-7; 撒上 15:22-23; 約 4:23-24 (c) 出

34:13-14,17; 王下 18:4-5; 賽 40:25 (d) 羅 10:14-15,17; 提後 3:16-17; 彼後 1:19 (e) 耶 10:8; 哈
2:18-20. 
 

主日 36 

 

99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三條吩咐什麽？ 

答: 第三誡: 「不可妄稱永恆主你的上帝的名，因為妄稱永恆主名的、永恆主必不以

他為無罪。」這誡教導: 我們不可用咒罵 (a)、假誓 (b) 或不必要的宣誓 (c)，褻瀆並

妄稱上帝的聖名；也不可因緘默和慫恿，以致在別人這些可怕的罪上有份 (d)；總而

言之，我們只當用敬畏、恭敬的心稱呼上帝的聖名 (e)，以至祂能得到我們正確的認

信 (f) 和崇拜 (g)，並在我們一切言行上得榮耀 (h)。 

 

100 問: 由發誓和咒罵而褻瀆上帝的聖名，是否是如此嚴重的罪，以致上帝的忿怒也

要降在那些對此不盡力加以阻攔和禁止的人身上嗎？ 

答: 確實如此 (i)。因為再沒有什麽罪比褻瀆上帝之名更激怒上帝了。所以，祂命令對

觸犯此罪的人，處以死刑 (j)。 

 

(a) 利 24:10-17 (b) 利 19:12 (c) 太 5:37; 雅 5:12 (d) 利 5:1; 箴 29:24 (e) 詩 99:1-5; 耶 4:2 (f) 太

10:32-33; 羅 10:9-10 (g) 詩 50:14-15; 提前 2:8 (h) 西 3:17 (i) 利 5:1 (j) 利 24:10-17. 

 
 
 

主日 37 

 

101 問: 那麽，我們不可用敬虔的態度指著上帝的名起誓嗎？    

答: 可以。當掌權者要求起誓，或確有必要時，為維持並促進忠信和真理，榮耀上

帝，造福鄰舍，就可以起誓。這種起誓基於上帝之道 (a)，因此，舊新約中的聖徒都

曾正當地使用過 (b)。  

 

102 問: 我們可以指著聖徒或其他受造物起誓嗎？ 

答: 不可。因為合乎上帝律法的起誓乃是向上帝呼籲，祂是真情實況的見證，惟獨祂

鑒察人心肺腑，假若我起假誓，祂必將懲罰我 (c)。這種尊榮不能歸於任何受造物 

(d)。 

 

(a) 申 6:13; 10:20; 耶 4:1-2; 來 6:16 (b) 創 21:24; 書 9:15; 王上 1:29-30; 羅 1:9; 林後 1:23 (c) 羅

9:1; 林後 1:23 (d) 太 5:34-37; 23:16-22; 雅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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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38 

 

103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四條吩咐什麼？ 

答: 第四誡: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六

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

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 

聖日。」這誡教導: 第一，務要堅持福音和教會教育的服事 (a)；特別是在安息日的

時候，我更當殷勤參加上帝的教會 (b)，聆聽上帝之道 (c)，領受聖禮 (d)，與會眾一

起求告上帝 (e)，並周濟貧窮 (f)，正如基督徒當行的那樣。第二，我一生的日子要止

息作惡，降服於主，讓主藉著祂的聖靈在我裏面作工，這樣今生便開始了那永恒的

安息 (g)。 

 

(a) 申6:4-9; 20-25; 林前9:13-14; 提後2:2; 3:13-17; 多1:5 (b) 申12:5-12; 詩40:9-10; 68:26; 徒

2:42-47; 來10:23-25 (c) 羅10:14-17; 林前14:31-32; 提前4:13 (d) 林前11:23-25 (e) 西3:16; 提前

2:1 (f) 詩50:14; 林前16:2; 林後8-9 (g) 賽66:23; 來4:9-11. 

 

主日 39 

 

104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五條吩咐什麽？ 

答: 第五誡: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這誡教導: 我應對父母和一切尊長表示尊敬、愛心和忠誠；順從他們的好訓誨和管

教 (a)，並以忍耐的心包容他們的軟弱 (b)，因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們受他們的管理 

(c)。 

 

(a) 出 21:17; 箴 1:8; 4:1; 羅 13:1-2; 弗 5:21-22; 6:1-9; 西 3:18-4:1 (b) 箴 20:20; 23:22; 彼前 2:18 

(c) 太 22:21; 羅 13:1-8; 弗 6:1-9; 西 3:18-21. 

 

主日 40 

 

105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六條吩咐什麽？ 

答: 第六誡﹕「不可殺人。」 這誡教導: 我不可在心思、言語或外表上，更不可在行

為上，由自己或假手於人誹謗、仇恨、損傷或殺害我的鄰舍 (a)；倒要放棄一切報仇

之心 (b)；再者，我也不可傷害自己 (c)，也不可故意自陷於任何危險之中。故此，為

求禁遏謀殺之事，上帝賦予掌權者佩帶刀劍的權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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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問: 這誡命僅僅是講不可殺人嗎？ 

答: 上帝禁止殺人時，也教訓我們，祂憎惡那殺人的根源，如嫉妒、恨惡、惱怒、報

復之心 (e)；這一切在祂眼中也算為殺人罪 (f)。 

 

107 問: 我們不這樣殺人就夠了嗎？ 

答: 不。因為上帝禁止我們嫉妒、仇恨和惱怒時，就是吩咐我們愛人如己 (g)，向鄰

舍表示忍耐、和睦、溫柔、慈悲和一切良善 (h)，並盡我們的能力保護他不受傷害；

甚至還要善待我們的仇敵 (i)。 

 

(a) 創9:6; 利19:17-18; 太5:21-22; 26:52 (b) 箴25:21-22; 太18:35; 羅12:19; 弗4:26 (c) 太4:7; 

26:52; 羅13:11-14 (d) 創9:6; 出21:14; 羅13:4 (e) 箴14:30; 羅1:29; 12:19; 加5:19-21; 約壹2:9-11 

(f) 約壹3:15 (g) 太7:12; 22:39; 羅12:10 (h) 太5:3-12; 路6:36; 羅12:10,18; 加6:1-2; 弗4:2; 西3:12; 

彼前3:8 (i) 出23:4-5; 太5:44-45; 羅12:20-21 (箴 25:21-22). 

 

主日 41 

 

108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七條教訓我們什麽？ 

答: 第七誡: 「不可姦淫。」 這誡教導: 一切淫亂皆為上帝所咒詛 (a)；所以，我們必

須全心憎惡淫亂 (b)，無論未婚已婚，都要過貞潔、節制的生活 (c)。 

 

109 問: 在這條誡命裏，上帝只是禁戒淫亂以及這類的大罪嗎？ 

答: 既然我們的身體和靈魂都是聖靈的殿，上帝便吩咐我們保守二者純全聖潔；因

此，祂禁戒一切淫亂的行為、姿態、言語、思想、欲望 (d)，和一切足以誘導淫亂之

事 (e)。 

 

(a) 利 18:30; 弗 5:3-5 (b) 猶 22-23 (c) 林前 7:1-9; 帖前 4:3-8; 來 13:4 (d)林前 15:33; 弗 5:18 (e) 

太 5:27-29; 林前 6:18-20; 弗 5:3-4. 

 

主日 42 

 

110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八條禁止什麽？ 

答: 第八誡:  「不可偷盜。」這誡教導: 上帝所禁止的偷竊和強奪，不僅包括那些掌

權者所處罰的 (a)；而且，在上帝眼中，凡用暴力或假借權力之名 (b)，例如不公平的

度量衡、貨物、錢幣、高利貸，或任何被上帝所禁戒的方法 (c)，以詐取他人財物的

所有邪惡手段和計謀，都是偷竊；此外，一切貪婪 (d)，以及對上帝恩賜的浪費和濫

用，也是偷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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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問: 在這條誡命裏，上帝對你的要求是什麽呢？ 

答: 在各樣事情上，都要盡力為他人的好處著想，正如我願意家怎樣待我，我也要怎

樣待人，並且忠心工作，使我能夠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f)。 

 

(a) 出 22:1; 林前 5:9-10; 6:9-10 (b) 彌 6:9-11; 路 3:14; 雅 5:1-6 (c) 申 25:13-16; 詩 15:5; 箴 11:1; 

12:22; 結 45:9-12; 路 6:35 (d) 路 12:15; 弗 5:5 (e) 箴 21:20; 23:20- 21; 路 16:10-13 (f) 賽 58:5-10; 

太 7:12; 加 6:9-10; 弗 4:28. 

 

主日 43 

112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九條吩咐什麽？ 

答: 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這誡教導: 吩咐我不作假見證陷害人，不歪

曲他人的話，不背後說人，不誹謗他人，不論斷他人，也不可未經訊問就與他人一

起對人輕率定罪 (a)；若是不想招惹上帝嚴厲的忿怒 (b)，就當避免各樣的謊言和欺

詐，視之為魔鬼的作為；在判斷以及其他諸事上，都要愛慕真理，誠實地說明真

相，並且承認真理 (c)；又要竭盡所能地保護並促進鄰舍的好名聲 (d)。 
 

(a) 詩 15; 箴 19:5; 太 7:1; 路 6:37; 羅 1:28-32 (b) 利 19:11-12; 箴 12:22; 13:5; 約 8:44; 啟 21:8 (c) 

林前 13:6; 弗 4:25 (d) 彼前 3:8-9; 4:8. 

 

主日 44 

 

113 問: 上帝在 「十誡」中之第十條吩咐什麽？ 

答: 第十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

有的。」這誡教導: 不可讓那違背上帝任何誡命的傾曏或思想，哪怕是一絲一毫，在

心中生發；總要竭儘心力，恨惡罪惡，喜愛公義 (a)。 

 

114 問: 那些歸向上帝的人能完全遵守 「十誡」嗎？ 

答: 不能。即使最聖潔的人，今生在這種順服上也不過是剛剛起步，微不足道 (b)；

不過，他們確實定意，不僅照著上帝的某些誡命，而是照著上帝所有的誡命開始生

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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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問: 既然今生無人能完全遵守 「十誡」,為何上帝還要我們嚴格遵守呢？ 

答: 第一，好叫我們一生一世越來越曉得我們的罪性，從而更急切地在基督裏尋求赦

罪和公義 (d)；第二，好叫我們持續不斷地努力，並不住地祈求上帝賜下聖靈的恩

典，從而使我們按上帝的形像日趨更新，直到此生之後，最終達至完全 (e)。 

 

(a) 詩 19:7-14; 139:23-24; 羅 7:7-8 (b) 傳 7:20; 羅 7:14-15; 林前 13:9; 約壹 1:8-10 (c) 詩 1:1-2; 

羅 7:22-25; 腓 3:12-16 (d) 詩 32:5; 羅 3:19-26; 7:7,24-25; 約壹 1:9 (e) 林前 9:24; 腓 3:12-14; 約

壹 3:1-3. 

 

論祈禱 

 

主日 45 

 

116 問: 為何禱告是基督徒所必須的呢？ 

答: 因為上帝要求我們感恩，而禱告就是感恩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a)。而且，上帝衹

將祂的恩典和聖靈賜給那些不住地誠懇向祂祈求，並為此而感恩的人 (b)。 

 

117 問: 蒙上帝悅納的禱告，有何特徵呢？ 

答: 第一，我們必須發自內心地衹向在聖經中啓示祂自己的獨一真上帝祈求，祈求祂

吩咐我們所祈求的一切 (c)；第二，我們必須真正徹底曉得我們的需要和愁苦，好在

祂神聖的威嚴麵前深深地謙卑自己 (d)；第三，我們必須堅信，雖然我們不配，祂必

因我們的主基督的緣故，聽允我們的禱告，正如祂在聖經中所應許我們的那樣 (e)。 

 

118 問: 上帝吩咐我們向祂祈求什麼呢？ 

答: 向祂祈求身體和靈魂所需要的一切 (f)，就是我們的主基督在祂親自教訓我們的主

禱文中所包含的。 

 

119 問: 什麼是主禱文？ 

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衕行在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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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

到永遠，阿們 (g)。 

 

(a) 詩50:14-15; 116:12-19; 帖前5:16-18 (b) 太7:7-8; 路11:9-13 (c) 詩145:18-20; 約4:22-24; 羅

8:26-27; 雅1:5; 約壹5:14-15 (d) 代下7:14; 詩2:11; 34:18; 62:8; 賽66:2; 啓4 (e) 但9:17-19; 太7:8; 

約14:13-14; 16:23; 羅10:13; 雅1:6 (f) 雅1:17; 太6:33; (g) 太6:9-13; 路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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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46 

 

120 問: 在 「主禱文」, 為何基督吩咐我們稱上帝為 「我們的父」 呢？ 

答: 在我們禱告的一開始，基督就提醒我們禱告的根基：我們對上帝要有小孩子一般

的敬畏和信靠；即上帝因基督已成為我們的父，凡我們藉著真信心向祂所祈求的，

祂比我們肉身的父母更不會拒絕我們 (a)。 

 

121 問: 為何在這裏加上「天上的父」呢？ 

答: 為的是叫我們對於上帝屬天的威榮不存屬世之想 (b)，並且使我們期望從祂的全

能，獲得身體和靈魂所需要的一切 (c)。 

 

(a) 太 7:9-11; 路 11:11-13 (b) 耶 23:23-24; 徒 17:24-25 (c) 太 6:25-34; 羅 8:31-32. 

 

主日 47 

 

122 問: 在 「主禱文」 ,  第一祈求是什麽？ 

答: 第一祈求: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這是求主首先使我們正確地認識祂 (a)，在

祂一切彰顯其權能、智慧、善良、公義、慈愛和真理的作為中，都尊祂為聖，榮耀

祂，贊美祂 (b)。又求主使我們管理自己的一生，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絕不叫祂

的聖名受辱，反在我們的身上得著尊榮和讚美 (c)。 

a) 耶 9:23-24; 31:33-34; 太 16:17; 約 17:3 (b) 出 34:5-8; 詩 145; 耶 32:16-20; 路 1:46-55,68-75; 

羅 11:33-36 (c) 詩 115:1;太 5:16. 

 

主日 48 

 

123 問: 在「主禱文」 ,  第二祈求是什麼？ 

答: 第二祈求: 「願祢的國降臨。」  這便是求主用祂的話語和聖靈掌管我們，好叫我

們越來越順服祂 (a)；求主保守並拓展祂的教會 (b)；求主敗壞魔鬼的作為，和一切高

抬自己、敵對祂的權勢，以及一切抵擋聖道的詭計 (c)，直到祂的國度完全成就，在

其中，祂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d)。 

 

(a) 詩119:5,105; 143:10; 太6:33 (b) 詩122:6-9; 太16:18; 徒2:42-47 (c) 羅16:20; 約壹3:8 (d) 羅

8:22-23; 林前15:28; 啓2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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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49 

124 問:  在「主禱文」 ,  第三祈求是什麼？ 

答: 第三祈求: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這便是求主使我們和眾人

捨棄自己的意願，並且毫無怨言地順服祂的旨意，惟獨祂的旨意是美好的 (a)；這樣

人人都可履行自己的本分和天職 (b)，甘心情願，忠誠不渝，如同天上的使者所行的

那樣 (c)。 

 

(a) 太 7:21; 16:24-26; 路 22:42; 羅 12:1-2; 多 2:11-12 (b) 林前 7:17-24; 弗 6:5-9 (c) 詩 103:20-21. 

 

主日 50 

 

125 問: 在「主禱文」 ,  第四祈求是什麼？ 

答: 第四祈求: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這便是求主按祂自己的美意，

供應我們身體所需用的一切 (a)，叫我們承認惟獨祂是眾善之源 (b)。並且，若沒有祂

的賜福，我們的管理和勞作，甚至祂所賜的恩賜，都不能使我們得益 (c)，好叫我們

因此不再依靠任何受造之物，而惟獨依靠祂 (d)。 

 

(a) 詩 104:27-30; 145:15-16; 太 6:25-34 (b) 徒 14:17; 17:25; 雅 1:17 (c) 申 8:3; 詩 37:16; 127:1-2; 

林前 15:58 (d) 詩 55:22; 62; 146; 耶 17:5-8; 來 13:5-6. 

 

主日 51 

 

126 問: 在「主禱文」 ,  第五祈求是什麼？ 

答: 第五祈求: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這便是求主按祂自己的美

意，因基督寶血的緣故，不將我們這可憐罪人的諸多過犯，以及那仍舊沾在我們身

上的敗壞，歸在我們的身上 (a)；正如我們在自己心裏感覺到已經有了祂恩典的這一

確據，就是立定心誌饒恕我們的鄰捨一般 (b)。 

 

(a) 詩51:1-7; 143:2; 羅8:1; 約壹2:1-2 (b) 太6:14-15; 18: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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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52 

 

127 問: 在「主禱文」,  第六祈求是什麼？ 

答: 第六祈求: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這便是指我們本身既然如

此軟弱，甚至一刻也不能站穩 (a)，此外，我們的死對頭魔鬼 (b)、世界 (c)和自己的

情欲 (d) 不斷向我們進攻，懇求主用聖靈的大能保守我們，堅固我們，好叫我們在這

場屬靈爭戰中 (e) 不致被仇敵勝過，反而自始至終，堅定地抵擋仇敵，直到最後大獲

全勝 (f)。 

 

128 問: 你怎樣結束 「主禱文」？ 

答: 結論: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 這便是指我們曏祂祈

求這一切，因為祂是我們的王，是全能者，祂若願意，也能夠將一切的好處賜給我

們 (g)；好叫我們所祈求的這一切都能讓祂的聖名，而非我們，得著榮耀，直到永遠 

(h)。 

 

129 問: 「阿們」的意思是什麼？ 

答:「阿們」 意即：這些祈求確實如此，必要成就。因為上帝垂聽我祈求的確定性，

勝過我心裏願意為這些事向祂祈求時所感覺到的 (i)。 

 

(a) 詩 103:14-16; 約 15:1-5 (b) 林後 11:14; 弗 6:10-13; 彼前 5:8 (c) 約 15:18-21 (d) 羅 7:23; 加

5:17 (e) 太 10:19-20; 26:41; 可 13:33; 羅 5:3-5 (f) 林前 10:13; 帖前 3:13; 5:23 (g) 羅 10:11-13; 

彼後 2:9 (h) 詩 115:1; 約 14:13 (i) 賽 65:24; 林後 1:20; 提後 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