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眾系統大眾系統神學神學 第廿一課第廿一課……

罪論 人墮落的過程與結果人墮落的過程與結果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罪 論
一、罪的起源

1. 有人說：都是夏娃惹的禍，這樣講並不公平，

在夏娃犯罪之前，天使已經先犯罪了

2. 再從天使往前追朔，可不可追朔到神呢？再 前 不 追朔到神

當然不可以！

申卅 4 祂是磐石 祂的作為完全；祂所行的申卅二4 祂是磐石，祂的作為完全；祂所行的

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直。

伯卅四10 神斷不致行惡 全能者斷不致作孽伯卅四10 神斷不致行惡，全能者斷不致作孽。

神沒有絲毫的罪，罪不是從神開始。

3. 罪只能追究到天使，

天使濫用、誤用神給他的自由天使濫用 誤用神給他的自由

當他背叛神的時候，罪就開始了

4.雖然罪是從天使開始的，人有沒有責任呢？當然有，

定 聽墮落 誘惑 然後去 罪人不一定要聽墮落天使的誘惑、然後去犯罪

人有自由意志，

聽從神、依靠神，也可以不犯罪的

5. 天使的墮落是在天上，聖經的描寫不多，

人的墮落在地上，有詳細的描寫

6 天使犯罪的原因6. 天使犯罪的原因…

猶6a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天使的本位是神的僕人，是奉神差遣，

完成神交代給他的任務，完成神交代給他的任務

天使卻不守本位，想要跟神一樣高。

唐崇榮牧師說：這是向上墮落唐崇榮牧師說 這是向上墮落

這種不守本分的心，使他產生了墮落、沉淪

罪的起源簡單的結論—
1. 罪不是神造出來的，是受造的天使離開本位時所產生的，

神是義的本體，

當某些天使離開本位、離開神，就產生了不義

奧古斯丁說：「罪是善的缺乏。」

神是善的本體，

只有祂是完美、完全良善的

我們是被造的，不是善的本體，

當離開善的本體，就變成不完美當離開善 變 不

羅三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2. 罪的起源的情節，聖經沒有完全清楚的解答，

罪造成的問題，聖經卻有完全的解決方案 —罪造成的問題，聖經卻有完全的解決方案

耶穌基督救贖跟最後的審判



二、人墮落的經過 創世紀第三章

1. 創三1-5 蛇的引誘 —牠的三個詭計、基本招式…
1) 懷疑，神很明確的說：不可以吃；

蛇卻說：神豈是真說嗎？牠讓人懷疑了。

研究科學要有懷疑的精神，不可以迷信

懷疑主義連不該懷疑的也懷疑，就掉進魔鬼的詭計裡

2) 相對主義，上帝說：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2) 相對主義 上帝說 不可以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蛇卻對女人說：不一定會死，把神絕對的命令說成相對的。

到今天也是如此，相對主義是最流行的，到今天也是如此 相對主義是最流行的

把很多絕對的真理都顛覆了

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最重要的 句話就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

可是這句話是絕對的嗎？

信主的人知道，上帝就是絕對者，祂的命令是絕對的；信主的人知道，上帝就是絕對者，祂的命令是絕對的；

魔鬼卻讓人掉進相對主義，說：不一定。

3) 人本主義

人不是自己創造自己的，

是依靠神才能存在，是神在照顧、在供應的

魔鬼的招式就是讓人懷疑神，我們本來專心信靠神，

蛇卻說：「你只要去吃這個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眼睛就會明亮，能夠像神一樣知道善惡。」

問題來了，

難道不吃就不知道善惡嗎？其實是知道的…
羅二上帝已經把是非之心放在人的心裡了。羅 帝 是非之 在 的 了

魔鬼的誘惑，就是讓人想要跟神那樣完全知道，

這就是人本主義 —
人不甘臣服於神之下，人要跟神一樣高，

也是近代很重要的一種精神。

2. 蛇的引誘之後，人的不服，結果就產生墮落…

1) 女人的不服 —上帝說不可以，
可是她沒有斷然拒絕蛇的誘惑，跟蛇對話，

創三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妥協 也悅 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 能使 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妥協

不服從神 服從蛇 傳染不服從神、服從蛇

不滿，神已經給很大的自由，都可以隨意吃，

傳染

人卻不以此為滿足，想要去吃那一顆不能吃的，

這是對神的不滿、對神的懷疑。

2) 男人的錯 — 糊塗隨俗，隨著別人，別人跟上帝有衝突時，

那就錯了 ，不能愛妻子超過愛神；沒有教導妻子聽從神，那就錯了…，不能愛妻子超過愛神；沒有教導妻子聽從神，

沒有領導、保護妻子，以致妻子聽從蛇、就墮落了

3. 墮落後的表現…
人覺得羞恥1)人覺得羞恥，

三7 他們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身體是上帝完美的傑作，不需要覺得赤身露體是羞恥。身體是上帝完美的傑作 不需要覺得赤身露體是羞恥

2)開始躲避上帝，

三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三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

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

躲避耶和華神的面。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3)當人犯罪上帝來追究時，亞當就推卸責任給夏娃…
三12 13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三12-13 那人說： 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

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女人說 那蛇引誘我 我就吃了 」

人犯罪之後，會推諉、會推卸責任了。



三、人犯罪之後，上帝的措施

1. 主動尋找

三8a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天起了涼風 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

上帝的威風，人犯罪，上帝來追究，很可怕的

也在表達神是很主動的也在表達神是很主動的，

人還沒有悔改的時候，上帝已經先來尋找人了

三9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

在表達 我知道你在哪裡！在表達— 我知道你在哪裡！

老師對作弊的學生說：「你在幹什麼！」

上帝知道亞當在幹什麼 祂來尋找上帝知道亞當在幹什麼，祂來尋找

2. 指責罪行指責罪行

三11先開始指責亞當、然後夏娃、然後蛇。

3. 施行處罰 — 宣判，犯罪該受的刑罰…

1) 蛇先犯罪，上帝先審判蛇，

三14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三14 耶和華神對蛇說 你既做了這事

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子行走 終身

最卑賤的，沒有手、沒有腳；在地上爬，會吃到土

三15b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2) 對女人的處罰，

懷孕之苦 — 應該是很快樂的事，卻變成很辛苦

生產之苦 —生產是陣痛！是男人是無法理解的

戀慕丈夫 —就是很在意，

非常在意丈夫愛不愛她，

期待卻常常失望

3) 對男人的審判

三17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要從地得到糧食，要變成很辛苦才能夠得到

三18a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

長出很多的雜草，還有其他的天災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三19a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很多人說：我不用流汗，

我在有空調的房子裡面工作，舒服得很，

勞力流汗的人，常常下班就可以休息了

勞心的人，下班後還在掛念著很多的工作，

常比勞力的人還死得更快呢！

男人的咒詛就是工作之苦。

4. 上帝預備救恩

三15a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一方面是對蛇的處罰一方面是對蛇的處罰

也是一語雙關，相對的意思在宣布救恩

誰是女人的後裔 唯獨耶穌基督誰是女人的後裔呢？唯獨耶穌基督，

我們都是男女結合生下來的

耶穌基督是馬利亞單性，

聖靈就讓她懷孕就生出耶穌來

我們講的是耶穌的人性跟耶穌的肉體

女人的後裔就是耶穌基督，他要傷蛇的頭 —在講十字架，

十字架表面上是一個失敗

可是死後第三天，上帝叫耶穌從死裡復活了，可是死後第三天 上帝叫耶穌從死裡復活了

就是打敗了魔鬼 — 傷蛇的頭，蛇的頭已經被打破了



三15b 你要傷他的腳跟。

耶穌也受傷，十字架受傷、甚至死亡，

可是祂不該死，死後第三天，上帝就叫祂從死裡復活了，可是祂不該死 死後第 天 帝就叫祂從死裡復活了

並不是致命的、永遠的死，只是暫時的死。

三7 他們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三7 他們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這實在不是好辦法…
三21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三21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皮衣也是在預表救恩，羊替人死、流血，

才能夠剝牠的皮，作皮衣給亞當、夏娃穿

預表耶穌基督為我們流血、為我們被殺

皮衣好好保養是可以穿一生之久的，

皮衣才真正能夠遮蔽我們、遮蓋我們的羞恥皮衣才真正能夠遮蔽我們 遮蓋我們的羞恥

無花果的葉子，是人的辦法，是不行的

四、罪的後果

1 與神隔離1. 與神隔離 — 三24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

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羅一18a 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

所有的人都已經不虔不義，就在神的憤怒之下

詩九十7-9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詩九十7-9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 聲歎息

與神隔離就掉進這樣的苦難跟咒詛當中。

2.從起初對神不服的罪，產生各樣其他的罪行 —
推卸責任、發生凶殺案、放縱情慾，推卸責任 發生 案 縱情慾

人類包括夫妻、家庭，產生很多對立跟仇恨

3. 死亡，上帝說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

當 夏 有 有 有 有 方面的含意亞當、夏娃有沒有死呢？有，有四方面的含意…

1) 法理上、法律上，亞當、夏娃吃了就被判死刑，1) 法理上 法律上 亞當 夏娃吃了就被判死刑

羅六23a 罪的工價乃是死。

2)表面上肉體好像還活著 可是靈性跟道德已經死了2)表面上肉體好像還活著，可是靈性跟道德已經死了，

弗二1、5 我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來卻由不得我羅七18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

在道德、靈性上都無能，就是道德跟靈性的死

變成 識神 聽 基督 福音帖後一8-9 變成不能認識神，也不聽從耶穌基督的福音。

我們的本性是不認識神、也不聽從福音的

3) 身心的死，漸漸生病或者老化，

真的斷氣死亡，不但身體死了，真的斷氣死 不但身體死了

頭腦、思想、情感、意志都停止活動

4) 永遠的死

按著定命 有 有審來九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最後的審判，啟示錄廿一千禧年之後，

我們要復活受審判，這是第二次的死

4 身心的痛苦，女人有生育、情感之苦，男人有工作之苦4. 身心的痛苦 女人有生育 情感之苦 男人有工作之苦

5. 環境被連累，人犯罪後，地要長出荊棘跟蒺藜，被破壞了…

羅八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我們被收納為神的兒女我們被收納為神的兒女

耶穌再來的時候，我們才會充分彰顯神的榮耀

受造之物也在等候這一天，就是它們最後的得救受造之物也在等候這 天，就是它們最後的得救

羅八22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人類墮落以後，這個世界生態也被破壞了。



6. 罪性遺傳

詩五一5 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罪性就從亞當一路遺傳下來

伯十四4 誰能使潔淨之物，出於汙穢之中呢？無論誰也不能！

父母都是罪人，生下的孩子也已經有汙穢、有罪性了

7. 罪的歸算 羅五12a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亞當的後裔就繼承了這個罪的遺傳跟死亡的後果亞當的後裔就繼承了這個罪的遺傳跟死亡的後果

上帝用另一個歸算來解決這個不公平 —
耶穌替我們受死 受罪的刑罰 這就是歸算耶穌替我們受死、受罪的刑罰，這就是歸算

亞當的罪歸到我們身上，

耶穌基督的義也歸算到我們身上耶穌基督的義也歸算到我們身上

8. 全然敗壞，墮落以後，人各方面都被玷汙的，全然敗壞 墮落以後 人各方面都被玷汙的

人的…各方面，連最美好的也都有殘缺了

五、罪的定義 —中國人講到罪時，常常講壞人幹的壞事，

果這樣 家都 悔 都覺得自 是罪如果這樣，大家都不用悔改了，都覺得自己不是罪人，

但是聖經講的罪，不是這樣…

1. 絕對跟相對

世界上是相對性的，壞到很壞才叫做罪人世界上是相對性的，壞到很壞才叫做罪人

聖經談到罪，是絕對性的，虧缺神的榮耀就是罪，

唐崇榮牧師說：是世界的標準太低唐崇榮牧師說：是世界的標準太低

不完美就是罪人；白襯衫有一個汙點就是髒了

2. 積極跟消極

世界上講的罪是積極的— 做了不該做的事世界 講的罪是積極的 不 事

聖經另外一種消極性的—
 雅四17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 若 道行善卻不去行 這就是 的罪了

基本的本分還沒有做到、做好，也是罪

3. 罪性跟罪行

世界上講的罪就是罪行 有 外在世界上講的罪就是罪行，有形、外在的

聖經的罪包括內在的，我們已經被遺傳有罪性了，

每個人都有，從這個角度我們都是罪人

原罪好像不公平，是一個事實，怎麼解決比較重要

4. 內在跟外在

世界上一般講的罪是外在的界 罪 在的

聖經不只是外在看得見的罪行，才叫罪惡，

內在看不見、骯髒的意念會變成骯髒的行動內在看不見 骯髒的意念會變成骯髒的行動

太五27、28 耶穌說看見女人就動淫念，也是犯姦淫了。

這個淫念不處理會變成淫行的這個淫念不處理會變成淫行的

約一三15 恨人就等於是殺人，不處理會變成殺人的後果

對上帝來講內在的也是外在的，對上帝來講內在的也是外在的

因為祂看透人的心，內在的不好的意念也是罪。

5. 對神跟對人

世界上一般講的罪，是對人的罪

聖經提到的罪，包括對神的冒犯，甚至於不信也是罪，

上帝這樣偉大、真實，不承認、不理、不順從祂，

而且抵擋、逃避祂等等，當然是罪。

6. 可赦跟不可赦

穌說 褻瀆聖靈是 赦免的太十二31-32 耶穌說：褻瀆聖靈是不可赦免的。

十二章前面耶穌靠聖靈趕鬼，

靠大耶穌的仇敵說：耶穌是靠大鬼在趕小鬼。

故意把聖靈當作邪靈，就是褻瀆聖靈，

這是不可赦免的

其他的罪，只要向神真誠的認罪悔改，

上帝是願意赦免的



六、罪跟義作比較— 義的特性，看見罪的特性

1992 唐崇榮牧師第七屆神學講座「罪、義、神的審判」—

1. 義是絕對的，我們總以為罪跟義相提並論、旗鼓相當，1. 義是絕對的 我們總以為罪跟義相提並論 旗鼓相當

其實不然，罪跟義是不能等量齊觀的，

 義是絕對的，是從神不變的真理作根據， 義是絕對的，是從神不變的真理作根據，

神的義從來沒有改變過

 世界上的義常常隨著時空， 世界上的義常常隨著時空，

甚至積非成是、就地合法，本來是不義的，

因為多數人犯了，就把它當作無所謂因為多數人犯了，就把它當作無所謂

詩一一九89 耶和華啊！

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

神的義不會隨著人瞎起鬨，跟著往下調整，神的義不會隨著人瞎起鬨 跟著往下調整

人的義是不斷調整改變的。

2. 義是積極的

世界上講義常講 些負面的世界上講義常講一些負面的—
不應該、不要做什麼，就是義人了

「「義」不只是不要做什麼，

義也有積極的一面…

約壹三7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行義的才是義人 正如主是義的 樣

道成肉身的主耶穌，不是講道理而已，道成肉身的主耶穌 不是講道理而已

祂用祂的生活把義展現出來。

行義的才是義人 這就是義積極的那一面行義的才是義人，這就是義積極的那一面，

不只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等等，

也包括要把神的義表現出來也包括要把神的義表現出來。

3.從時間的角度來看：義是永恆的

罪是後來才有 有 天要結束的罪是後來才有，有一天要結束的，

有一部分的天使跟天使長，誤用

神給他的自由，離開神以後才產生罪

有一天，在 啟示錄二十、廿一 就把罪惡完全消滅，

也把撒但永遠綑綁，讓一切的罪告一段落

罪是歷史中的一段，是後來才有，有一天就結束了，

義是從永遠到永遠的。

罪 讓人感覺是那麼囂張 道高 尺 魔高 丈罪，讓人感覺是那麼囂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但不要忘記— 神高萬丈，

不認識神的人很無力感，

覺得罪是那麼的厲害

只有義才是真正厲害，是從永遠到永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