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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课.  基础福音点         

第 3点—代替 

 

引言:   

第三个基础福音点是代替。在这一课，圣经经文与日常生活插图会被使用，作为深入解释
耶稣代替所有人死在十架上这层意思。综合性的图画与经文有助于清晰地解释信息，且使

听者记得信息表达的是什么。 

 

重要性:   

对学生来说很重要的是，知道如何解释耶稣代替我们，死于十架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基

督教的中心教导。 

 

目标:   

通过这课的学习，学生能够使用图画和上帝的话语来解释代替这个概念，就是耶稣代替了

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另一种说法就是，祂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受刑罚，

救赎了我们。 
 

大纲: 

复习和介绍活动 

1. 关于代替的图画故事 

2. 耶稣代替我们   

3. 另一种方式解释代替 

活动结束 

 

课堂: 

 

作业讨论:   

1. 有没有关于作业的问题？谁愿意分享正确的答案？ 

2. 一起背诵腓 2:13 
 

复习与介绍活动 

 

1. 第一，二个基础福音点是什么?  [爱与罪] 

2. 上帝以哪两个主要方面来表达对我们的爱?  [赐给我们地上的所需，还赐我们救恩。

因此，藉着耶稣我们死后能上天堂] 

3. 两种主要的罪是什么?  [原罪与实行罪] 

1) 有哪两种实行罪?  [犯过罪和忽略罪] 

2) 有哪三种犯过罪和忽略罪?  [思想罪，言语罪和行为罪] 

4. 第三个福音点是什么?  [代替] 

5. ╬罗 5:8  ╬林前 15:3 下  从这两节经文得知基督为我们作了什么?  [祂取替了我们，并

且死在十架上，这就是—祂是我们的替代。]   

6. 第三个概念就是告诉人们代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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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代替的图画故事 

说到代替，脑海里有几个关于替代别人的故事是有帮助的。在你的课本里，有几幅图是关
于替代的故事。翻到第 4 课, ►2.  代替图画 (第__页), 一起看图。 

 

1. 在第一幅图里，你看见什么?  [一只大蜜蜂] 

1) 故事：一位母亲告诉她的女儿不要在蜂窝旁玩耍。但女儿还是要在那儿玩。那时

候，有只蜂正在追赶她。女儿就奔跑到母亲前，而母亲就用她手臂环抱着女儿。蜜

蜂蜇到母亲的手臂，又肿有痛。 

2) 谁代替女儿，且被蜜蜂蜇到?  [母亲] 

3) 什么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而不是在女儿身上?  [母亲被蜂蜇到了] 

4) 母亲被蜂蜇到时，是代替了谁的位置?  [小女孩的位置] 

5) 另一种说法就是母亲从被蛰的蜂里救了女儿。 

 
2. 第二幅图是一名法官与一名罪犯。  

1) 故事： 一名法官判决了他儿子死刑，因为儿子杀了人。判决了他后，法官除去他的

袍，顶替儿子的死刑。在图里，哪位是法官?  [左手边，手搭在另一位肩膀上的那

位] 

2) 谁代替那人，且被判死刑?  [法官] 

3) 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法官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杀人犯身上?  [他取了死的代价]  

4) 当法官舍己付死的代价，是代替了谁的位置?  [杀人犯的位置]  
5) 另一种说法就是，法官从罪犯的死刑罪中救了他出来 

 
3. 第三幅图，你看到什么?  [一只母鸡与小鸡们] 

1) 故事：那里有一堆火。一只母鸡聚集它所有的小鸡们到它翅膀下。火烧死了母鸡，

但是，小鸡们就被救了。  

2) 谁代替了小鸡们，并且被烧死  [母鸡] 

3) 什么事情发生在母鸡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小鸡们身上?  [它被烧死] 

4) 谁要被烧死的位置取代了?  [小鸡们] 

5) 另一说法就是，母鸡从烧死中救了小鸡们 

 

2.   耶稣代替我们  

 

1. 世人都犯了罪，应得永死的刑罚。但耶稣为我们的罪承担了刑罚，祂忍受地狱的痛，

并死于十架上。 

1)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谁取代了我们遭受地狱的痛苦?  [耶稣] 

2) 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祂死在十架上，为我们承

担地狱的苦] 

3) 耶稣死在十架上，是代替了谁?  [以前、现在和将来所有人的位置] 

4) 为什么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祂从我们罪里应得到的刑罚中救出来] 

 

2. 为了取代我们的刑罚，耶稣必须要有以下的资格。是有什么资格？读完经文后回答问

题。 

1) [无罪的] 

a. ╬彼前 2:22  耶稣有没有犯过任何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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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耶稣犯了罪，那么祂为谁的罪受刑罚?  [祂自己]   

c. 祂还能代其他人受刑罚吗?  [不能] 

2) [是上帝] 

a. ╬西 2:9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谁里面?  [在基督耶稣里]  

这意思是耶稣是真上帝。   

b. ╬路 1:35   

a) 谁讲了这些话?  [天使加百列] 

b) 这些话向谁说的?  [童女玛利亚] 

c) 她会怀谁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c. 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祂还能为过去、现在、将来所有人的罪担当刑罚吗?  [不能]   

d. 为什么不能?  [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为人类担当所有罪刑罚到祂身上] 

3) [是人] 

a. ╬路 2:7  是玛利亚生了耶稣吗?  [是]  也就是说耶稣是人，像其他人一样出生。 

b. 如果耶稣不是人，祂还能代替人类受刑罚吗?  [不能]   

c. 为什么不能?  [因为只有人才能取代人的位置受罚] 

 

3. 耶稣无罪吗?  [无罪]  祂是上帝吗?  [是]  祂是人吗?  [是]  耶稣有担当所有人的罪，代替

他们死的必要特质吗？[有] 

4．在耶稣死前，祂说了些什么表明了祂为整个世界的罪所受的迫害已完成?  [“成了!”] 

1) 在圣经哪里找到?  [约 19:30] 

2) 是胜利的呼喊还是打败的呼喊?  [胜利的呼喊] 

3) 耶稣战胜了什么?  解释.     

a. [罪—我们的罪得赦免，不再成为罪的奴仆，藉着基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b. [死亡—我们不必遭受永死] 

c. [魔鬼—魔鬼不能再控告我们.]   

      [教学笔记:   在将来的课程里，会用更多的经文详述有关耶稣战胜罪，死亡与魔鬼.] 

        

 
 
 

 
 

3. 其他方式解释代替 

 

1. 祂为我们的罪负债.  (图 4) 

1) 看 上帝的话。 ╬罗 6:23  我们的罪要付什么代价?  [死，就是永死—地狱] 

2) 看第 4课的图, ►图 4 (第__页).  我们有哪种债?  [罪的债]  永死—地狱就是付罪债

的代价 
3) 这种罪债应由我们付 

4) ╬来 9:12  谁为我们付罪债?  [耶稣基督]  祂用什么作赎金?  [祂的血] 

5) 因为这赎款，我们得着永生 (或永远救赎). 

 

2. 我们罪帐被钉在十架上。 (图 5) 

1) 看 上帝的话.  ╬西 2:14 

a. 什么帐与我们对抗?  [罪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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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罪帐被钉在哪?  [十字架上] 

c. 我们的罪帐被钉于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当耶稣被钉在十架上，是为
罪账受刑罚。现在罪帐不能再对抗我们，因为它已被完全清除，我们的罪不再

被受刑罚] 

2) 看第 4课的图, ►图 5 (第__页). 

a. 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  [罪帐]   

b. 罪账是如何被除掉?  [藉着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刑罚]   

c. ╬加 3:13  耶稣为了我们成为什么?  [咒诅]  祂什么时候成为咒诅?  [当祂被挂在

木头上（十字架上）。祂为什么这样做?  [从已被破坏的律法咒诅上救赎我们]   

d. 因为我们破坏律法，成为咒诅，但藉着基督，我们得自由。 
 

3. 我们的罪交换了祂的义。(图 6)    

1) 看 上帝的话。 ╬林后 5:21   

a. 谁为了我们成为有罪?  [耶稣] 

b. 耶稣有任何的罪吗?  [没有]  祂满有仁义 (完美良善)。耶稣为我们成为了什么?  [

有罪] 

c. 人类有任何的仁义吗?  [没有]  相反，人心充满了什么?  [罪] 

d. 这节经文说到在祂(基督) 里，我们成为什么?  [上帝的义] 

e. 这节经文有时叫“伟大的交换”.    

a) 人的罪交换了什么?  [耶稣的义] 

b) 耶稣的义交换了什么?  [人的罪] 

f. 最好的交换最差的，就是——耶稣的义交换了人的罪 

 

2) 看第 4课的图, ►图 6, 伟大的交换 (第__页).   

a. 图的中下方的标志 (一个圆圈和箭头) 代表上帝。这标志的不同部分代表上帝的

不同属性 

a) 圆圈表示上帝是无始无终，就如圆圈一样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祂是自有永

有的。 

b) 为什么你认为只有一个圆圈?  [因为只有一位真上帝] 

c) 为什么你认为圆圈的中间是白色的?  [白色代表上帝的圣洁，祂无罪。] 

d) 爱的箭头向外指是什么意思?  [上帝的爱从祂自己身上向外延伸，伸向不同

的方向，将爱给所有人] 

e) 箭头的几个点，是表示耶稣为我们所戴的荆棘冠冕 

b. 你认为图画上方的画像代表谁?  [耶稣] 

a) 祂伸开的手臂指明什么?  [指明祂爱我们，欢迎我们到祂身边] 

b) 耶稣头上的光环象征祂无罪。在古代艺术，艺术家绘画表明某人无罪与圣

洁，就会在此人头上周围画出闪闪光圈。(当然只有耶稣和天使是圣洁的) 

c) 你认为耶稣头上的冠冕是什么意思?  [祂是万物之王] 

c. 在图画的下面看见谁的手?  [上帝的手] 

a) 在右方的手，看到一个箭头指向里面。箭头指着他自己表示一个人只爱自

己，就是，他所爱的只是自己。只会爱自己是有罪的，加上这箭头象征

罪。这箭头表示谁的罪?  [全世界的罪] 

b) 与此形成对比，左手的光环表示谁的义?  [耶稣的义]  还有在图画哪里能看

见光环？[图画最上方，耶稣的头上]  那是什么意思?  [那指明祂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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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叉的双手提醒我们上帝用耶稣的义交换了我们的罪。 

 

3) 圣经 林后 5:21 告诉我们这伟大的交换或替代是取代了位置。  

a. 耶稣身上担当了什么而成为我们的替代?  [我们的罪]   

b. 在交换里，祂给了我们什么?  [祂的义] 

c. 这意思就是上帝算我们所有做错事就如谁做的?  [耶稣]  祂算耶稣的所有良善就

如谁作的良善?  [罪人—我们] 

d. 祂的义代替我们的罪 

 

                                                结束活动 

 

通过回答以下的问题来复习今天所学的课 

 

1. 用来在课堂作解释代替的概念是什么样的三个故事?   

详细叙述 

 

2. 你还知道什么故事是可用作解释代替?  
 

作业: 

 

一起读第 4课的作业, ►作业: (第__页) 

 

 

 

 

 

 

第 4 课答案 

 

  作业 1.  

 

1. 复习与介绍  (第__页)     
 

 

 

2.  概述代替图画   (第__页)     
  

 
 

 

 

3.  耶稣是我们的代替   (第__页)     

 

 
 

4. 其他方式解释代替 (第__页)     

 

1.母亲，女孩，蜜蜂   2. 法官，杀人犯，死刑 

3.母鸡，小鸡们，烧死 

1.罪，永死      2. 帐 
3. 罪，义，罪，上帝，圣洁，天使，王，罪，交换，良善 

罪，实行，忽略，行为 

耶稣，上帝，罪，魔鬼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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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2 .  

 
         图 1, 2, 3  (第__页) 

 
 

 
 

 
                                                     

 

 

 

 

 

 

 

 

 

 

 

 

 

 

 

 

 

 

 

 

 

 

 

 

 

 

 

 

 

 

 

 

 

  

母亲       代替了小女孩           被蜜蜂所蛰. 
 

法官       代替了杀人犯           为他承受死刑 

                                                                                                                                                           

母鸡       代替了小鸡们           为了它们而被火烧死  

                                                                                                                           
th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