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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第一单元第一单元第一单元  

根据圣经解决问题根据圣经解决问题根据圣经解决问题根据圣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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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第一课第一课第一课  

问题的起因问题的起因问题的起因问题的起因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把自己返回天国后将

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门徒。其中一件事是：“在世上你们

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

16： 33）然后，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圣父啊，求你因

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 17：11，15）  

只要我们还留在世上，就会遭遇问题。这些问题源于

何处？凭我们的某些作为，能预防问题的发生吗？神为什

么允许基督徒承受苦难和试炼？  

我们将在本课讨论问题的起因，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

面对问题。认识事情发生的缘由，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寻

找解决办法，和如何把问题变成基督徒经历中使我们更强

壮的机会。当你学习本课时，想一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和

它们的来源。一旦你明确了问题的根源，就可以开始考虑

可能的解决办法了。了解根源还能帮助你避免遭遇某些问

题，而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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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课文大纲课文大纲课文大纲  

罪的后果  

外界影响力的后果  

出于个人选择的后果  

神看顾我们的结果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当你完成本课的学习时，应该能够：  

� 解释罪作为问题起因的三个途径。  

� 举出几个因不能控制的情形而引发问题的实例。  

� 认识到谨慎做出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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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经历试炼和苦难。  

 

学习要领学习要领学习要领学习要领  

1. 阅读这本自学教材的简介并认真学习课程目标。  

2. 阅读本课的引言、大纲及目标，查阅关键词。  

3. 作为本课的背景，请阅读创世记第一、二、三章。  

4. 逐节学习本课的正文部分，阅读所有引用的经文并回

答所有习题。在继续下一节的学习之前，一定要达到

本节的学习目标。  

5. 完成课后的自测题并与书后给出的答案进行核对，复

习回答错误的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理解我们在每课开头列出的关键词，将有助于你的学

习。如果你对列出的单词有任何疑问，可以立刻查看它们

的解释，也可以在阅读过程中碰到它们时再查看。请找时

间学习所有对陌生词汇的解释，因为它们对全面理解本课

程很重要。  

益处       能力       同情      效法      灾难   

不道德     相互作用    成熟      逼迫      忍耐   

优先级     被洁净的    被精炼的   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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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进程课文进程课文进程课文进程  

罪的后果罪的后果罪的后果罪的后果  

目的 1：指出问题的根源。  

亚当的罪亚当的罪亚当的罪亚当的罪  

亚当和夏娃是两个在完美世界里被造的完美的人（创

世记第 2 章）。他们与神有完美的交通，也不存在任何问

题。但是，神给了他们选择是否顺服和事奉他的权利。  

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一个邪恶的影响力，就是撒但，耶

稣称之为“恶者”（约翰福音 17：15）。他以蛇的外形住在

伊甸园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进入那里的，但是，

我们在创世记第 3 章里看到，蛇（撒但）用他的邪恶影响

力诱惑亚当和夏娃违背神。他们的背逆导致了一个对全地

的咒诅，地和全人类都被罪败坏。这就是疼痛、苦难、艰

辛、灾难和艰苦工作的开始  。  

1 以下哪个句子最准确地总结了刚才对有关问题根源的

讨论？  

a) 撒但引发了我们的所有问题。  

b) 亚当和夏娃的罪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缘由。  

c) 撒但的邪恶影响力和人的背逆，导致了一个对全地

的咒诅，并把各种问题带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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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罪败坏了的世界一个被罪败坏了的世界一个被罪败坏了的世界一个被罪败坏了的世界  

目的 2：举出一个问题实例，表明问题源于我们生活在一

个被罪败坏了的世界里。  

 

创世记第三章 16-19 节，记载了因为罪而降临到地上

的咒诅。因为这个咒诅，我们会逐渐衰老直至死亡。因为

罪，地不完美了，有诸如饥荒、洪水和地震之类的灾难。

因为罪，为了有足够的食物保证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与

风暴、野兽和害虫做斗争。尽管我们不全是农民，但是，

我们的生存要依靠这些供给。因为罪，一些孩子患有先天

性的脑损伤、肢体残疾或疾病。  

2 观察你所生活的地区。你能举出一个实例，说明你所

看见或面临的一些问题，是源于这个被罪败坏了的世

界吗？  

…………………………………………………………………… 

 

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自己的罪性  

目的 3：请说明  如果人们希望避开由个人罪性所引发的

问题，他们可以做怎样的选择。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被人揭发品行不端。

当他的母亲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魔鬼让我这

么做的！”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问题，都归结到魔鬼（撒

但）身上，但是，事实是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我们自

己的罪性。  



 

18 

我们有选择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的权利。如果我们犯

了罪，那是出于个人的选择，我们要亲自为自己的罪承担

责任。在罗马书 5：12 中，我们读到：“这就如罪是从一

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

众人都犯了罪。”  

3 阅读以赛亚书 53：6；以赛亚书 64：6；箴言 20：9；

罗马书 3：23，以及约翰一书 1：8。以下哪个句子最

准确地总结了这些经文所重复的信息？  

a)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的罪更重。  

b) 亚当导致了我们自身的罪性。  

c) 人天生都有罪性，所有人都因个人的罪性而犯罪。 

这些经文清楚地表明，所有人天生就有犯罪的能力，

我们要为自己选择行善还是行恶承担所有责任。我们的许

多问题，都源于我们所做的有罪的事情、无意中所说的话，

或者有罪的态度，如任性、自私、贪婪、嫉妒或错误到极

点。  

圣经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耶稣治愈了一个病了很长

时间的人。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这个人并忠告他：“你

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

翰福音 5：14）很明显，在这个事例中，是这个人的罪导

致了他的疾病。  

有些人使用有害的毒品或烟草、暴饮暴食、不道德或

邪恶的行为，来摧残自己身体，结果可能会面临严峻的身

体问题。我们背逆神和他的道犯罪时，会给自己带来许多

问题，比如家庭破裂，各种人际关系的破裂，悲痛、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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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甚至死亡。罗马书 6：23 提醒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

其中所表明的并不只是肉体的死，也是灵里的死，这种死

是与神永远的隔绝。  

我们对待问题的方式，有时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消极的态度或不断的抱怨，是对我们所处景况的恶劣反

应。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被问题击败，并且失去与神的交

通。在本课的后一部分，我们将看到，一个积极的态度将

帮助我们战胜问题，获得属灵的长进。  

4 要避免由我们个人的罪所引起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些

什么？  

……………………………………………………………………. 

有个错误的暗示，以为有这样一种生活，很可能让人

的一生都能避开所有与罪有关的问题，活出一个没有罪的

完美生命来。你自己的经历就会告诉你，尽你最大的力量

你也不会完美，即使你可能正在不断地胜过罪，但是，旧

的罪性有时仍然能让你跌倒。因此，你时常要面临许多由

自身失败所引发的问题。但是一个奇妙的真理是，即使我

们犯了罪，神仍然爱我们。当我们认罪并请求他帮助时，

他将会帮助我们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以后的课程中，我们将看到一些具体的实例，说明

罪如何引发问题，以及我们做什么，才能避免或克服这些

问题。  

 

 



 

20 

外界影响力的后果外界影响力的后果外界影响力的后果外界影响力的后果  

目的 4：指出源于你无法控制的外界影响力的问题实例。  

我们已经看到，人的问题源自罪。因为罪，我们生活

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罪带给全地一个咒诅，撒但的影响

力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混乱、疑惑、烦恼和绝望。所有人生

下来就有了罪性（罗马书 3：23）。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问题都是由我们个人的罪所

引发的吗？当然不是！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完全是由我

们自身控制力以外的力量引发的。其中的一些力量是什么

呢？  

 

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自然灾害  

当英国的泰坦尼克号于 1912 年修造完成时，它是世

界上最大的一艘轮船。专家们说，这条轮船是不会沉没的。

但是在 1912 年 4 月 14 日的晚上，它撞到一座冰山上，在

它从英格兰到美国的第一次航行中沉没了。2200 个乘客中

有 1500 人在等到援救前就死了。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一

座冰山会在这艘轮船上撞出这么大的一个洞，以致它在一

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就沉没了。  

想想由这场灾难所引发的所有问题！毫无疑问，有许

多基督徒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亲人。造成悲伤、痛苦、苦

楚以及涉及善后问题的根源，不可能归咎于某个人自身的

罪。它们只是一场自然灾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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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是洪水、地震、飓风或饥荒一类灾难的受害者。

也可能在自己的家庭中，经历过疾病、死亡、精神失常、

经济困难或其它超出你控制力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最

终的根源，都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所导致的那个

对世界的咒诅。但是，它们不是某个人的罪的结果。圣经

很清楚地说明，属神的基督徒之所以和活在罪里的非信徒

一样可能遭遇问题，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因罪而受

咒诅的世界里。  

5 阅读马太 24：4-9。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描述了基督第二

次来时，信徒将期待什么？这里提到了哪些超出信徒

控制力的灾难？  

…………………………….……………………………………… 

 

其他人的行为其他人的行为其他人的行为其他人的行为  

在经济萧条期，许多公司生意失败，许多人失业。这

事可能就发生在你身上，但不是你的错。你的老板可能决

定把你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结果给你们全家带来许多问

题。某个开车的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停车信号而撞到你的

车上，造成事故和伤害。邻居可能误会了你的某些行为，

不公平地辱骂你不道德。敌人向你的国家宣战，可能在战

斗中需要你保卫自己的国家。你可能是一个刑事案件的受

害人。所有的这些问题，或大或小，都是超出我们控制能

力以外的、由其他人的决定或行为所导致的。  

人与人互相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个人的安宁幸

福，有时要依赖其他人的选择。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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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待由其他人的选择所造成的问题时，我们的态度所

引发的问题，将是本课程的重点。  

 

 

 

6 分析以下情况，哪些是由你控制力以外的力量引发的

问题？把它们前面的字母圈上。  

a) 一个亲人死于一场空难。  

b) 你的庄稼种晚了，根本长不出来。  

c) 一个小偷闯入你家，你遭到抢劫。  

d) 你不小心把钱包掉在肉食店的柜台上，结果被偷。  

e) 因为你有上班迟到的习惯，你的老板解雇了你。  

f) 一场地震毁了你的家，你也受了伤。  

g) 你因患重病而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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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个人选择的后果出于个人选择的后果出于个人选择的后果出于个人选择的后果  

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判断错误  

目的 5：  解释问题与判断错误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开得慢一些，事故就不会发生！”  

“如果我更小心一些，就不会滑倒！”  

“如果我了解全部事实，就能作出更好的决定！”  

当你做的事情给自己造成了问题时，你是否也曾说过

类似的话？只要我们要有行动，就一定要作出选择。其中

的一些选择有好的结局，我们很高兴。另一些可能是糟糕

的选择，带来了问题。这些选择不一定是有罪的选择，有

可能是粗心、无知或混乱到极点导致的。或者，还有可能

它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被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决定，

结果却出乎预料。因为我们不具备完全的智慧，我们时常

会犯错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不涉及罪的问题，但是我

们必须应付由罪发展而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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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在学习走路的过程中，会跌跌撞撞很多次。

但是，他从怎样才能防止跌倒的这个经历中获取了经验，

直到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移动，走路不再跌倒。同样，我

们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在作选择时要更加小心、更加

关注。这是我们要经历的一段成熟历程。  

7  我们的问题有时怎样与我们的错误判断相关联？  

…………………………………………………………………… 

8  当我们因为一个错误的判断为自己引来问题时，可以

从中学到什么？  

…………………………………………………………………… 

 

深思熟虑的选择深思熟虑的选择深思熟虑的选择深思熟虑的选择  

目的 6：即使你已经知道它们可能引发问题，但仍然把它

们当作正确的选择，请把这样的实例列举出来。  

并不是所有引发问题的选择都是错误的选择。有时，

我们知道自己作出的选择是好的、正确的，即使我们也知

道它们可能引发问题。  

圣经里有很多这种选择的实例。在但以理书第三章

中，我们读到三个年轻的希伯来人的故事，他们的选择是

不向国王的金像鞠躬和敬拜，尽管他们的决定一定意味着

死亡。当国王听说他们拒绝时很愤怒，并要求他们作出解

释。以下就是他们的答复：  

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



 

25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

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 3：

16-18）  

在这个事件中，神确实救他们脱离了死亡，向人见证

了他的能力。这三个人宁愿选择死，也不愿背逆神。  

综观保罗的事工，即使传福音带来了逼迫，他仍然选

择它。一次，他在路司得传道，众人变得很愤怒，向他扔

石头，并将他拖出了城，以为他可能死了（使徒行传 14：

19）。  

9  阅读使徒行传 14：20-21。保罗被砸并被扔到一边等死

之后，他接下来又作了什么？  

…………………………………………………………………… 

10  保罗对那里的其他门徒说了些什么（使徒行传 14：

22）？  

…………………………………………………………………… 

即使传福音意味着逼迫，保罗仍然要这样选择，结果

他被关入监狱很长时间。最终被恨恶福音的人害死。他在

腓立比书 1：12-14 中所说的话十分鼓舞我们：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

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

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

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基督徒宁可选择苦难和死亡，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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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为基督作见证。其中一些人就像传教士吉姆·艾利奥

特（ Jim Elliot）一样。吉姆·艾利奥特去南美洲一个原始

部落，奥加（Auca）印第安人那里传福音，被当地人所杀

害。以下是他临死前简短写下的话，这些话清楚表明了他

的选择：  

“他不愚蠢，用他不能保留的东西，换取了他不能失

去的东西。”  

吉姆·艾利奥特（ Jim Elliot）情愿选择永恒的价值，

也不愿选择属世的眼前利益。因为吉姆的死，他的妻子伊

丽莎白和雷切尔·森特（Rachel Saint）（雷切尔的兄弟内

特与吉姆·艾利奥特一同殉道）一起得以进入奥加部落。

通过这两个敬虔妇人的见证，许多部落成员接受基督做了

他们个人的救主。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

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约翰福音 12：24-25）  

11  选出正确的选择，即使它可能会引发问题。  

a) 你选择保护一个犯了刑事罪的朋友，声称案发时，他

和你在一起。  

b) 你选择终止与一个非信徒结婚的决定，即使你非常爱

这个人。  

c) 你选择每个星期天工作，而不请求老板给你时间去教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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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你选择每天吃饭前低下头，为食物感谢神，即使当着

可能会嘲笑你的非信徒的面。  

e) 你在没有了解到全部重要事实之前，做出一个决定。 

 

神看顾我们的结果神看顾我们的结果神看顾我们的结果神看顾我们的结果  

目的 7：描述撒但诱惑我们的目的与神试炼我们的目的之

间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一个良善的神会允许他的子民受苦呢？如果

他真的关心我们，他为什么不保守我们远离所有问题呢？

当你遭受的试探似乎超过了你的承受力时，你是否曾经问

过类似的问题？  

有时神会救我们脱离试探，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怎样把

那三个希伯来人救离火窑的。你可能也经历过神迹般的医

治，或许神还以其它一些出乎意料或无法解释的方式，供

应并满足过你的需要。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们非常喜乐，

但是，我们还知道有时神也允许我们受苦。他这样做不是

因为他要从我们的苦难中获得快乐，而是因为他关心我

们，他的关心超越了我们暂时的试炼。我们来看看他让我

们经历问题的几个理由。  

 

洁净并证明我们的信心洁净并证明我们的信心洁净并证明我们的信心洁净并证明我们的信心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座日渐陈旧、岌岌可危的铁路桥。

如果火车开上来，它就有坍塌的危险，因此铁路公司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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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它，使它更安全、更坚固。当这项工作完成时，向全

社会公布了一个通行仪式。当两辆火车同时从桥上通过

时，仪式达到了高潮。官员们这样做是想要大桥坍塌吗？

不是，他们确信它不会坍塌。他们的目的是要向社会证明，

现在，这座桥非常坚固，不会被压垮。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神诱惑我们了吗？没有！神试炼

我们了吗？是的！在诱惑某人作恶，与试炼某物以显明它

的良好品质之间有明显的不同。  

12  阅读雅各书 1：2-4 和 12-17，然后回答以下问题：  

a) 设想一个基督徒怎样面对试炼？……………………… 

b) 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态度？…………………………… 

c) 神诱惑我们作恶了吗？………………………………… 

d) 谁为我们作恶的行为负责？（参看约翰福音 17：15） 

……………………………………………………………… 

我们为什么被告知在受试炼的时候要喜乐，这里有一

个理由。尼希米记 8：10 给了我们一个理由：“你们不要

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我们在

主里的喜乐给了我们忍耐并战胜问题的力量。  

13  现在阅读彼得前书 1：6-7。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要喜

乐，即使我们不得不遭受百般试炼的苦难。这些试炼

的目的是什么？  

……………………………………………………………… 

彼得在这段经文中指出，金子被放到火里试炼、提纯

或精炼，但可能会被毁坏。我们的信心远比金子的价值大，

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而且它要在我们经历的试炼中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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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精炼。  

即使神允许我们受试炼，但他也应许要与我们同在。

在哥林多前书 10：13 中，我们发现了这些事实：   

1. 神不允许我们经历超越保持坚固（忍耐，信心）

的能力的试探。  

2. 他要赐给我们力量去承受试探。  

3. 他要为我们开出路，叫我们逃离试探（解决方法）。 

14  根据这段经文，解释以下问题：  

a) 撒但试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 

b) 神试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 

 

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  

目的 8：就我们面临的问题，指出罗马书 8：17，28-29 中

所包含的信息。  

神对你和我的期望是要我们变得像耶稣。今生是我们

为在天国里得永生所作的准备，而且神非常乐意帮助我们

在基督徒的道路上不断成熟起来，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如

果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问题，神将让它们有益于我们，在我

们里面培养出基督的品质来。  

我记得有两个妇人，她们都必须长期照顾一个垂危的

亲人。其中一个妇人变得很悲苦，不断地向同情她的人抱

怨。没有人愿意靠近她。另一个妇人，尽管她的问题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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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承受，却变成了一个满有忍耐和爱心的人，见证了神

的荣耀，从而告诉人们即使在困难的时候，神也会赐下力

量和喜乐。因为让问题在自己里面塑造出基督的品质，她

把问题转变为得胜。  

15  阅读罗马书 8：17，28-29，选出正确陈述了这些经文

中所包含的信息的句子。  

a) 如果我们爱神，神就只让好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b) 那些爱主并且信靠他的带领的人，将从他们所经历的

试炼中获得属灵的益处。  

c) 效法基督样式的过程，包括与他一同受苦。  

d) 神要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转变为益处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像他的儿子。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4：7-10 中，非常美好地表达道：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

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

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

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

们身上。  

是我们里面的神的大能，让我们有可能承担起自己的

重担，而不被困住、不会失望、不被摧毁。其目的是要让

耶稣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得胜啊！  

 

使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使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使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使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  

目的 9：试炼对我们与他人，以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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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益处？请解释。  

神允许我们承受苦难的另一个原因是，使我们更有能

力为别人的需要提供帮助。一个孤独的人能够触及另一个

孤独的心。孩子遭受过患难的父母，会更同情另一些孩子

正遭受患难的父母。我们同情并理解那些与我们有同样经

历的人。我们经历困难时，神赐下力量和祝福的见证，将

帮助另一些人仰望他而不至失望。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3-4 中这样表达：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

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16 选出正确的答案。这段经文向我们表明  

a) 神有意把试炼加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帮助其他经历

同样试炼的人。  

b) 神会在我们受苦时看顾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以同

样的方式看顾别人。  

 

教导我们向教导我们向教导我们向教导我们向他他他他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我听许多基督徒表达过他们这样的感受，他们正在承

受靠自己无法承受的重担，但是，在这个试炼中，他们认

识到了神的力量和帮助。在彼得前书 5：7 中，强调道：“你

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使徒保罗认识到受苦的益处，以下是他在哥林多后书

1：8-10 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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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

受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

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

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保罗认识到，他不仅要在过去的试炼中依靠神，还要

在将来的苦难中依靠神。  

17 比较哥林多后书 1：8-10 与哥林多前书 10：13，这些

经文都强调了什么真理？  

…………………………………………………………………… 

18 试炼怎样为我们与别人以及与神之间的关系带来益

处？  

…………………………………………………………………… 

19 作为本课的最后一个练习，请找时间把你现在正面临

的问题列出来。然后浏览课文，在每个问题旁边列出

来源。当我们进入下一课的学习时，你将逐渐看到为

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途径。  

在这节课中，我们学习了问题的来源，看到世界上邪

恶的存在是我们遭遇问题的根源。但我们可以把问题转变

为得胜——只要让神动工！让这些问题对我们有益，让我

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并让我们成为更加合神心意的管

家。  

在下一课的学习中，我们将看到基督徒解决问题的办

法，以及神所赐的以积极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好让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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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上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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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自测题自测题自测题  

请你在复习完本课之后，完成自测题，并与书后给

出的答案进行核对。复习没有答对的习题。  

多项选择：选出一个最佳答案。  

1  直到他们背逆神之前，亚当和夏娃都没有  

a)  选择。  

b)  问题。  

c)  与神交通。  

d)  判断力。  

2  我们可以避免由个人的罪所引发的问题，通过  

a)  顺服神和他的道。  

b)  做我们感觉正确的事。  

c)  效仿亚当。  

3  圣 经 告 诉 我 们 ， 当 我 们 以 ………………..面 对 问 题

时，将获得属神的力量。  

a)  惧怕  

b)  悲痛  

c)  决心  

d)  喜乐  

4  撒但的期望是  

a)  帮助我们。  

b)  试炼我们。  

c)  引诱我们。  

d)  精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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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哪个句子是正确的？  

a)  所有人都犯了罪。  

b)  只因为亚当的罪，我们就成了罪人。  

c)  我们不对自己所犯的罪负责，因为是撒但引诱

我们犯的罪。  

d)  有些人生下来就有罪，而另一些人因为其父母

是基督徒，所以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6  当引发问题的某件事发生时，我们首先应该谨防  

a)  错误的反应。  

b)  其他人的想法。  

c)  我们自己的平安。  

7  使徒保罗和吉姆·艾利奥特，向我们见证了我们最

看重的应该是  

a)  个人的幸福。  

b)  永恒的价值。  

c)  避免问题。  

d)  满足我们眼前的需要。  

8  “忍耐”的意思是  

a)  避开问题。  

b)  坚持你的目标，不放弃。  

c)  靠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  

d)  屈服于撒但的试探。  

9  以下哪一项不是神试炼我们的目的？  

a)  让我们更像基督。  

b)  精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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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诱惑我们作恶。  

d)  洁净我们。  

10  配搭题：你怎样明确这些问题的不同来源？把你的

选择填写在每个遭遇前的空格里。  

. . . . . .  a  “我原想，拒绝那份工

作是我做的一件正确的

事，但现在，我认为应

该接受它，因为我的老

板 即 将 结 束 他 的 生 意

了。”  

. . . . . .  b  “在我生病的时候，逐

渐意识到我忽视了个人

时间里的祷告和圣经学

习。”  

. . . . . .  c  “当他在酒精的影响下

驾车时，发生了事故。” 

. . . . . .  d  “我需要为冬天预备一

件新外套，但是，我用

我的积蓄帮助人购买了

用于事工项目的圣经。” 

. . . . . .  e  “ 他 在 考 试 的 时 候 作

弊，被开除了。”  

. . . . . .  f  “在我们村里发生了地

震，许多人丧生。”  

1)  被罪败坏的世界  

2)  个人的罪  

3)  外界的影响力  

4)  错误的判断  

5)  深思熟虑的选择  

6)  神对我们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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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g  “ 全 村 受 到 霍 乱 的 煎

熬，死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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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这 些 答 案 的 顺 序 被 打 乱 了 ， 以 防 你 在 作 答 之

前，不小心看到下一道题的答案。不要提前看答案，

这将帮助你牢记所学过的知识。  

 

10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1   c)  撒但的邪恶影响力和人的背逆，导致了一个对全

地的咒诅，并且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11  答案 b 是一个正确选择，即使它可能会让你受苦，

但它是顺服神的道的选择。（我们将在另一课就此

展开深入讨论。）答案 d 也是一个正确选择，因为

它荣耀了神，而且见证了你对他的爱。答案 a 和 c

是错误的选择，因为答案 a 牵扯到不诚实，答案 c

牵扯到背逆神的道。答案 e 是一个错误选择，因为

它是根据一个错误的判断。  

2  你的答案。在我所住地区的一个实例是：由于受到

害虫的侵害，一些树木死了。  

12   a）用喜乐  

b）这样他将培养出忍耐，使自己在灵里成熟起来。

（忍耐的意思是“坚持一个目的或目标，从不放

弃”。对于基督徒而言，它的意思是无论付出怎样

的代价，也要坚持基督徒道路，充满信心。）  

c）不，从来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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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们被撒但诱惑（试探），向我们自己的邪恶欲

望屈服。  

3  c)  人天生都有罪性，所有人都因罪性而犯罪。  

13   验证我们的信心，好证明它是纯正的。  

4   顺服神和他的道。  

14   a）为要让我们作恶，跌倒。  

b）为要让我们忍耐，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纯正的（真

正的）。  

5  战争、饥荒、地震、逼迫、死亡。  

15   a）错误   b）正确   c）正确   d）正确  

6  根据所给出的事实，我将选择 a、 c、 f 和 g。从 b、

d 和 e 中可以看出一些个人责任的存在。  

16  b)  神会在我们受苦时看顾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以

同样的方式看顾别人。这是神从一个看似没有任

何益处的景况里，带给我们益处的一个途径。  

7  不谨慎或不明智的选择，可能会导致问题。  

17  神不会把超过我们承受力的试炼加给我们。  

8  你自己的回答。我们可以学会操练自己在作选择时

更为谨慎。  

18 我们在经历试炼的同时，也变得更加理解那些正在

经历相同试炼的人。我们还要寻求神的帮助并学习

更加信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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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起来，前往下一个城市（特庇），在那里继续宣

讲有关基督的福音。  

19   你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