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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什么是教义学？ 

现代印度之父甘地认为二十世纪的不幸是什么？在墨西哥，

Benito Juarez 为什么把教会与政府分开？ 

为了找出这些伟人所论述的所有主题，在正常情况下，我们

必须通读他们的著作。就甘地而言，我们就需要阅读 80 本书！

如果我们发现有一本书对他的所有论述，按照不同的主题作了归

纳，试想一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轻松得多。 

在我们试图研究圣经中所包含的许多主题时，也遇到了同样

的问题。你或许已经发现，圣经中的教导并不是按主题来阐述的。

例如，创世记对神性，并没有向我们作完全的解释，其他书卷也

没有任何一本作了完全的解释。 

因此，学习圣经的一个 重要的方法是通读它，并找出与某

一主题相关的所有教导。这有助于我们很快地对其有一个整体的

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按某一逻辑方法整理其详细材料。这也是指

导我们的思想并使我们的生活与圣经原则保持一致的实用方法。 

这种学习圣经的方法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系统神学”。

在本课程中，当我们研究圣经，了解其有关宇宙及其统管者、臣

民以及神为其选择的发展架构的教导时，我们将采用这一方法。

我们还将探讨圣经对于将来说了什么。 

系统地研究圣经中有关各种重要问题的论述，将有助于我们

认识到，我们能向神盼望什么和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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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能在属灵上长进。 

课程说明 

《真理的基石》是一门圣经教义学科，是对圣经基本教义的

介绍性系统学习。其主要课题包括神的本质、神的作为、天使的

工作及其局限性、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计划、圣经的来历、

教会和神对人类的终极目的。本课程是对圣经教导及其在信徒生

活中所应用的、注重实际的基础研究。圣经的这些伟大主题在很

多圣经附注中都得到了探讨和论证。 

课程目的 

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后，你应能： 

1. 列举神位格的神性和位格属性。 

2. 阐述人的受造、人的堕落和神所提供的使人与祂恢复相交的

解决办法。 

3. 阐述我们对良善天使和邪恶天使以及他们作为的认识。 

4. 说明教会的目的和事工以及神对其永恒未来的计划。 

5. 决心把基于圣经真理的信仰和行为标准，作为你生活中的每

一个方面的指南。 

教科书 

你将使用由 Floyd C. Woodworth，Jr. 和 David D. Duncan 写

作的《真理的基石》，作为本课程的教科书和学习指导。其他唯

一需要的教科书就是圣经。书中所引用的经文都出自和合本圣



6   真理的基石 

 6

经。 

学习时间 

实际上每一课的学习需要多长时间，一方面取决于在开始学

习之前你对本课程的了解和你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你

接受自修学习所必需的指导和运用自学技巧的程度。计划好你的

学习时间表，以使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本课程作者所指定的学

习目的和你个人的学习目的。 

课文结构和学习方法 

每课包含：1）课文标题，2）开场白，3）课文大纲，4）课

文目的，5）学习要领，6）关键词，7）课文进程，包括习题，8）

自我测试（在课文进程之后），9）习题答案。自我测试的参考答

案，附在本书后面的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之前。 

课文大纲和课文目的将使你对主题有一个总的认识，帮助你

在学习时，把注意力集中到 重要的论点上，并告诉你应该学习

什么。 

课文进程中的大多数习题，都可以将答案写在本教科书所提

供的空白处。较长的答案应该写在笔记本上。当你把答案写在笔

记本上时，一定要记上习题序号和课文标题。这将有助于你为学

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作温习。 

在你完成自己的答案之前，不要先查看习题答案。如果你自

己完成答案，你将会更好地记住你所学的内容。在你完成了习题

之后，对照课文后面所给出的回答检查你的答案。然后纠正那些

你没有回答正确的习题。所给出的答案并没有按顺序号码排列，

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你无意中看到了下一道习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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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习题非常重要。它们会有助于你记住课文中所阐述的主

要观点，并有助于你运用所学到的原则。 

如何做习题 

在本学习指南中，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习题和自我测试题。下

面是几种习题以及如何作答的例子。对于其他类型的习题，将会

给出特别的做题指导。 

简答题。简答题要求你完成某一句子或写出简短的答案。通常

情况下会留有空白栏供你作答。 

例子．． 

1 写书信给加拉太人的是谁？ 

       使徒保罗          
在这一学习指南中，如上所示，把答案写在空白栏上。 

选择题。选择题要求你从所给出的选项中选择一个答案。 

例子．． 

2 旧约圣经总共有 

a) 66 卷书。 

b) 39 卷书。 

c) 27 卷书。 

正确的答案是 b）39 卷书。在你的习题中圈上 b），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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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旧约圣经总共有 

a) 66 卷书。 

b) 39 卷书。 

c) 27 卷书。 

（有些多项选择题，有多个答案是正确的。那样的话，便要

求你圈上每一个正确答案前面的字母。） 

判断题。判断题要求你从多个答案中指出哪些是正确的。 

例子．． 

3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圣经总共有 120 卷书。 

b) 圣经是给当今信徒的信息。 

c) 所有的圣经作者都以希伯来文写作。 

d) 圣灵默示了圣经作者。 

你应该这样作答：a)错误  b)正确  c)错误  d)正确  

配搭题。配搭题要求你把相配的东西配搭在一起，如名字及与

其相应的描述，或圣经书卷与它们的作者。 

例子．． 

4 把领袖名字前面的数字，写在描述了其所做的某些事情的短

语前面的空白处。 

...a 在西奈山领受了律法。 

...b 领导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c 环绕耶利哥城行走。 

...d 曾经在法老的宫廷里生活。 

1） 摩西 

2） 约书亚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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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 a 和 b 指的是摩西，短语 b 和 c 说的是约书亚。你应

该象上面所看到的那样，在 a 和 d前面写上 1，在 b 和 c 前面写

上 2。 

本书作者 

弗洛依德.伍德伍特（Floyd C. Woodworth，Jr.） 自从 1951

年以来一直被按立为牧师。现在他是基督教培训网络（Christian 
Training Network）的教材编辑，及拉丁美洲高级神学院（Latin 
American Advanced School of Theology）的教授。伍德伍特先生

1963 年以前在古巴事工。1964 年，他担任乐南美洲哥伦比亚的

中央圣经学院（Central Bible School）的校长。1973 年，他迁移

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他参加了通过高级基督教教育计划开发基督

教教材的工作，如今被通称为基督教培训网络。 

伍德伍特先生曾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

中央圣经学院（Central Bible College）和在俄克拉荷马州伯大尼

的 Bethany Peniel 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取得了学士学位。在南加

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大学，他取得了通用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硕士

学位。作为一位圣经学院的老师、牧师和传道人，他有着丰富多

样的写作经验。他在各种文化相交融的基础上教学，使他的写作

颇具特色和洞察力。 
David Duncan 1968 年以来一直是一位传道人，现在他在 ICI

大学司职教育发展工作。在来到 ICI以前，他在马绍尔群岛Majuro
骷髅地圣经学院（Calvary Bible Institute）担任了 8 年时间的校长。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立 University-Fullerton 大学取得了学士和硕士

学位。他还在加利福尼亚神学研究生院（Californi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完成了牧师专业博士学位所要求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