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的基石 
 

学生单元学习报告 
与答题纸 

 
答题说明 

 
学完每个单元时请完成该单元的学习报告。以下是如何完

成每道题的说明，有两类题：判断题和选择题。 
 
判断题示例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是 
正确的，请将标有 A 的框涂黑。 
错误的，请将标有 B 的框涂黑。 

1． 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 
上述表述，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确实是正确的，因

此你应该涂黑标有 A 的框： 
 

1   B  C  D 

 
选择题示例 

下列问题有一个 佳答案，请涂黑所选答案的框。 
 

2． 重生的意思是 
a) 年纪轻。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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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的一年的开始。 
d) 找到另一间教会。 
 

正确的答案是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此你应该涂黑标有

字母 B 的框： 
    

2 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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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学习报告 
     

请在答题纸上回答有关第一单元的所有问题。请阅读答题说

明以了解如何作答。 
 

第一部分——判断题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为 
是，请涂黑 A 框。 
否，请涂黑 B 框。 
 

1． 我已经仔细学完了第一单元中所有的课文。 
2． 神是个非人性化的存在。 
3． 神是看不见、非物质的，不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 
4． 神的道德特性是祂的智慧和至高无上的掌权。 
5． 神的应许意思是只要基督徒顺服神，神就不让他们受苦。 
6． 道成肉身指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7． 对父神与神子的神性的所有描述同样也用来描述圣灵。 
8． 圣灵的工作仅限于信徒身上。 
 

第二部分——选择题 
 

下列问题只有一个 佳答案。请在答题纸上涂黑你的答案。 
 

9． 说到神的独一无二、完整性，以及数量上的唯一性，我们是

指祂是 
a)  由多个部分构成的           c)   一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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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像祂的受造物一样           d)   一个人 
 

10． 哪一项不是神的特性？ 
a)   永恒的                     c)   不变的 
b)   会死的                     d)   全能的 
 

11． 无所不知意思是 
a)   拥有一切的权柄             c)   不能改变的 
b)   无所不在                   d)   参透万事 
 

12． 神在宇宙的维护上的工作意为祂 
a)   积极地保守祂所创造的。 
b)   在罪与恶上不设任何界限。 
c)   控制人的每一个行为。 
d) 常常超越在自然法则之上。 
 

13． 神在人事务上的一致性意为 
a)   祂从来不介入人的事务中。 
b)   人的行为是神给予人的能力的结果。 
c)   没有神的应允，一切都不会发生。 
d) 神将人行为的自由放在其他一切的考虑之上。 
 

14． 说到以色列人触摸了死老鼠就不算为洁净直至日落，这样的

礼仪律证明了神 
a)   是圣洁的。 
b)   保守整个宇宙。 
c)   的无限的爱。 



自我测试题答案  295 

 295

d) 的公义。 
 

15． 下列哪一项是基督的神性的例子？ 
a)   祂赦免人的罪。 
b)   祂在思想、身量、社交方面及属灵方面的成长。 
c)   祂经历到人的极限性。 
d) 按希腊语祂被称作约书亚。 
 

16．  《圣经》关于道成肉身的教导表明耶稣 
   a)   确实是神，但确实不是一个人。 
   b)   在祂复活前确实是人，而在祂复活后确实是神。 
   c)   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的某些个性特征。 

d) 在祂的神性上加上了人的属性。 
 

17．    道成肉身是必要的，这样神才能 
a)   亲自经历试探与罪。 
b)   提供一个祭，为赎我们的罪付出代价。 
c)   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 
d) 将人子升上天。 
 

18．    下列哪一项神性描述说的不是圣灵？ 
   a)   祂和三位一体中的其他位格是一样的。 
   b)   祂具有神的名称。 
   c)   祂知识有限。 

d) 祂做神的工。 
 

19．    下列哪一项不是圣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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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作为我们的大祭师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b)   通过非信徒作工来成就祂的意图。 
   c)   定人的罪、公义和审判。 

d) 使持久的、有果效的基督徒的生活成为可能。 
 

20．    圣灵在信徒中生出的果子也可被称作 
   a)   属灵的恩赐。 
   b)   跟基督一样的特性。 
   c)   受圣灵的洗。 

d) 见证的能力。 
 
    第一单元按要求已到此结束。请按答题纸上其余的要求，将

答题纸交给你的教师，然后继续下一单元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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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学习报告 

 
    请在答题纸上回答有关第二单元的所有问题。请阅读答题说

明以了解如何作答。 
 

 
第一部分——判断题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为 
是，请涂黑 A 框。 
否，请涂黑 B 框。 

 
1． 我已经仔细学完了第二单元中所有的课文。 
2． 《圣经》教导我们说有些天使受造时是好的，而有些受造时

就是邪恶的。 
3． 天使既是属灵的又是人性的存在，但他们不是无所不在的。 
4． 《圣经》表明在天使们有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中有些有着高

于其他的地位。 
5． 人的受造与其他的受造物遵循着同样的模式：神说要有，就

有了。 
6． 人的属性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方面，《圣经》指出是灵、魂、

体。 
7． 在亚当与夏娃违背神的时候，罪第一次在伊甸园中就发生了。 
8．无论什么只要是不符合律法和神的旨意的就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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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选择题 
    下列问题只有一个 佳答案。请在答题纸上涂黑你的答案。 
 
9．神禁止亚当和夏娃吃那一棵树上的果子是有必要的，因为 
a) 祂不想让他们了解所有的事情。 
b) 那棵树上的果子是恶。 
c) 他们只能通过有意地作出一个选择、听从或是悖逆神的旨意

来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d) 神想让人认识到自己完全在神的怜悯中，没有任何个人选择

的自由。 
 
10．在自己的意志成全与反叛中邪恶天使得到确认。意思是他们 
a) 正经历一个试练期，之后他们还有机会悔改。 
b) 受造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样，不会改变。 
c) 作出了选择与神作对，已经受到了永恒的审判。 
d) 在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这一点上没有选择。 
 
11．圣洁天使的头领的名称是 
a)  基路伯                              c) 守望者 
b) 天使长                              d) 撒拉弗 
 
12．《圣经》以下哪个方面给出了圣洁天使的影响的例子？ 
a) 统领属灵和自然世界的律法。 
b) 影响人的意志。 
c) 在神的宝座前为人代求。 
d) 在那些有关于神对人的救赎计划的重要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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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列关于撒但的表述哪一项不对？他 
a)  撒谎。                          c) 使人遭受疾病之苦。 
b) 为了欺骗而离间人。              d) 是无所不在的。 
 
14．人与其他受造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 
a)  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           c) 能作决定。 
b) 是会死的。                     d) 能说话。 
 
15．《圣经》教导说人的身体 
a) 会包括在我们永恒的救赎中。 
b) 会逐渐地不再存在。 
c) 比人非物质的方面更重要。 
d) 是邪恶的。 
 
16．下列哪一项不是理性生命的要素之一？ 
a) 智力                             c) 气息 
b) 情感                             d) 良知 
 
17．下列哪一项关于良知的表述是不对的？ 
a) 良知会被玷污。 
b) 良知随着我们成长和成熟而成长。 
c) 良知是不会犯错误的。 
d) 良知可用来在我们面临做错事的危险时提醒我们。 
 
18．罪的源头可以在     身上发现。 
a) 神                           c) 亚当 
b) 撒但                         d) 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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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与罪有关的，过犯意为 
a) 跨过神设定的禁止的界限。 
b) 没有成就神的旨意。 
c) 想要行使自己的方式。 
d) 需要洁净。 
20．属灵的恢复 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 
a) 同时恢复了我们的肉体。 
b) 去掉了罪带来的所有问题。 
c) 去掉了我们的老我。 
d) 将我们带回到与神的相交中。 
 
    第二单元按要求已到此结束。请按答题纸上其余的要求，将

答题纸交给你的教师，然后继续下一单元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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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学习报告 
 

    请在答题纸上回答有关第三单元的所有问题。请阅读答题说

明以了解如何作答。 
 

第一部分——判断题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为 

是，请涂黑 A 框。 
否，请涂黑 B 框。 
 

1． 我已经仔细学完了第三单元中所有的课文。 
2． 《圣经》的默示指的是对在圣灵的引导下写作的圣洁之人的

特别恩膏。 
3． 教会一词的圣经含义是“一个人们聚集敬拜神的场所。” 
4． 《圣经》的形成主要是代代相传的口述传统的结果。 
5． 教会涉及到信徒与神的关系以及信徒之间的关系。 
6． 基督的启示与教会的被提指的是同一回事。 
7． 检验一个人是否爱神， 重要的就是：“他是不是真地爱其

他人？” 
8．但以理书第 9 章记录了先知但以理集中围绕以色列民有关末

世的异象。 
 

第二部分——选择题 
 

下列问题只有一个 佳答案。请在答题纸上涂黑你的答案。 
9．  耶稣认可并引用旧约《圣经》这一事实支持了 

a) 口述传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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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圣经》是神的默示。 
c) 《圣经》是由普通的人在一般的情形中写下来的这一观点。 
d)  旧约是《圣经》的一部分的观点。 
 
10．整本《圣经》强调得 多的主题是 
a) 神胜过了撒旦。 
b) 基督的再来。 
c) 人的救赎。 
d) 教会的重要性。 
 
11． 《圣经》把教会称为 
a) 神的子民的团契。       c) 一幢建筑物。 
b) 一个宗教组织。          d) 好几个宗教派别中的任何一个。 
 
12．下列各项中哪一项不是教会的三个基本功能之一？ 
a) 与非信徒分享福音。       c) 启发信徒。 
b) 敬拜神。                 d) 开展社会活动。 
 
13．伪经指的是 
a) 《圣经》的旧约正典。 
b) 《圣经》的辅助读物。 
c)  认同《圣经》正典的早期教会的牧者。 
d)  预见了暴乱事件的一类貌似经文的文学创作。 
 
14．在《圣经》的传抄与保存中有着                的证据。 
a) 不同的手抄本中主要教义有所不同 
b) 在保持手抄本的可靠性上神的保守与看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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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同的文本间一点都没有不同之处 
d) 许多不可靠的文本削弱了《圣经》的价值 
 
15．神以团契来看信徒这一观点在《圣经》中的 好例证是通过

对           的描述。 
a) 独自行在路上的人      c) 身子的不同肢体构成整个的身体 
b) 水的洗礼              d) 一同玩耍的孩子 
 
16．圣经的证据表明教会开始于 
a) 基督降生之日。 
b) 紧随基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那天。 
c) 基督开始公开传道之时。 
d) 施洗约翰开始传讲弥赛亚要降临的时候。 
 
17．《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会发生 
a) 在特定某天的某个时间。 
b) 紧接着在敌基督者被揭露之后。 
c) 当福音传遍整个世界之时。 
d) 在经历大灾难时期的中途。 
 
18．以下哪一个词不是描述信徒被提后的身体的？ 
a) 会死的                    c) 荣耀的 
b) 永恒的                    d) 不朽坏的 
 
19．基督的审判台指的是            
a) 信徒根据其事工的质量而得到奖赏的“重新审视的台”。 
b) 撒但与邪恶已死的受到审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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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哈米吉多顿。 
d) 耶稣基督的启示。 
 
20．在哈米吉多顿将得胜敌对军队的“受膏者”是 
a) 预言中指的那个“将来的王”。 
b) 但以理异象中的天使。 
c) 蒙拣选的以色列民。 
d) 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第三单元按要求已到此结束。请按答题纸上其余的要求，将

答题纸交给你的教师。本课程的学习到此结束，关于其他课程的

学习，请你的教师给予你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