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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教学大纲  

本书是基督教事工教学大纲的十八门课程（科目）之

一。该系列丛书分为三个单元，每单元有六门课程。《活

在基督里：对救赎的研究》是第二单元中的第三门课程。

按顺序学习该课程对你会很有帮助。  
基督教事工教学大纲中的学习教材，是专为基督教事

工人员自学而编写的。这些课程为学员从事基督教事工的

实际工作，提供了所需的圣经知识和技巧。你可以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获得攻读学位所需的学分，也可以通过它来

丰富自己的知识。  

注意事项  

请仔细阅读课程简介。遵循这些指导是非常必要的，

它可以使你达到学习该课程的目的，并为你完成学习报告

作好准备。  
 



 

课程简介 

你即将开始学习一个重要的主题：救赎。救赎包括耶

稣在髑髅地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一切。除此之外，它还供

给我们属灵的一切需要。救赎包括赦免过去的罪、摆脱现

在罪的束缚以及将来免受罪的侵扰（犹大书 24）。  
救赎既是对未来的期盼，也是现在喜乐的源泉。然而，

有很多基督徒，对于救赎是现在喜乐的源泉知之甚少，甚

至一无所知。他们只把它看成是进入天国的途径。但是，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神的道清楚地表明，那些分享

到救赎之恩的人都是 1）已蒙了光照、2）于圣灵有份、3）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4）觉悟来世权能的人（希伯来书

6： 4-5）。因此，基督徒在地上与主同行时，也经历了那

未来属天的极大喜乐作为凭据。  
认真研究了救赎的背景之后，你应当对罪人在离开罪

（悔改）、信靠神（信心）以及在生活方式上发生重大转

变（归向神）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讨论。当新信

徒得到新的天性（重生）、在神面前得到新的地位（称义）、

在神的家庭中得到新的身份（得儿子的名份）时，你要对

他新生后的表现作出评价。最后，一旦信徒经历了救赎，

你要考察他是否开始承担起属灵成长的义务，因为不成熟

的基督徒，不能使基督和他救赎的大能得到荣耀，显然，

由于缺乏属灵营养，这样的基督徒在灵性方面不会有长

进。（哥林多前书 3：1-3；希伯来书 5：11-14）  
你将看到，无知和冷漠会妨碍属灵的成长。无知可以

通过读神的话和理解救赎的价值来加以克服。然而，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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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冷漠，只有靠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你对圣灵的顺服以

及对神公义的渴慕，这渴慕是无瑕疵的、属灵的。  
当你讨论圣灵在基督徒心中的工作——即让他们属

灵的生命更完美、让他们的灵命不断长进时，会认识到神

的方法和目标。这将丰富你的生活。我向神祷告，让你们

在学完该课程之后，能够更加感激神的救恩，对它有更深

刻的理解并且能更有效地与别人交通。  

课程说明  

《活在基督里：对救赎的研究》讲的是有关救赎的教

义。它指出救赎是神的旨意和工作，并以基督的救赎事工

为基础。该书就神的恩典是救赎之源这一观点 ,作了初步

的探讨。对神和人各自在救赎中职分的讨论 ,是基于有关

拣选和预定的圣经教义。本书谨慎地避免了对神或人在救

赎过程中主动性的强调。本书要学习的内容 ,包括圣经中

有关悔改、信心、归向神、重生、称义、得神儿子的名分、

成圣和得荣耀的教义。  

课程目的  

学完该课程之后，你应该能：  
1．  分别就神和人在救赎中的角色展开讨论。  
2．  按逻辑顺序对救赎的过程进行排列。  
3．  以圣经为依据，去解释对救赎的确信。  
4．  把圣经所述的救赎方法与圣经以外的救赎方法

进行比较。  
5．  更深地理解神在救赎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仁

爱、恩典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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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你将使用戴维·邓坎（David Duncan）所著的《活在

基督里：对救赎的研究》作为教材和课程学习指南。除此

之外，你唯一所需的教材就是圣经。经文全部引自和合本

圣经。  

学时  

每课学时的长短因人而异，取决于学员对所学内容的

了解程度及在此之前对学习技巧的掌握情况。所花时间的

多少，还取决于学员对学习要求的执行情况以及个人掌握

的必要的自学方法的情况。因此，学员应作出学习计划，

确保有足够时间来达到本书作者所阐明的要求，并达到自

己的预期目标。  

课程结构和学习方法  

每课由九个部分组成： 1.课文标题、 2.卷首语、 3.课
文大纲、 4.课文目的、 5.学习要领、 6.关键词、 7.课文进

程及习题、8.自测题（在课文进程后面）、9.习题答案。  
课文大纲和学习目的全面介绍了课程的主要内容，有

助于学员在学习中抓住重点，明确学习内容。  
课文进程中的大多数习题，可在书中提供的空白处作

答。答案较长的，可以写在笔记本上。在笔记本上回答问

题时，请务必标明课文的编号和题目，这将有助于学员复

习课文，从而完成单元学习报告。  
学员在给出自己的答案之前，请先不要查看习题答

案。只有独立回答问题，才能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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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后，务必与各课后面所提供的答案核对。如答题有误，

请予纠正。习题答案不是按序号编排的，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学员碰巧看到下一题的答案。  
所有的习题都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学员掌握课文的

中心思想以及将所学的理论加以应用。  

如何答题  

在该学习指南中有不同类型的习题和自测题。下面是

几个不同类型的习题和解题示范。至于如何解答可能出现

的其它类型的习题，本书将给予具体的说明。  

多项选择题。要求学员从列出的多个选项中，选出一个

正确答案。  

例如：  
1 圣经共有  

a) 100 卷。  
b) 66 卷。  
c) 27 卷。  

正确的答案是 b）66 卷。在你的学习指南中，请按以

下方法将 b）画上圆圈。  

1 圣经共有  
a) 100 卷。  
b) 66 卷。  
c) 27 卷。  
（有的多项选择题会出现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在这

种情况下，你应该将每个正确答案前的字母画上圆圈。）  



课程简介 9 

是非题。要求你选出正确的句子。  

例如：  
2 下面的句子中哪个是正确的？  

a 圣经共有 120 部书。  
b 圣经是为现在的信徒传递福音的。  
c 圣经的所有作者都是用希伯来语进行写作。  
d 圣灵默示了圣经作者。  

b 和 d 这两种说法是正确的。因此，你应该按上述方

法将所选择的两个字母画圆圈。  

配对题。要求你将互相匹配的两个部分进行配对，比如，

名称与解释，或者经书与作者。  

例如：  
3 将领袖名字的编号写在对他所作事情的陈述前面。  
.. ..a 在西奈山上接受神的律法      1）摩西  
.. ..b 率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2）约书亚  
.. ..c 向耶利哥进发  
.. ..d 住在法老的家中  

a 和 d 指的是摩西，而 b 和 c 指的是约书亚。你应该

按上面的方法，将 1 写在 a 的和 d 的旁边，将 2 写在 b 和

c 的旁边。  

学习形式  

如果你是采用自修形式学习本课程，你可将所有作业

邮寄给你的指导老师。虽然本课程是专为自学者设计的，

但你也可跟组或班进行学习。如果采取跟组或班的方式学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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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除教材内容外，教师还会增加一些别的内容。如果是

这样的话，请一定按照教师的要求做。  
对该课程的学习，有些人也许喜欢在家庭圣经学习小

组中进行，有些人喜欢参加教堂组织的学习班，也有人喜

欢到圣经学校学习。无论采用哪种学习形式，本课程的内

容和学习方法，都将非常适合你。  

单元学习报告  

你会在本书的后面找到单元学习报告和答卷。请按照

课程要求及单元学习报告的规定做题。请完成作业并将答

卷寄给你的老师进行批改和指导。即便你没有在办事处进

行学习，你仍然能够通过回答学习报告的问题受益。  

证书  

在顺利学完本课程并由教师根据你的答卷最终确定

了你的成绩之后，你将获得学院颁发的证书。  

作者简介  

戴维·邓肯（DabvidDuncan）在教育领域工作了三十

年，在马绍尔群岛玛加落的格瓦利圣经学院担任了八年院

长，随后又在国际函授学院的大学教材编写部，担任了近

二十年主任。他在福乐顿（Fullerton）的加利福尼亚州立

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目前仍在攻读加利福

尼亚神学研究生院的神学博士学位和北德克萨斯大学的

哲学博士学位。戴维 .邓肯先生目前致力于写作，在世界

各国任教，并担任教育顾问。  
他和妻子桑得拉有三个已成年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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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会非常乐意向你提供各种帮助。你若对该课

程或单元学习报告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敬请向老师请

教。若有几个人想要在一起学习该课程，可要求教师给予

特殊安排。  
当你开始学习《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求神赐福给你。

愿本课程能丰富你的生活和基督徒事工，并帮助你更有效

地成就你在基督身体里的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