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在基督里 
对救赎的研究  

单元学习报告与答卷  

 



 

答题说明  

在学完每个单元后，请完成单元学习报告答卷。以下

是回答问题的方法。题型有两类：是非题和多项选择题。 

第一部分是非题举例  

下列句子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  
如果是正确的，请将 A 空涂黑。  
如果是错误的，请将 B 空涂黑。  

1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上面这句话，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是正确的，

因此，你应该将 A 空涂黑，如：  
1  B C D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举例  

下列这些问题只有一个最佳答案。将你所选择的答案涂

黑。  

2 重生意味着  
a) 变得年轻。  
b) 接受耶稣为救主。  
c) 一个新年份的开始。  
d) 找到一个新的教会。  

正确的答案是 b）接受耶稣为救主，因此，你应该将

B 空涂黑，如：  
2 A B C D 

 



 

单元学习报告一  

在答卷上，回答一单元的所有问题。做题方法，请参

看答题说明。  

第一部分是非题  
下列句子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  

如果是正确的，请将 A 空涂黑。  
如果是错误的，请将 B 空涂黑。  

1 我仔细阅读了第一单元的所有课文。  
2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因此，人们必须悔改。  
3 悔改是一种理性行为。  
4 悔改的产生靠的是道的事工和对神新的认识。  
5 信心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影响到我们

生活的各个方面。  
6 构成信心的要素只有一个，即接受神，因为它主要涉

及到我们的情感。  
7 悔改和信心等于归正。  
8 真归正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道。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举例  

下面的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最佳答案。在答卷上，将你选择

的答案涂黑  

9 悔改的结果是  
a) 所有人都为罪人的行动感到高兴。  
b) 悔改者的家人为他感到高兴。  
c) 天国与罪人一起为归向神而高兴。  
d) 世人为这种良好的转变而高兴。  

 



 

10 人们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会影响到他们的  
a) 思想。  
b) 情感。  
c) 意志。  

11 人们在作决定时，要涉及到悔改的哪一个方面？  
a) 身体。  
b) 感性方面。  
c) 理性方面。  
d) 决志。  

12 罪人意识到自己冒犯了神，  
a) 这涉及到悔改里的理性方面。  
b) 那么罪人有情感问题。  
c) 罪人生活在已蒙光照的社会里。  
d) 罪人听到的是审判的信息，而不是爱。  

13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信心是  
a) 我们对神的信靠以及我们对神恩典的盼望。  
b) 紧紧抓住我们听到并依靠的真理。  
c) 我们信靠神并由他来掌管我们的行为。  
d) 盲目地扑向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  

14 让神喜悦的活的信心是靠什么得以显明的？  
a) 完完全全地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基督。  
b) 只相信神，而没有任何行动或表现。  
c) 相信有关耶稣的一些事情，  
d) 依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情感或意志。  

15 活的信心所反映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行善，它  
a) 对人的救赎是非常有益的。  
b) 证明人的信心是活泼的。  

 



 

c) 证明罪人是配得上神的救赎的。  
d) 应该被彰显出来，从而感化这个不信的世界。  

16 根据信心的大小，我们知道  
a) 人们小的信心到时总是会增长的。  
b) 人们的信心是由小到大的。  
c) 人们一旦有了大的信心之后，就再不会有小信了。 
d) 信心是活泼的、会增长的，能在每个人的心中长

进。  
17 悔改和信心都与归正有关，  

a) 它们都是救赎经历的组成部分。  
b) 但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很小，因为这三者都与圣

灵在世人中的事工有关。  
c) 因为它们都涉及到救赎的一个方面。  
d) 它们直接为罪人归正作好了准备。  

18 世人之所以能够归正是因为  
a) 人们自知之明的结果，表明人还没有满足一种道

德标准的要求。  
b) 一种寻求未知救主的好奇心。  
c) 人们回应了神的道以及圣灵事工。  
d) 基督的死、复活和他的代求。  

19 下面哪种情形不属于归正的结果？  
a) 我们得到永生，并从永恒的死亡中解脱出来。  
b) 我们的罪被涂抹。  
c) 我们立刻变得完美，得到了全部属灵的知识。  
d) 我们得到了与神和世人之间的新的关系。  

20 悔改、信心和归正  
a) 会对我们产生全面的影响，包括我们的情感、思

 



 

想和意志。  
b) 完全是神的作为，我们无需参与。  
c) 是在意思上没有任何区别的词。  
d) 是不可抗拒的神的工作。  

以上是一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请按照答卷上的其它

要求行事，并将答卷交给你的老师，然后，开始学习第二

单元。  

 



 

第二单元学习报告  

在答卷上，回答二单元的所有问题。做题方法，请参

看答题说明。  

第一部分是非题  

下列句子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  
如果是正确的，请将 A 空涂黑。  
如果是错误的，请将 B 空涂黑。  

1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第二单元的全部课文。  

2 重生的需要是普世的，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3 在重生的过程中，神赐予悔过的人属灵的生命，使他

得重生。  

4 称义靠的是信心加上守律法。  

5 因为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受诅咒的，因此，他们需

要公义。  

6 称义是发生在神宝座前的真实的事。  

7 在得神儿子名分的过程中，人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身

分。  

8 得神儿子名分的一大好处，就是圣灵为我们成为神的

儿子作见证。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举例  

下列这些问题只有一个最佳答案。在答卷中，将你所选择

的答案涂黑。  

9 在圣经中，重生被说成是  
a) 只能影响一个人的态度和信仰的转变。  
b) 在一个渴求更加美满生活的人里，创造新的价值

观。  
c) 来自于好人敬虔的信念。  
d) 从神或从圣灵得新生。  

10 重生是必须的，因为  
a) 世人因自己所犯的罪行而有了负罪感。  
b) 罪人的家人给他施加压力。  
c) 人的本性和神的属性。  
d) 这是社会所期盼的。  

11 关于重生，一个最常见的错误观念是  
a) 它与归正是一样的。  
b) 人们因受洗而得重生。  
c)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  
d) 重生的要求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 在经历重生时，  
a) 失落在罪的荒漠中的罪人走向了基督——生命的

绿洲，这是他们获救的唯一途径。  
b) 虔诚的人们从不同的道路上山，这些道路将最终

把他们带到同一个地方。  
c) 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教育和知识来改变自己。 

13 即使宣告罪人“无罪”，神的公义也得到了维护，因

为在称义过程中  

 



 

a) 神的宣布就足够了，无须为罪付代价。  
b) 一个人的善行就是对罪的补偿。  
c) 我们的罪过被记到了基督的头上，而基督的义却

被算成是我们的义。  
14 圣经教导我们，人得以称义靠的  

a) 仅仅是信心，而不是行善、苦修和个人的德行。  
b) 是与律法联合、信靠基督和行善。  
c) 属灵生命的不断成长。  

15 圣经的哪个章节使我们最有可能赞同——世人仅凭

借信心得以称义？  
a) 罗马书 8：1 
b) 加拉太书 3：5 
c) 提多书 3：5 
d) 罗马书 4：5 

16 称义是基于  
a) 神对失落的罪人的怜悯。  
b) 神的恩典和基督的十字架。  
c) 迷途的人摆脱不义的需要。  
d) 人们心中想与神和好的渴望。  

17 得儿子的名分是神恩典的作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a) 重生进入神的家。  
b) 被安置在神的家里做儿子，并享受作儿子应得的

权力。  
c) 从罪的刑罚得自由，被称为义人。  
d) 在基督里得到了新的天性。  

18 得神儿子的名分与称义和重生是紧密相关的，它改变

了一个人  

 



 

a) 的身分和地位，并给了他做神儿子的特权。  
b) 的本性，主要与他重生的经历有关。  
c) 在神面前的地位，并与他个人的德行有关。  
d) 被归正影响的态度和行为。  

19 正如新约中所指出的，得儿子的名分意味着  
a) 世人回应神的爱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及渴望。  
b) 神赐给其选民的无法拒绝的恩典。  
c) 我们接受基督时，神恩慈地接受我们。  
d) 基督，他成就了圣经所记载的以及道德律法。  

20 下面的哪一项不属于得儿子名分的好处？  
a) 圣父的爱、关怀和理解。  
b) 满足需要、保护、带领和指正。  
c) 作为神的后嗣来到他面前的勇气。  
d) 无论我们如何生活，我们的基业将永远不会失去。 

以上是二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请按照答卷上的其它

要求行事，并将答卷交给你的老师，然后，开始学习第三

单元。  

 



 

第三单元学习报告  

在答卷上，回答三单元的所有问题。做题方法，请参

看答题说明。  

第一部分是非题  

下列句子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  
如果是正确的，请将 A 空涂黑。  
如果是错误的，请将 B 空涂黑。  

1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第三单元的全部课文。  
2 成圣是与罪隔绝并归给神。  
3 相对的完美指的是：我们只不过实现了神创造我们的

最初目标。  
4 成圣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5 认为人可以过完美生活的人，对神的圣洁和人的罪的

认识是有限的。  
6 得荣耀是我们未来的状况，与救赎的其它教义没有任

何关联。  
7 表明救赎需要在将来成就的参考经文使我们确信，我

们可以得到荣耀。  
8 得荣耀主要涉及到我们在神审判时所处的地位。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举例  

下列这些问题只有一个最佳答案。在答卷中，将你所选择

的答案涂黑。  

9 在信徒的生命中，成圣的目的是  
a) 将他在基督里的经历融入到目前的完美中来。  
b) 通过一个经历使他的灵完全成熟起来。  
c) 使他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  
d) 使他能在神的眼里成为圣洁的人。  

10 成圣的经历会导致  
a) 决定性的转折经历。  
b) 我们发生改变，使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子。  
c) 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罪性完全的、最终的状态。  
d) 我们得到事奉神的能力。  

11 人们在重生时成圣的类型是  
a) 地位上的。  
b) 渐进的。  
c) 相对的。  
d) 有条件的。  

12 认为基督徒可以成为清白无罪的人，将成圣视为  
a) 对世俗私欲的彻底摧毁。  
b) 在圣灵中受洗，让人有能力事奉神。  
c) 与重生相同。  
d) 基督徒可以期盼的最后的经历。  

13 在五旬节集会的信徒相信，圣灵洗  
a) 与成圣是一回事。  
b) 只有灵已成熟的人，才有可能得到。  
c) 只在得重生时才能得到。  

 



 

d) 使信徒得到事奉神的能力的经历。  
14 成圣使信徒  

a) 可以终止与世俗私欲的所有争战。  
b) 有动力出色地使用圣灵的恩赐。  
c) 渴望追求圣洁并越来越多的献身给神。  

15 得荣耀与救赎的其它教义是相互关联的  
a) 其关联方式是间接的，因为它涉及到未来。  
b) 它是救赎之链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标志着救赎的

完成。  
c) 因为它关系到圣徒在成圣时最终实现完美。  
d) 但其关联方式并不固定，圣经对此也没有提及。  

16 神将荣耀置于我们面前，而这个应许通过 _____得到

了特别的保证。  
a) 先知。  
b) 基督教的传统。  
c) 耶稣所定的戒律。  
d) 圣灵的恩赐。  

17 从本质上看，得荣耀主要涉及  
a) 道德的完美。  
b) 我们在审判时所处的地位。  
c) 我们在律法面前所处的地位。  
d) 在家里的地位。  

18 得荣耀主要基于  
a) 我们每个人回应神恩典的程度。  
b) 我们每个人的德行，它是以我们的善行为基础的。 
c) 基督的死、复活和他的代求。  
d) 信徒灵性的成熟。  

 



 

19 得荣耀时，我们的哪个方面会受影响  
a) 灵  
b) 魂  
c) 思想  
d) 整个人  

20 我们可以把得荣耀解释为神  
a) 赐给悔改的人新的天性。  
b) 完成了对人的救赎事工，让他们为永生作好准备。 
c) 接受信靠他的人，视他们为圣洁的义人。  
d) 使活着的圣徒进入天国。  

以上是三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请按照答卷上的其它

要求行事，并将答卷交给你的老师。这样，你对该课程的

学习便告结束。请让导师，为你推荐另一门学习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