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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答案  

第一课   完全的位格  

1、 错 误         2、 正 确         3、 正 确         
4、 正 确         5、 错 误         6、 正 确         
7、 错 误         8、 错 误         9、 正 确        
10、 问 题        11、 意 愿        12、 经 历        
13、关系         14、成熟         15、完全  

16、圣灵具有感知、认知和抉择的能力。  

17、因为他有完全的位格，他能够爱我，而我能够

以爱去回应他的爱；他也能够通过我去爱其他

的人。  

18、以下的任何三种：圣灵会被人们：1）欺哄；2）
抵挡或抗拒；3）侮辱和亵慢；4）亵渎；5）说话和

犯罪干犯（得罪）。  

 

第二课   有神的属性  

1、错误         
2、正确         
3、正确         
4、错误          

5、错误          
6、正确         
7、正确         
8、错误          

9、正确        
10、正确         
11、错误        
12、正确   

13、你应当画圈圈上除了 b），d）， j）之外的所有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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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通过三一神中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联合。  

15、因为他拥有神的一切属性，他赐给我属灵的生

命、能力、圣洁，并与我亲密相交。  

 

第三课   一位帮助者  

1、c)  创造者     2、d) 一位被呼召在身旁帮助的   

3、 b) 重生      4、 a) 属灵生命的诞生  

5、 c)  撒但      6、 a) 他管教我们  

7、 d) 完美      8、 c) 代求（代祷）者      

9、 a)  导师（引领者）  

10、以下的任何两项：提醒我们记起基督的话语和

他所吩咐的事；为基督作见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

的真理；荣耀基督；使我们能够明白神计划中的未

来的事。  

11、耶稣，圣灵，信徒。     

 

第四课   创造中的圣灵  

1、b) 很少提到各个位格的参与，但强调了这一位

永活的神的名称的复数形式、以及他是万有

的创造者。  

 2、 c) 人类需要被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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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在时间开始之前，早于创世之初。  

4、 b) 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之前就已存在。  

5、 a)  圣父、圣子和圣灵。  

6、 c)  以大能运行来执行神的命令。  

7、c)  把生命的气息赐给人，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 

8、 a)  维系被造的一切。  

9、 b) 显出他的荣耀并被荣耀。  

10、 b) 敬拜和顺服他。  

11、b) 人是神先用尘土捏成，接着神又将生命气息

吹入人里面；其他的受造物是因神口里所出

的话语被造成的。  

12、b) 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三位一体神

的启示。  

 

第五课   向我们说话的圣灵  

1、 c)   行出我们所听到的话语  

2、 b)  在传递时会有所改变。  

3、 d)  没有错误的。  

4、 b)  启示。  

5、 a)   所有的圣经经文都是圣灵默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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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   明白圣经经文的意思。  

7、 a)   圣经的一致性。  

8、 c)   圣灵的保护。  

9、 c)  圣经宣称会发生在人们生命中的事情，现

今仍在发生。  

10、 b)  他的受洗。  

11、 e)   答案 a)  和 c)。  

12、 a)   受圣灵的管理。  

 

第六课   使人重生的灵  

1、 a) 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使悔改的罪人认罪并接

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藉此给他带来新的属灵

生命。  

2、b) 虽然圣灵经常能直接使罪人认识自己的过犯、

并且让他意识到他需要神，但他住往会透过

一个被膏抹的公开信息或个人的见证向罪人

的心说话。  

3、 b) 悔改是人在意念上对罪恶的改变，其次是在

情感上的改变。悔改包括能够真诚地为罪恶

的生活而难过；此外是行为的改变，即转离

罪恶并归向神。悔改包含了内在与外在的改

变。罪人必须从罪中悔改才能得着神的救恩。

信徒必须从失败或阻碍自己灵命成长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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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悔悟，使自己更像基督。  

4、 b) 我不再按着罪性生活，而是把我的心思意念

放在圣灵希望我做的事上。  

5、 a）当圣灵住在我里面时，我个人会得到很多益

处：他使我名符其实地成为神的儿女、他教

导我该如何祷告、使我知道自己的过犯并帮

助我去胜过它们。  

6、 a）当我降服于圣灵的掌管时，他使我能够脱离

罪恶而转向神，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我

降服在他的掌管之下、并容许他在我里面结

出圣灵的果子时，他就使我长成基督的形像。 

7、 b) 当圣灵赋予我新生时，他使我成为神的本性

的真正享有人和承受者，他也接纳我成为神

家中的一份子，并赐给我儿子名分的所有权

利，使我与耶稣基督同享神儿女的一切特权。

我知道我已重生进入神的家中，因为他的灵

（圣灵）对我的灵（心）做见证，因此我愿

做正确（公义）的事，并且他赐给爱，使我

能够去爱基督里的弟兄姊妹。  

 

第七课   赐能力的圣灵  

1、错误     2、正确     3、正确      4、错误      
5、正确     6、错误     7、正确     8、错 误     
9、正确     10、正确     11、错误     12、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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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灵里的敬拜  

1、 d)  圣灵。  

2、 a)   恐惧、惧怕。  

3、 b)  尊崇神、并使自己降服于他。  

4、b)  这使我们 着敬畏的心情来亲近神，因为我

们认识到他的圣洁、以及他配得我们的爱与

顺服。  

5、 c)   荣耀神 .  

6、 a)   服事。  

7、a)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一种属灵的敬拜

方式。  

8、正确       
9、正确       
10、错误        
11、正确       
12、错误        

13、正确        
14、正确      
15、正确       
16、正确        
17、错误        

18、错误        
19、正确  
20、正确  

 

第九课   属灵的恩赐  

1、 a  7）  辨别诸灵        b   4）  信心     
  c   8）  知识的言语      d   1）  方言   

e   6）  神迹            f   2）  翻方言              
   g   5）  医治           h   3）  说预言       

i   9）  智慧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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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言语性的恩赐、能力的恩赐以及启示性的恩赐。 

3、造就教会，荣耀基督。  

4、任何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然而，那是圣灵

随着自己的意思把他的恩赐分给信徒的。我们受到

鼓励要渴慕圣灵的恩赐。有人认为，那些渴慕追求

圣灵恩赐的人也正是圣灵所拣选的人。）   

 

第十课   圣灵的果子  

1、 c)   具有基督的形像。  

2、 a)   圣灵。  

3、 c)   允许圣灵在他里面结出果子。  

4、 a)   爱。  

5、 b)  我是什么样子的。  

6、 d)  爱。  

7、 c)   具有基督的形像。  

8、 b)  管教  

9、 d)  基督徒的品格。  

10、 c)  信心――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