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了的话 

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因为它是由关心你的人所写
的。这群人找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的答案，因而他们很喜
乐。而这许多问题和困难几乎一直困扰着世界上的每一个
人。这群喜乐的人相信神希望他们和别人分享所找到的答
案，并且相信你需要一些重要的信息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和困难，找到为你所准备 美好的生命之路。 

他们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要提供给你这些信息。你会发
现这本书是以下列这些基本真理为根基的： 

1. 你需要一位救主。读罗马书 3：23，以西结书 18：
20。 

2. 你无法救你自己。读提摩太前书 2：5，约翰福音
14：6。 

3. 神希望世界都蒙拯救。读约翰福音 3：16-17。 

4. 神差耶稣舍去生命，拯救一切凡是信靠祂的人。读
加拉太书 4：4-5，彼得前书 3：18。 

5. 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也教导我们如何使基督
徒的生命成长。读约翰福音 15：5，约翰福音 10：
10，彼得后书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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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决定自己永恒的命运。读路加福音 13：1-5，马
太福音 10：32-33，约翰福音 3：35-36。 

 

学员报告说明 

当你读完 1-4 课后，请完成第一部份单元练习。  

当你读完 5-8 课后，请完成第二部份单元练习。 

参考下列范例，以便了解每个问题的回答方法 。 

范例 

答案中有一项是正确的，将你所选的正确答案涂黑。 

1 重生的意思是 

a) 岁数上的年轻。 

b) 接受耶稣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如：正确的答案是 b) 接受耶稣为救主，因此你就将 b 空
格涂黑如下： 

1  a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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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1-4 课单元练习 
1 神对人类的伟大计划被许多人们拒绝，是罗马书 3：23
上所说的 

a)  生产力。 
b)  救恩。 
c)  个性。 
 

2  神对我们的真正标准，是我们要像 
a)  耶稣的门徒。 
b)  我们崇拜的属灵伟人。 
c)  耶稣基督。 
 

3  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各不相同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原则？ 
a)  知识。 
b)  多样性。 
c)  标准。 
 

4  使徒保罗的一生告诉我们 
a)  失败并不代表无法遵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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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只有不曾失败过的人，才能讨神的喜悦。 
c)  一个失败了的人，几乎只有一点点希望。 
 

5  神时常_______，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 
a)  给我们生命中计划的细节。 
b)  从困难中保护我们。 
c)  带领我们走过试炼。 
 

6  我们藉着_______，实际进入神对我们的计划。 
a)  顺服神的话和圣灵。 
b)  发现神希望我们所做的。 
c)  向人说明神的旨意。 
 

7  任何一个人是靠着_______来成就神的计划。 
a)  机会。 
b)  强力。 
c)  顺服。 
 

8  神渴望我们继续顺从祂的计划，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
祂会 
a)  控制我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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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得喜悦。 
c)  显示祂的大能力。 
 

9  耶稣说祂去，对门徒有益；是因为 
a)  其它信徒会更尊敬他们。 
b)  他们需要立刻开始传道。 
c)  圣灵会来引导他们。 
 

10  我们知道神希望引导我们，是因为 
a)  祂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 
b)  我们诚心寻求祂。 
c)  祂的旨意很难明白。 
 

11  罗马书 12：1-2 说我们将被改变，意思是我们将 
a)  完全被改变。 
b)  被告知该怎么做。 
c)  不像其他的信徒。 
 

12  我们能达成神的期望，是因为 
a)  我们能了解神的期望是什么。 
b)  神的能力的确在我们里面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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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们自己的力量有可能达成。 
 

13  当______，我们的属灵培养必须像毛毛虫变蝴蝶的情
形一样要有所改变。 
a)  我们努力地试图要成为属灵上成熟的人。 
b)  神掌管改变我们。 
c)  我们屈服于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动工。 
 

14  耶利米从窑匠家学到的属灵功课是 
a)  当失败发生时，神就停止工作。 
b)  失败会限制神的恩典。 
c)  神的恩典胜过失败。 
 

15  我们的失败不会破坏神给我们的计划，因为神的话语
说 
a)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是 有能力的。 
b)  我们的失败并不真的是我们的错。 
c)  神原谅信徒的失败。 
 

16  神试炼我们的信心，是因为 
a)  祂需要知道我们是否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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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信靠神的程度有多少。 
c)  祂想看看我们是否倚靠外在的支持。 
 

17  神允许我们的信心被试探，是要 
a)  因我们的软弱而判我们的罪。 
b)  因不寻常的力量来奖励我们。 
c)  将信心建立起来。 
 

18  耶稣带领门徒面对困难，是因为门徒们需要 
a)  因他们的失败受惩罚。 
b)  学习完全倚靠祂。 
c)  向祂证明他们有多刚强。 
 

19  当我们经历到来自人罪性的反抗，表示我们想讨神的
喜悦。是因为 
a)  我们的肉体切慕世俗的供应。 
b)  世界恨那些属神的人。 
c)  肉体和圣灵是互相为敌的。 
 

20  困难的情况，在实际上或许可以鼓励我们，因为他们 
a)  使我们试图要去避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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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藉着基督成为克服困难的人。 
c)  加压力于撒但与基督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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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5—8 课单元练习 
1  神看我们是 

a)  需要照顾的有污点的孩子。 
b)  基督成熟的信徒。 
c)  需要得成就的圣人。 
 

2  神看我们时， 重要的是： 
a)  我们的动机和态度。 
b)  我们每天的行为表现如何。 
c)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 
 

3  神以________角度看我们。 
a)  我们里面的基督公义。 
b)  我们对基督的渴望。 
c)  基督的圣工。 
 

4  我们在神的计划中藉着_____维持重要性。 
a)  继续让神改变我们。 
b)  在基督的工作之外加上我们的部份。 
c)  一直等候顺服，直到我们有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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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能够胜过罪，是因为： 

a)  我们对行为正直有强烈的渴望。 
b)  基督已经除掉罪对我们的辖制。 
c)  罪只不过是一个意念和想法。 

6  神主要藉着_______告诉我们祂的计划。 
a)  别人的劝告。 
b)  领导者的命令。 
c)  神的话语。 
 

7  神可能藉着某种权威的关系说话，举例而言，就像某
人和他的_______的关系。 
a)  政府 
b)  朋友 
c)  邻居 
 

8  当我们说神经常渐进地向我们启示祂的计划，意思是：
祂经常怎样向我们显明祂的计划？ 
a)  一次一个步骤。 
b)  将 终的结局告诉我们。 
c)  一次全部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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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些人像乃缦一样，错过了听见神对他说话的声音，

因为他们 
a)  拒绝神说话的方式。 
b)  过去曾经不顺服神。 
c)  不愿改变。 
 

10  圣经对耶稣幼年的记载告诉我们： 
a)  一个人必须完全成长，才能完全讨神的喜悦。 
b)  对属灵事实很敏感的人，不受制于任何属人的权

威。 
c)  限制有时也是神计划中的一部份。 
 

11  基督从_____的环境限制的经验学得。 
a)  神对不公义的愤怒。 
b)  人类对压力的服从。 
c)  做神的子民的真自由。 
 

12  基督长大过程的经验表明我们 
a)  直到我们成熟后，我们才能知道神的旨意。 
b)  神的旨意与我们成熟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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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们必须以我们对神旨意的了解而长大。 
 

13  像基督一样，我们可以从祷告中学得 
a)  成功的秘密。 
b)  在代祷中缓和。 
c)  操练我们肉身的渴望。 
 

14  根据希伯来书 5：8 所说，基督藉着学习顺服 
a)  得胜。 
b)  受苦。 
c)  成功。 
 

15  胜过试探的 佳描述是_______的经历。 
a)  知道我们 软弱和失败。 
b)  遵行神的旨意，不管环境如何。 
c)  发现我们错过了神的旨意。 
 

16  神并没有向我们显露一切未来的事，是因为： 
a)  对未来事件的描述不易明白。 
b)  对未来事件的认识对日常生活没有价值。 
c)  我们可能会设法急忙选择或避免其中的某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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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17  神向我们显露一切未来的事好叫我们能够 
a)  以希望面对眼前的情况。 
b)  决定如何使未来的事发生。 
c)  避免那些我们认为不必要的步骤。 
 

18  神限制祂对我们未来生活的启示是因为 
a)  精确的设计可能易受改变。 
b)  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可能试着要跳过某些步骤。 
c)  祂知道祂不能相信我们。 
 

19  行神旨意 根本的形式是： 
a)  决定究竟要从事哪一行？ 
b)  每天按照神对这一天的旨意行事。 
c)  等候神对我们启示未来。 
 

20  在神给我们的计划中，祂期望我们每天 
a)  更新我们的奉献。 
b)  经历复兴重生。 
c)  带领人信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