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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这是一本特殊的书，因为它是由关心你的人写的。这

些人对烦扰几乎所有世人的问题和困难找到很好答案，他

们很开心。这些开心的人相信神希望他们跟其他人分享他

们找到的答案。他们相信你需要一些重要的信息来回答你

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从而找到对你 好的生活方式。 

他们已经准备了这本书，为的就是要给你信息。你将

会发现这本书是建立在下面这些基本真理上的： 

1．你需要一个救主。阅读罗马书 3：23，以西结书 18：
20。 

2．你不能救你自己。阅读提摩太前书 2：5，约翰福

音 14：6。 

3．神希望世界得救。阅读约翰福音 3：16-17。 

4．神派耶稣来为我们舍命，以此来拯救那些信他的

人。阅读加拉太书 4：4-5，彼得前书 3：18。 

5．圣经告诉我们拯救的方式，教导如何在基督生活中

成长。阅读约翰福音 15：5，约翰福音 10：10，彼

得后书 3：18。 

6．你决定你的永恒命运。阅读路加福音 13：1-5，马

太福音 10：32-33，约翰福音 3：35-36。 

这本书告诉你怎样决定你的命运，它还给你机会表达

你的决定。这本书不同于其他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给了

你一个机会去接触那些写书的人。如果你有问题，或者你

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写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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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习报告和答题卡 

说明 

当你完成每个单元的学习之后，完成该单元的问题。

一次完成一个单元。完成后尽快把答题卡交给你的课程老

师。 

例子 

下面的答案中只有一个是 佳答案。把你选择的答案

涂黑。 

1 重生是指 

a) 年龄上变小。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所以你应该

把 b 的空格涂黑： 

 

 

现在阅读学习报告中的问题，并象举例那样在答题卡

上填写答案。根据你的答案把 a，b 或 c 的空格涂黑。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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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请确定问题和答题卡上的题号是否一致。 

1 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是 
a) 被赐予新的肉体上的生命。 
b) 神的孩子。 
c) 立刻得到改变。 
 
2 行善的一生是指 
a) 只是出于同情而做的行为。 
b) 在任何事情上做正确的行为。 
c) 吹捧你的才能。 
 
3 神把基督徒放进基督的身体里，那么基督徒将 
a) 有需要而且需要得到满足。 
b) 根据他自己而得到相应的地位身份。 
c) 学习顺从他人。 
 
4 当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他对世界的责任是 
a) 侍奉与他有关的所有人或事。 
b) 监察其他人的生活方式。 
c) 对每一个人传扬神的家庭。 
 
5 为了成为基督的使者，那人必须 
a) 像基督，感觉和行为都像基督。 
b) 劝说他人改变。 
c) 不断的传扬神的律法。 
 
6 下面的词语 能表示神的性情的是 
a)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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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 
c) 性格。 
 
7 表现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 
a) 在湖面上看到阳光。 
b) 以神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好行为对待他人。 
c) 在他人身上寻求神的影子。 
 
8 神的爱显明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

这表明了 
a) 同情。 
b) 慈爱。 
c) 牺牲。 
 
9 神性格中的平衡的属性表现在他的 
a) 爱和慈悲。 
b) 公义和爱。 
c) 公义和审判。 
 
10 基督徒的意识提供了 
a) 灵里的平衡感觉。 
b) 完美指引。 
c) 对过去的罪的犯罪感。 
 
11 在基督里是否过新生活的依据是 
a) 行善。 
b) 用圣经做指导。 
c) 看行为。 
 
12 在学习神期望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及怎样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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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必须把耶稣看作我们的 
a) 救主。 
b) 主。 
c) 榜样。 
 
13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

什么意思? 
a)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人应该从他的行为和态度中知

道怎样成为完全。 
b)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他人应该把他的行为和态度作为

榜样，因为他把耶稣作为他的榜样。 
c) 他从不犯罪，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应该尽可

能成为其他基督徒 好的榜样。 
 
14 为了引领我们过更像基督的生活，圣灵应该 
a) 给我们更多的自由。 
b) 彰显奇迹。 
c) 控制我们的生活。 
 
15 神希望人们 
a) 平安，合一地生活，同时还要尊敬律法。 
b) 仅仅根据律法生活，因为律法造就好的道德。 
c) 按他们自己认为好的去生活。 
 
16 没有一个人可以单靠自己来做到神的律法，因此我

们 
a) 只需要服从其中的一些律法，因为我们人性是软弱

的。 
b) 要信靠基督，以此来帮助我们做到服从。 
c) 对我们的失败应该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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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给摩西的十诫其中有一条是 
a) 渴慕公义。 
b) 被迫害是仍要喜乐。 
c) 不要陷害他人。 
 
18 神的律法被称为 
a) 爱的律法。 
b) 十诫。 
c) 审判。 
 
19 使徒们教导说，要侍奉他人。这是一个什么的应

用？ 
a) 十诫。 
b) 基督的律法。 
c) 犹太教的习俗。 
 
20 爱的律法包括很多原则，如： 
a) 自私，骄傲和憎恨。 
b) 懒惰，伤心和打架。 
c) 宽恕，平安和喜乐。 
 
第一单元的问题到此结束。请在此页停下来，把填好

的第一单元答题卡交回给你的老师。下面请学习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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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请确定问题和答题卡上的题号是否一致。 

1 圣经对于做决定的原则与世界的原则是不同的，世

界的原则是注重讨好 
a) 神。 
b) 他人。 
c) 自己。 
 
2 圣经中有的行为是可取的,有的是不可取的，学习这

些例子 
a) 使人知道在圣经时期如何获得成功。 
b) 使人知道令人敬佩的英雄和他们是如何生活。 
c) 使人知道圣经对于做决定的原则。 
 
3 三个仆人的故事表明了什么原则？ 
a) 有的人比其他人过着更辛苦的生活。 
b) 我们应该好好运用神给我们的东西。 
c) 圣经故事是很有趣的。 
 
4 当耶稣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时，他 
a) 是作为一个人来服侍他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权能

的统治者发号施令。 
b) 是作为神对世界工作中的帮手。 
c) 是一个只是为有钱人效劳的人。 
 
5 神希望基督徒在各方面上象耶稣，这个各方面是与

什么有关？ 
a) 圣洁。 
b) 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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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聪明。 
 
6 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神的殿，这是圣灵结出的什么果

实？ 
a) 骄傲。 
b) 自我控制。 
c) 自私。 
 
7 圣经指引暗示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通过圣经学

习来发展他的思想，他会 
a) 更加有教养。 
b) 增长智慧。 
c) 在影响力方面有所发展。 
 
8 当基督徒怎样的时候，他的灵命会有所成长？ 
a) 在食欲方面锻炼自我控制。 
b) 学习更多耶稣的讲道。 
c) 顺服和遵从教会首领。 
 
9 如果我们想在神的喜悦中成长，我们必须 
a) 留心听他人对我们的要求。 
b) 在特别场合时阅读圣经经文和祷告文。 
c) 紧记好的教导，每天阅读圣经。 
 
10 尊敬和有智慧地对待非基督徒是 
a) 一种在他们当中成名的方法。 
b) 一种表现我们对他们关心的方法。 
c) 一种扩大我们朋友圈子的方法。 
 
11 在神的家庭中合一的重要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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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约翰福音 17 章中耶稣的祷告的中心。 
b) 马太福音 6 章中神的祷告的中心。 
c) 马太福音 5 章中祝福的中心。 
 
12 雅各书中讲到了当地教会不合一的主要原因是 
a) 成员名单。 
b) 偏见。 
c) 教会的成长。 
 
13 以下做法能够表明神家庭成员希望实现爱的律例

的是 
a) 批评牧师没有爱心。 
b) 邀请重要的教会参观者到家里。 
c) 帮助因为基督信仰而坐牢的信徒 
 
14 表现“对基督身体的侍奉”可以是 
a) 说出很多信徒的问题。 
b) 说出到教会的新参观者的错误。 
c) 邀请那些孤独的人到你家。 
 
15 成为一个灵里恩赐和身体能力都好的仆人可以促

进 
a) 成熟。 
b) 自私。 
c) 忌妒。 
 
16 真正的基督的爱和盐有什么地方相似？ 
a) 仅当特别时候才显明自己。 
b) 对生活都是很重要。 
c) 都漂亮，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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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向世界显明神的爱包括 
a) 引用圣经中的经文。 
b) 满足他人的需要。 
c) 显示你的诚实。 
 
18 我们可以通过怎样来洁净我们的生活？ 
a) 向朋友寻求帮助。 
b) 改变我们所做的。 
c) 效仿耶稣的榜样。 
 
19 向世界显明神的公义需要 
a) 显明圣灵的果实。 
b) 在教会里做仆人的工作。 
c) 到圣经学校上学。 
 
20 向世界传扬神的信息包括 
a) 做见证。 
b) 跟别人争辩，直到他们改变为止。 
c) 回应圣灵的引导。 

 

第二单元的问题到此结束。请把第二单元的答题卡交

给你的课程老师。现在你已经完成这个课程的学习，向你

的老师征求学习其他课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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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6160 

请在下面的空白处填写 

名字：…………………………………………………… 

学生号码（如果不知道就不填）：…………………… 

地址：………………………………………………… 

城市：……省：……邮编：………国家：……………… 

职业：……………年龄：…………... 性别：................. 

有多少家庭成员：……………………………………… 

在校学习多长时间：…………………………………… 

如果你有教会，请填写你的教会名称：………………… 

在教会的职位：................................................................. 

你是如何学习该课程的：独自………群体学习……… 

你曾学过的其它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