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圣经学习—基础课程（第一部分：关于神）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消息圣经学习， 第一部分测验
注意：要想做好这一测试，你需要借助你第一部分的学习指南（第 1－17 页，你刚刚
学完的部分）。如果你重返学习指南找答案，那么这个测试里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在其中找到
答案。只要你弄明白了这些问题在问什么，这会是个容易的测试。慢慢来，在第 1 至 19 页
中寻找答案。不要瞎猜——要回到学习指南去找答案。

1. 在第一部分“关于神”的课程中，你学习了哪些主要专题？（在这些专题前的方框内打上
“X”。其余的方框空白。共有 16 个答案。）
 1. 神是超人
 2. 神是信实可靠的
 3. 神满有智慧
 4. 神是真理
 5. 神有位格
 6. 神有身体和灵魂
 7. 神有身体
 8. 神永不改变
 9. 神有时候改变
 10. 神是爱
 11. 神需要爱
 12. 神永远在学习
 13. 神知道所有的事情
 14. 神知道大部分事情
 15. 神是全能的
 16. 神无法控制撒旦
 17. 神是圣诞老人
 18. 神有三位神，却又是一位神
 19. 神是三位格，却又是一位神
 20. 神失去了控制
 21. 神是掌管者
 22. 神是自私的
 23. 神是圣洁又完美的
 24. 神是有限的
 25. 神是审判者
 26. 神不审判任何人
 27. 神是创造主
 28. 神无处不在
 29. 神在所有东西里面
 30. 神是灵
 31. 神需要我们的顺服
 32. 神是永恒的
 33. 神始于创造
 34. 神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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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是如何创造天地的？（只选一项）
 a. 通过祂的命令
 b. 通过天使
 c. 从尘土中
 d. 通过进化
3. 神花费了多长时间创造天地？（只选一项）
 a. 七天
 b. 一百万年
 c.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d. 六天
 e. 瞬间
4. 当神完成了天地以及其间所有的创造之后，祂看到了什么？（只选一项）
 a. 它们被造成了
 b. 它们都还好
 c. 它们甚好
 d. 是安息的时候了
 e. 那是安息日，当守为圣日
5. 下列哪些事项超出了神的掌控？（只选一项）
 a. 很多事情
 b. 一些事情
 d. 撒旦
 e. 人的罪恶
 g. 没有任何事
6. 谁造了神？（只选一项）
 a. 人
 d. 圣灵

 b. 神
 e. 我们不知道

7. 神可以既完美，却又会改变主意吗？（只选一项）
 a. 是
 b. 否

 c. 所有事情
 f. 女人

 c. 耶稣基督
 f. 祂一直都存在

 c. 无从知晓

8. 神知道你多少的想法和罪恶？（只选一项）
 a. 所有的
 b. 很多
 c. 一些
 d. 无
9. 我们去哪里能够远离神？（只选一项）
 a. 枕头下
 b. 睡觉
 d. 地狱
 e. 没有地方
10a. 神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吗 ？
 a. 是的

 b. 不是

10b. 解释你对 10a 答案。（只选一项，请特别谨慎答题）
 a. 神在所有的东西里面是因为祂无处不在
 b. 神不是在某些事物里面，而是无处不在
 c. 神与祂的创造物是分开的
 d. 神在所有东西里面是因为祂创造了一切
11a. 神需要人的爱吗？
 a. 需要

 b.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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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丛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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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 解释你对 11a 的答案。（只选两项，请谨慎答题）
 a. 神需要人的爱，因为神就是爱
 b. 神不需要人的爱，因为祂是完美的，不需要任何东西
 c. 神要求人爱祂，所以祂需要人的爱
 d. 神不需要人的爱，因为祂不想要人的爱
 e. 神不需要人的爱，但是祂想要人的爱
12. 当神承诺要做什么的时候，祂会做吗？（只选一项）
 a. 会
 b. 你不能依靠神的承诺，因为我们不知道祂的承诺是什么
 c. 不会
 d. 大部分会做
13. 给出在本圣经课程学习中，神应许的两个诺言。
 a. 神爱我们，并对我们的生命安排了一个极好的计划
 b.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从我们的罪中悔改，神就应许给我们永生
 c. 神应许给每个人永生
 d. 对那些拒绝祂的儿子并不认罪悔改之人，神保证要给他们永远的惩罚
14. 基督徒是从哪里获得爱的？（只选一项）
 a. 神
 b. 他自己
 c. 他的基本良善
 d. 他的隔壁邻居
15. 神将会是一位怎样的审判者？（只选一项）
 a. 自私的
 b. 邪恶的
 d. 永远的
 e. 全能的
16. 祂将审判谁？（只选两项）
 a. 恶人
 c. 义人

 b. 动物
 d. 不确定

17. 神有身体吗？（只选一项）
 a. 有

 b. 没有

18. 哪三个要素让我们知道神有位格？（只选三项）
 a. 祂的能力
 b. 祂知道
 d. 祂的掌权
 e. 祂感觉
19. 不止有一位真神存在吗？（只选一项——最佳答案）
 a. 有很多神存在，但是只有一位真神
 b. 不是真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位真神
 c. 有其他神存在，但是真神最伟大
20a. 神是不止有一位格吗？
 a. 是

 b. 不是

20b. 如果是的 话，那么神是由多少位格组成的？（只选一项）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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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残酷的
 f. 信实并公义的

 c. 有时候有

 c. 祂的真理
 f. 祂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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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 基督徒受洗归入谁的名？
 a. 圣父，圣子和圣灵
 c. 圣灵
 e. 圣子

 b. 三位一体
 d. 圣父

21. 当一位基督徒受洗时，他是受洗归入几个名？（只选一项）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22. 谁是万物之源？（只选一项）
 a. 人

 c. 撒旦

 b. 神

23. 为什么人无法完全地理解神？（只选一项）
 a. 因为神还未向人显明祂自己
 b. 因为没有人能够了解任何关于神的事情
 c. 因为神是神，而人则不是
 d. 人能够完全地理解神

你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分！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