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圣经学习（基础课程）第二部分：关于罪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消息圣经学习， 第二部分测验
注意：一定要从第二部分的学习指南（你可下载课程资料）和你的圣经中查找你的答案。
这个测试里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在学习指南中找到答案 。不要试图靠记忆或猜测来完
成测验。小心，有些问题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简单。
1. 耶稣的名字有何含义？（只选一项）
 a. 受膏者
 b. 神
 c. 救主
 d. 王
2. 为什么主以神人耶稣基督的形式来到世间？（只选一项）
 a. 为拯救每一个人
 b. 在世间游览一次
 c. 为把祂的子民从罪中拯救出来  d. 为使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
3. 什么是罪？（只选一项）
 a. 对神的律法的违背
 c. 行事幼稚

 b. 干顽皮之事
 d. 犯错误

4. 人所犯的每一宗罪都可归结为哪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只选两项）
 a. 杀人
 b. 奸淫
 c. 不做神要人做的事
 d. 贪婪
 e. 自然错误
 f. 做神不让人做的事
5. 一个人在获得救赎之前必须真正知道他是怎样的？（只选一项）
 a. 一个好人
 b. 一个很坏的人
 c. 一个不完美的人
 d. 一个罪人
6. 神的律法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什么？（只选两项）
 a. 不可杀人
 b. 不可偷盗
 c.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d. 爱你的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e. 记念安息日
 f. 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你的神
7. 十诫中有多少条告诉我们应如何爱神（不要与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爱我们的邻舍的诫命混
淆）？
 a. 10
 b. 4
 c. 6
 d. 1
8. 第一条诫命是甚么？
 a.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b.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c. 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d.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9. 第二条诫命是甚么？
 a. 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c.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b. 当孝敬父母
 d. 悔改及接受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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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三条诫命是甚么？
 a.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b.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c.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d.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11. 第四条诫命是甚么？
 a.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b.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c.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d.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12. 第五条诫命是甚么？
 a. 不可杀人
 c. 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b. 当孝敬父母
 d. 不可偷窃

13. 第六条诫命是甚么？
 a. 要爱人如己
 c.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b. 去使万民作主门徒
 d. 不可杀人

14. 第七条诫命是甚么？
 a. 不可奸淫
 c. 去使万民作主门徒

 b. 要爱人如己
 d.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15. 第八条诫命是甚么？
 a. 不可杀人
 c. 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b. 当孝敬父母
 d. 不可偷窃

16. 第九条诫命是甚么？
 a. 去使万民作主门徒
 c. 不可杀人

 b.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d. 当孝敬父母

17. 第十条诫命是甚么？
 a. 不可杀人
 c. 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b. 当孝敬父母
 d. 不可偷窃

18. 一周中的哪一天是通常留出来作为基督徒的安息日？（只选一项）
 a. 星期一
 b. 星期三
 c. 星期天
 d. 星期六
19. 这一天现今一般被称为是什么日？（只选一项）
 a. 安息日
 b. 主日
 c. 圣日
20. 哪些是这一天正常应该做的事情？（选出所有正确的选项）
 a. 赶完庭院工作
 b. 阅读和学习圣经
 c. 参与主餐
 d. 与基督们一起团契
 e. 参加教会崇拜和主日学
 f. 整日大睡
 g. 洗涮，熨烫，和缝补
 h. 与伙伴喝酒
21. 神给罪人判了什么刑？（只选一项）
 a. 死
 b. 生
 c. 救赎
 d. 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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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谁完完全全地遵守了神的律法？（选出所有正确的选项）
 a. 彼得
 b. 耶稣基督
 c. 教皇
 d. 亚当
 e. 摩西
 f. 马利亚
23. 什么能使人与神和好？（只选一项）
 a. 通过祷告邀请耶稣入住他的内心
 b. 吃圣餐
 c. 定期地去教会
 d. 说方言
 e. 受洗
 f. 对主耶稣基督和祂为自己子民所做的一切，有真实的信心
24. 在《罗马书》7：10 中，律法本意原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选出正确的两项）
 a. 死
 b. 生
 c. 救赎
 d. 导师
25. 圣经上说一个真正的信徒是“向律法死”，这是什么意思？（只选一项）
 a. 基督徒不需遵守十诫
 b. 既然我们已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就不需再学习和遵守神的道德律了
 c. 我们已不会再被律法定罪，因为我们的死刑已被免除。我们因此也就不需再遵 从
神的律法了
 d. 我们已不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的死刑已被免除。 我们现在可以籍着基督圣灵的
力量来遵从神的律法
 e. 由于这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便与神的律法无关
 f. 我们可以任意犯罪了，因为自从我们接受耶稣作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不再在
律法之下了
26. 当神真的向你展示你的罪，而你也意识到耶稣基督是为救你脱离罪而死，并且你信靠
了祂，会发生什么？（只选一项）
 a. 没什么
 b. 律法的义就会成就在我这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而遵行律法的人身上
 c. 我可以继续任意犯罪，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我的救主
 d. 我会变得完美，不再犯罪了
27. 在这圣经学习的第二部分中，你所学到的坏消息是什么？（只选一项）
 a. 我没有学习过任何坏消息
 b. 我是个罪人，我违背了神的律法，并因此被判了死刑
 c. 虽然我从此开始便遵守律法，我仍不会获救
 d. 没希望了，我就过着我的享乐生活吧
28. 在这圣经学习的第二部分中，你所学到的好消息是什么？（只选一项）
 a. 耶稣为拯救所有人脱离罪而死
 b. 如果我邀请耶稣基督入住我的内心，那么祂将会救我
 c. 耶稣基督来拯救那些，相信祂是替他们承担了死的刑罚的罪人；这样，他们能够
真的开始遵从神的律法
 d. 耶稣拯救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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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非題（對 / 錯題）
29. 大部份人是以神喜悦的方式去敬拜祂。
30. 遵守律法可使一个罪人与神和好。
31. 一个政府立一些法例与神的律法相违背是可以的。
32. 一个普通人是不可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的。
33. 如果一个人遵守所有律法除了一条，他仍会因守律法而得救。
34. 立法律与神的律法相反就是触法第一条诫命。
35. 向偶像或图像下拜是可接受的敬拜神的方法。
36. 错误地使用神的名或以神的名开玩笑是独犯第一条诫命。
37. 把工作放在优先于神的位置是触犯第四条诫命。
38. 在星期天做清洗或修补的工作没有触犯第四条诫命。
39. 在星期天做运动而不上教会触犯了第一条诫命。
40. 不遵从老师或对你有权威的人士触犯了第五条诫命。
41. 如父母叫你做违反神律法的事，例如叫你撒谎或偷窃，你可以不听从。
42. 在政府容许下，堕胎（杀死一个未出生的胎儿）和安乐死（杀死不能复原的病人）不
是触犯第六诫。
43. 憎恨别人与杀人一样，都是触犯第六条诫命。
44. 恋慕婚姻外的人是犯了奸淫罪。
45. 不做十一奉献是向神偷窃。
46. 在未得准许下摘取别人树上的果子是偷窃。
47. 在有交义手指下不守承诺是可以的。
48. 在别人对你做的事上撒谎是触犯了第九条诫命。
49. 贪恋别人的东西而你实际没有偷他的东西是可以的。
50. 不满足于神给我们的东西是没有触犯任何一条诫命。

你已经完成了第二部分。

再接再厉，继续第三部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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