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学业报告习题手册 

答题说明 

 当你完成每个单元的学习时，请做完该单元的学业报告。以

下说明将告诉你该如何回答每个习题。这里有两种类型的习题：

是非题和多项选择题。 

是非题实例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涂黑。 

1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以上陈述“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是正确的，因此，你

应该把空格 A涂黑，如下所示。 

1  B C D 

多项选择题的实例 

以下习题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请把所选答案相对应的空格涂

黑。 

2 重生指的是： 
a) 在年龄上的年轻。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d) 找到另一个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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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是 b）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此，你应该把空格 B
涂黑，如下所示： 

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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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学业报告 
 

请在第一单元学业报告的答卷上填写答案。按照答卷上的例题，

标记答案。 

第一部份 是非题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涂黑。 

1、你仔细读完了第一单元的每一课吗？ 

2、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教会不是同一回事。 

3、基督徒虽然都是同一身体上的肢体，彼此却各不相同。 

4、基督徒应该了解别人的恩赐，以便拿来和自己的恩赐比较。 

5、属灵恩赐属于信徒，要按信徒的意思运用。 

6、信徒有信心接受某个属灵恩赐之前，需要知道这个属灵恩赐，
是为他预备的。 

7、圣经中列举的各个属灵恩赐，彼此各不相同。 

8、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恩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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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选择题 

下列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将你所选的答案涂黑。 

9、歌罗西书 1：15-18教导我们，教会 
a）应该引导自己的活动。 
b）若是没有基督，它的头就不能生存。 
c）和基督没有实实在在的关系。 
d）在万物存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10、通过学习哥林多前书 12：12-13，我们认识到 
a）犹太人和外邦人属于不同的身体。 
b）人的身体有几个不同的肢体。 
c）虽然信徒各有不同，却属于同一个身体。 
d）信徒是合一的，因为他们都是外邦人。 

11、每个信徒在基督的身体上都很重要，因为 
a）相异比相似有趣多了。 
b）每个人的特殊功用都是他人所需要的。 
c）所有信徒都具有相同的能力。 
d）教会的肢体不止一个。 

12、约翰希望像乔治一样擅长讲道，你能对约翰讲些什么来帮助
他吗？ 

a）告诉他，不应该盼望自己能讲道。 
b）向他解释讲道的恩赐，并不比其它的恩赐更重要。 
c）指出至少乔治不是真正优秀的宣教士。 

13、属灵恩赐是神交托给我们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好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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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把它们用在教会的事工上。 
b）能把它们与天赋区分开。 
c）能把自己和不信的人做比较。 
d）能不再使用先天的才能。 

14、下列哪个原则，掌管着我们对属灵恩赐的运用？ 
a）信心。 
b）技巧。 
c）实践。 
d）爱心和知识。 

15、玛丽想获得接受某个属灵恩赐的信心。她应该采取的第一个
步骤是什么？ 

a）了解圣经里有关这个恩赐的知识。 
b）拜访不同的教会寻求指引。 
c）努力过更敬虔的生活，好让自己配得上这个恩赐。 
d）把自己的能力和其他基督徒做比较。 

16、有一群信徒认为，说预言的恩赐不是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为
了让他们明白自己看法是错误的，你首先应该怎么办？ 

a）把他们带到一个有人说预言的聚会中。 
b）告诉他们，自己的观念是错误无疑的。 
c）描述某人说预言的经验。 
d）把圣经中有关说预言的恩赐的教导，教给他们。 

17、对于属灵恩赐，当我们说“知识决定经历”的时候，是什么
意思？ 

a）知识比经历重要得多。 
b）我们所经历的，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正确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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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我们了解到多少，决定我们经历到多少。 
d）经历和知识具有同等的价值。 

18、对于圣经没有给属灵恩赐加以明确分类的问题，我们不应该
感到困扰，因为这些恩赐 

a）各不相同。 
b）彼此相同。 
c）被赐给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d）被赐给人都是为了不同的目的。 

19、属灵恩赐很重要，因为它们 
a）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b）很容易被辨认。 
c）属于信徒。 
d）是人人可见的。 

20、属灵恩赐是超自然的，因为它们 
a）不同于天赋。 
b）对现实生活而言不真实。 
c）违反自然规律。 
d）高过自然规律。 

 

第一单元的学习结束了。请把它给你的导师。继续学习本课程的

第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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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学业报告 
 

请在第二单元学业报告的答卷上填写答案。按照例题，标记答案。 

 

第一部份 是非题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涂黑。 

 

1、你仔细读完了第二单元的每一课吗？ 

2、所有信徒都应该是使徒。 

3、信徒当判断什么对教会有益。 

4、教师、牧师最重要的品质，是关心他所带领的人。 

5、福音传教士唯一的功用是宣讲福音。 

6、天赋可以变成执事的恩赐。 

7、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有教导的恩赐。 

8、既然所有的信徒都爱基督，那么就不需要人来管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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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选择题 

下列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将你所选的答案涂黑。 

9、使徒事工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他 
a）会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建立教会。 
b）天生就有作使徒的能力。 
c）要常传福音和教导人。 
d）要根据别人的任命开展工作。 

10、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 
a）准确地预言未来。 
b）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信息。 
c）讲话时毫不畏惧。 
d）让人作好准备，做基督的事工。 

11、神拣选人做先知服侍他的教会，是根据 
a）他们所具有的经历类型。 
b）他们对履行神的旨意所存的想法。 
c）他对先知的恩赐了解多少。 
d）他们是否能解释神的道。 

12、神要把一群信徒从以自我为中心里释放出来，就要 
a）差派福音传教士再向他们宣讲福音。 
b）让若干人得到说方言的恩赐。 
c）赐给他们一位教师、牧师，带领他们实现以基督为中心。 
d）允许他们免受任何试炼。 

13、吉姆牧师希望能让他所带领的会众远离假教师，他应该特别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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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把神的道教导给人们。 
b）多举行几次崇拜，让他们保持忙碌。 
c）告诉会众对他所教牧的教会忠心。 
d）当众指责那些假教师。 

14、教师、牧师最重要的目的是 
a）宣讲更有趣的道。 
b）培养成熟的人。 
c）运用他的属灵权柄。 
d）关注新归主的人。 

15、神能将我们的天赋转化为服侍的恩赐，如果我们 
a）技巧娴熟，又很有经验。 
b）只用它们来帮助基督徒。 
c）明白恩赐和天赋之间的差别。 
d）让圣灵来用它们帮助别人。 

16、教导恩赐和教师、牧师的恩赐的区别在于 
a）只有教师、牧师可以教导信徒。 
b）教导的恩赐不如教师、牧师的恩赐重要。 
c）任何信徒都能有教导的恩赐。 
d）教师、牧师教导不同的事情。 

17、劝化别人的人 
a）鼓励人们亲近神。 
b）教导人们有关神的道的新知识。 
c）必须处在领袖的位置上。 
d）必须是福音传教士或牧师。 

18、列王纪上 17：8-16 中，那个寡妇的经历是一个有关施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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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即 
a）只有穷人，才能做到真正地施舍。 
b）我们不必害怕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给人。 
c）神的先知应该勇于要求帮助。 
d）食物是施舍给别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19、信徒团契需要有人治理，因为 
a）有些人是优秀的领导者。 
b）治理的恩赐应该被运用出来。 
c）并非每个信徒都会管理别人。 
d）信徒需要合一和力量。 

20、以下哪个人运用了其帮助人的恩赐 
a）苏珊以女性祷告者著名。 
b）吉姆能带领唱诗。 
c）玛丽为来访的福音传教士做了一顿饭。 
d）约翰懂得如何计算奉献。 

第二单元的学习结束了。请把它给你的导师。继续学习本课程的

第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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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学业报告 
 

请在第三单元学业报告的答卷上填写答案，按照例题，标记

答案。 

第一部份 是非题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涂黑。 

 

1、你仔细读完了第三单元的每一课吗？ 

2、一段智慧的言语，能有助于解决个人问题。 

3、信心的恩赐是所有信徒都具有的。 

4、人们通常是藉着一句话得医治的。 

5、只有伟人能行异能。 

6. 预言要用一种不为人知的方言表达出来。 

7. 分辨诸灵的人，只能认出邪灵。 

8. 说方言的人是向神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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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选择题 

下列各题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将你所选的答案涂黑。 

9、智慧的恩赐不同于人的智慧。因为它 
a）有助于解决教会中的问题。 
b）被赐给了那些天生就很聪明的人。 
c）总是被传讲给一大群人。 
d）来自于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准确判断。 

10、在使徒行传 5：3中，彼得告诉亚拿尼亚，说他不但留下了
一部份钱而且欺骗了圣灵。这个实例是关于____________恩赐
的。 

a）智慧 
b）辨别 
c）知识 
d）b）和 c）都是 

11、信徒可以分辨出自己是否有知识的言语，如果他想说的话语 
a）只应该说给一位信徒。 
b）似乎很合逻辑、很有道理。 
c）肯定能帮助教会。 
d）来自他自己的理解。 

12、使徒行传 3：1-11中，我们看到彼得有信心的恩赐，因为 
a）他盼望神动工。 
b）那瘸腿的人得了医治。 
c）在他心里有信心。 
d）当时的情况是令人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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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你们教会中的一位女士，希望自己的病得医治，你会建议她
怎么做？ 

a）请求教会长老为她祷告。 
b）设法找出是谁的罪使她得病。 
c）热诚地禁食祷告数天。 
d）花很多时间在教会服事上。 

14、神赐下行异能的恩赐，是为了 
a）让世上的人感到惊奇。 
b）让信徒有超自然的经历。 
c）挪去阻挡福音传播的障碍。 
d）审判不敬虔的人或事。 

15、在哥林多前书 14：1-12 中，保罗鼓励哥林多人说预言，因
为 

a）说预言是对神说。 
b）每位信徒都有说预言的职份。 
c）它是唯一很缺乏的恩赐。 
d）说预言特别能帮助教会。 

16、在你们的教会中，有位年轻人觉得，只要他领受了预言信息，
就必须说出来。你会告诉他什么？ 

a）只有教会领袖可以说预言。 
b）如果信息是预言未来的，他就可以说。 
c）他可以按照哥林多前书 14：32-33中的教导，来控制自
己的恩赐。 
d）不建议年轻人在教会里说预言。 

17、信徒应该评判预言信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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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多数的预言都应该被废除掉。 
b）预言应该和神的道一致。 
c）不应该有太多的预言。 
d）预言绝对不应该预言未来。 

18、信徒之所以被赐予分辨诸灵的能力，是因为 
a）错谬的灵和邪灵会伤害教会。 
b）世界上有许多邪灵。 
c）邪灵认得出信徒。 
d）信徒需要展示超自然的能力。 

19、用方言表达的信息可以造就基督的身体，只要它 
a）是在牧师讲道之后被说出来的。 
b）由长老或执事说的。 
c）是被坚定有力地说出来的。 
d）被翻出来，能让所有人明白。 

20、运用圣灵的超自然恩赐的一般原则是信徒应该 
a）认识到他们的恩赐是最重要的。 
b）小心计划如何运用恩赐。 
c）做任何事都本着爱心、建立教会的心。 
d）事先知道要说什么或做什么。 

第三单元的学习结束了。请遵守答卷上的指导，并把它给你的导

师。你已经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请向导师征求你继续学习其它

课程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