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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基督徒的方式按基督徒的方式按基督徒的方式按基督徒的方式  

 

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单元学业报告及答卷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当你完成每个单元的学习时，请填写该单元的学业

报告答卷。以下实例将向你说明如何标明每道题的答

案。有两种类型的试题：是非题和多项选择题。  

 

是非题实例是非题实例是非题实例是非题实例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A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B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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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项选择题的实例多项选择题的实例多项选择题的实例多项选择题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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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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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开始新的一年。  

d)  找到另一个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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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学业报告一单元学业报告一单元学业报告一单元学业报告一  

在单元学业报告一的答卷上，回答所有问题。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非题是非题是非题是非题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A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B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1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一单元中的所有课文。  

2  可能引发问题的选择通常都是错的。  

3  顺服神的命令会带来灾难。  

4  亚当和夏娃的罪给地上带来了一个咒诅，而且成为

问题的根源。  

5  当我们向神认罪时，神会惩罚我们。  

6  面临压力的时候，也是增加祷告和读经时间的时候。 

7  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足以为自己面临的大部分问题

找到答案。  

8  当我们无法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应该把它交托

给神，并盼望他能让我们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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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以下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在答卷上，把所选答

案对应的空格涂黑。  

9  以下哪个实例，是因世界被罪毁坏所引发的自然灾

害？  

a)  饥荒、洪水和地震。  

b)  车祸。  

c)  对毒品或烟草的滥用。  

d)  抢劫。  

10  以下哪个陈述表明的问题超出了你的控制力。  

a)  你的自行车骑得过快，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和

一辆汽车撞到一起。  

b)  因为你浪费了时间，而受到老板的训斥。  

c)  你的邻居砍倒了一棵树，结果这棵树砸在你的房

子上。  

d)  你没有关上窗户，结果一阵暴雨毁坏了你的家

具。  

11  三个希伯来人拒绝遵守王的命令的故事，例证了  

a)  一个错误的选择。  

b)  即使会引发问题但那仍是个正确的选择。  

c)  超出他们控制力的问题。  

d)  愚蠢的判断。  

12  神试炼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  

a)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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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忧虑。  

c)  受苦。  

d)  忍耐。  

13  耶稣的山上宝训告诉我们，作为律法赐给我们的十

诫  

a)  不可能遵守。  

b)  不再需要遵守。  

c)  被基督成全了，他让它能够被遵守。  

d)  是旧约的一个要求，已经被个人的自由选择代替

了。  

14  十诫涉及的是我们做什么，基督的态度涉及的是我

们  

a)  有什么。  

b)  信什么。  

c)  是什么。  

d)  要什么。  

15  遵守基督命令的关键是  

a)  信心。  

b)  爱。  

c)  理解。  

d)  贪婪。  

16  控制你生活的其它方面，它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控制

好你的  

a)  舌头。  

b)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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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人。  

d)  良心。  

17  我们遇到问题时，应该问自己两个重要问题，即“我

想知道神在这件事里的旨意吗？”和  

a)  “我真想为这个问题做点什么吗？”  

b)  “ 如 果 我 顺 服 神 的 旨 意 ， 我 的 朋 友 们 会 怎 么

说？”  

c)  “我应该拿这件事来打扰神吗？”  

d)  “一旦我知道了神的旨意，我愿意顺服它吗？” 

18  一旦我们选定了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并加以实施，

我们需要  

a)  评估后果并作出任何必要的调整。  

b)  忘记它。  

c)  考虑行动的可能后果。  

d)  把问题交托给主。  

19  即使某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决办法，我们仍然可以把

它交托给神并盼望他  

a)  继续试炼我们。  

b)  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得益处。  

c)  提供一个迅速的解决办法。  

d)  向我们显明一个解决办法。  

20  伤害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被称为  

a)  退缩。  

b)  不生气。  

c)  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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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报复。  

 

 

以上是第一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按照答卷上其余

的说明继续做，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继续第二

单元的学习。  

 

 



 

 

单元学业报告二单元学业报告二单元学业报告二单元学业报告二  

在单元学业报告二的答卷上，回答所有问题。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非题是非题是非题是非题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A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B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1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二单元的所有课文。  

2  贪婪是想要获得属于别人的东西。  

3  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为了让他所领导的人尊重他，

要保持高人一等的态度。  

4  侍奉主的人，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只是做了份内的

事。”  

5  丈夫应该是家里的属灵领袖。  

6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的离婚都不符合圣经。  

7  结婚比保持单身好。  

8  单身是给教会的特殊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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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以下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在答卷上，把所选答

案对应的空格涂黑。  

9  以下哪个选项不是基督徒不成熟的表现？  

a)  什么东西都想要最好的。  

b)  持续的忧虑。  

c)  屈服于试探。  

d)  与问题和挫折斗争。  

10  基督徒长进的两个力量来源是神的大能和意志力。

我们要让自己的意志力发挥作用，就要  

a)  顺服神的道。  

b)  不靠外界帮助作决定。  

c)  让自己变得很固执。  

d)  愿意服事别人。  

11  以下哪一项是基督徒对待富有或贫穷的正确态度？  

a)  富有的人比贫穷的人高出一等。  

b)  穷人比富人更需要神的帮助。  

c)  当我们完全委身于神的旨意时，我们可以靠神满

足我们的一切需要。  

d)  根据圣经，慷慨这种事情只发生在富人对待穷人

的时候；相应的，穷人应该接受他们低人一等的

地位。  

12  当你成为不公平事件的受害者时，你能作的最重要

的事情是  



 

 313 

a)  纠正不公平。  

b)  效仿基督的样式作出回应。  

c)  告诉所有人你所遭遇的事情。  

d)  以任何代价报复。  

13  以下哪一项不是关于离婚的一般圣经原则？  

a)  不允许离婚。  

b)  离婚者可以再婚。  

c)  离婚者不可再婚。  

d)  单身不能与离过婚的人结婚。  

14  丈夫或妻子过于投入其它活动，而很少与家人相处，

这种情况造成的婚姻磨难是因为  

a)  缺乏爱。  

b)  缺乏顺从。  

c)  过度敬业。  

d)  误解。  

15  如果父母想要教导他们的儿女顺服，那么他们必须  

a)  让他们有自我表现的自由。  

b)  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  

c)  有严格的规定。  

d)  进行教育和管教。  

16  管教孩子必须  

a)  公平。  

b)  避免发生。  

c)  严厉。  

d)  避免引发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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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于非常想结婚，但是又没有机会和基督徒结婚的

人而言，最正确的选择是哪个？  

a)  和非信徒结婚。  

b)  保持单身但不必禁欲。  

c)  保持敬虔并靠神满足需要。  

18  基督徒和人交往的基础是这个人是否  

a)  有社会地位。  

b)  属基督。  

c)  和你有相似的兴趣。  

d)  已婚。  

19  除去孤独和自怜的最好办法是  

a)  把这种状况告诉给别人。  

b)  参与到有许多人参加的社会活动中去。  

c)  帮助那些比你更有需要的人。  

d)  一个人呆着，想着你的孤独。  

20  使徒保罗建议人们如果可能的话保持单身，因为如

果他们结婚，他们将  

a)  厌弃福音。  

b)  有更多的时间侍奉神。  

c)  失去基督徒的见证。  

d)  面临更多的问题。  

 

以上是第二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按照答卷上其余

的说明继续做，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继续第三单

元的学习。  



 

单元学业报告三单元学业报告三单元学业报告三单元学业报告三  

在单元学业报告三的答卷上，回答所有问题。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非题是非题是非题是非题  

以下陈述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A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请把空格 B 涂黑涂黑涂黑涂黑。。。。  

1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三单元的所有课文。  

2  性欲对于未婚者而言是有罪的。  

3  无论你是结了婚的，还是单身的，神都希望你在性

事上学会控制。  

4  抑郁所经历的过程是极度伤心、丧失活力、不好动、

很难仔细思考或作出正确的决定。  

5  一个人面临的压力越大，好像越不可能陷入抑郁。  

6  通过疼痛和苦难，可以获得一些益处。  

7  基督徒对苦难的观点是，祈求神无论付什么代价都

要挪走它。  

8  基督徒永恒的盼望是建立在得胜者基督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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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以下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在答卷上，把所选答

案对应的空格涂黑。  

9  在性方面，婚外唯一合乎圣经的选择是什么？  

a)  婚前性行为。  

b)  单身禁欲。  

c)  合一。  

d)  繁衍后代。  

10  婚姻中性事的原则可以总结为一个词  

a)  繁衍后代。  

b)  顺从。  

c)  相互体贴。  

d)  宽恕。  

11  对于在性方面犯罪并为此而受苦的人，我们应该给

他什么信息？  

a)  “如果你悔改，神将赦免你。”  

b)  “为你作过的事情你该受苦。”  

c)  “你只是人，为自己的性需要采取任何方式寻求

释放是很自然的事情。”  

d)  “你犯罪了，因此你必须承受这些后果。”  

12  缓解压力最好的良药是  

a)  退缩。  

b)  有更多的属灵预备。  

c)  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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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苦毒。  

13  医治惧怕的最佳方法是  

a)  焦虑。  

b)  绝望。  

c)  鼓励。  

d)  爱。  

14  罪疚感，无论它源于罪还是源于遗憾，都能被挪去，

只要我们接受  

a)  惩罚。  

b)  建议。  

c)  赦免。  

d)  抑郁。  

15  以下哪一项不是垂死者所经历的反应过程？  

a)  盼望。  

b)  愤怒。  

c)  讨价还价。  

d)  满足。  

16  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态度是自信、降伏、属神的远见

和  

a)  喜乐。  

b)  惧怕。  

c)  讨价还价。  

d)  否认。  

17  对于那些面临死亡的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  

a)  “谁照顾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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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准备好去见神了吗？”  

c)  “我有足够的保险吗？”  

d)  “我怎样才能从苦难里解脱出来？”  

18  耶稣说那些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  

a)  跌倒。  

b)  死。  

c)  受苦。  

d)  受试探。  

19  当我们陈述自己的信心，说神将来能解救我们，并

且这信心是根据他过去已经成就的一切时，这个陈

述被称为  

a)  盼望。  

b)  复兴。  

c)  确认。  

d)  保护。  

20  根据启示录 2：17，你胜过今生所有的试探、试炼和

试炼后所得的奖赏是  

a)  只有神和你才认识的一个特殊的新名字。  

b)  在天国里荣耀的地位。  

c)  一幢漂亮的大厦。  

d)  与圣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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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第三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按照答卷上其余

的说明继续做，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至此，你

已经结束了本课程的学习，向你的导师咨询另一门学习

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