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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答卷 

课程名称                                         

请填写下列各项： 

你的姓名                                                   

你的学生编号                                               

（如果你还不清楚，可不必填写。） 

你的通讯地址                                               

城市         州或省           国家                         

年龄         性别            职业                          

你的家庭有多少成员？                                       

你在学校求学有多少年？（你的学历）                         

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那么你的教会的名称是：                  

                                               

你在教会里担任什么职分？                                   

你如何研读本课程：单独一人吗？                             

是一组人吗？                                               

你是否曾研读了我们的其它课程呢？                            

             



 198

资 料 查 询 服 务 

本学院设在你所居住地区的办事处很乐意为你提

供有关其他课程的纲要等信息。如果你需要查询任何资

料的话，请将内容写在下面的空格上。 

                                                            

现在请你翻到下一页，准备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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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报告表第一部分－－答卷 1 

 

针对每一试题的编号，涂满代表正确答案的小圈： 

1 ○a ○b ○c     11 ○a ○b ○c     21 ○a ○b ○c     31 ○a ○b ○c  

2 ○a ○b ○c     12 ○a ○b ○c     22 ○a ○b ○c     32 ○a ○b ○c  

3 ○a ○b ○c     13 ○a ○b ○c     23 ○a ○b ○c     33 ○a ○b ○c  

4 ○a ○b ○c     14 ○a ○b ○c     24 ○a ○b ○c     34 ○a ○b ○c  

5 ○a ○b ○c     15 ○a ○b ○c     25 ○a ○b ○c     35 ○a ○b ○c  

6 ○a ○b ○c     16 ○a ○b ○c     26 ○a ○b ○c     36 ○a ○b ○c  

7 ○a ○b ○c     17 ○a ○b ○c     27 ○a ○b ○c     37 ○a ○b ○c  

8 ○a ○b ○c     18 ○a ○b ○c     28 ○a ○b ○c     38 ○a ○b ○c  

9 ○a ○b ○c     19 ○a ○b ○c     29 ○a ○b ○c     39 ○a ○b ○c  

10 ○a ○b ○c    20 ○a ○b ○c     30 ○a ○b ○c     40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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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学业报告表》第一部分的试题，

现在请你请回答下列问题，告诉我们你对这课程的真实

感受和意见，这样做将能协助我们进一步改善这个课

程，请圈出 能代表你的感受的答案。 

1、本课程的内容是         4、本课文是 
a)  非常有趣味             a)  非常精深 
b)  有趣味                 b)  精深 
c)  少许趣味               c)  浅易 
d)  没有趣味               d)  非常浅易 
e)  枯燥的                

2、我从本课程中学到       5、总的来说，本课程是 
a)  很多                    a)  优秀的 
b)  一些                    b)  好的 
c)  很少                    c)  中等的 
d)  毫无新意念              d)  差劲的 

3、我所学到的功课是 
a)  非常重要                 c)  不重要 
b)  重要                     d)  浪费时间 

6、请写出至少一项评论这课程的特别意见：                    

7、关于所学的课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的指导

老师的话，可以写在下面： 

                                                          
请检查你所做的试题是否还有遗漏，然后把答卷交回给

你所住地区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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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活指南学业报告表 

第二部分答卷 

 

针对每一试题的编号，涂满代表正确答案的小圈： 

1 ○a ○b ○c     11 ○a ○b ○c     21 ○a ○b ○c     31 ○a ○b ○c  

2 ○a ○b ○c     12 ○a ○b ○c     22 ○a ○b ○c     32 ○a ○b ○c  

3 ○a ○b ○c     13 ○a ○b ○c     23 ○a ○b ○c     33 ○a ○b ○c  

4 ○a ○b ○c     14 ○a ○b ○c     24 ○a ○b ○c     34 ○a ○b ○c  

5 ○a ○b ○c     15 ○a ○b ○c     25 ○a ○b ○c     35 ○a ○b ○c  

6 ○a ○b ○c     16 ○a ○b ○c     26 ○a ○b ○c     36 ○a ○b ○c  

7 ○a ○b ○c     17 ○a ○b ○c     27 ○a ○b ○c     37 ○a ○b ○c  

8 ○a ○b ○c     18 ○a ○b ○c     28 ○a ○b ○c     38 ○a ○b ○c  

9 ○a ○b ○c     19 ○a ○b ○c     29 ○a ○b ○c     39 ○a ○b ○c  

10 ○a ○b ○c    20 ○a ○b ○c     30 ○a ○b ○c     40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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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学业报告表》第二部分的试题，

现在请你请回答下列问题，告诉我们你对这课程的真实

感受和意见，这样做将能协助我们进一步改善这个课

程，请圈出 能代表你的感受的答案。 

1、本课程的内容是           4、本课文是 
a)  非常有趣味              a)  非常精深 
b)  有趣味                  b)  精深 
c)  少许趣味                c)  浅易 
d)  没有趣味                d)  非常浅易 
e)  枯燥的                

2、我从本课程中学到         5、总的来说，本课程是 
a)  很多                      a)  优秀的 
b)  一些                      b)  好的 
c)  很少                      c)  中等的 
d)  毫无新意                  d)  差劲的 

3、我所学到的功课是 
a)  非常重要                  c)  不重要 
b)  重要                      d)  浪费时间 

6、你还想继续研读类似的课程吗？ 
a)  一定要           c)  可能不要 
b)  可能要           d)  确定不要 

7、请写出至少一项评论这课程的特别意见：                    

8、关于所学的课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的指导

老师的话，可以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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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贺 你 

你已经修完本课程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为能够有你

这样的学生而欢喜快乐，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攻读

本学院更多的课程。请你把答卷交回给你所住地区的导

师。我们批阅了你的答卷之后，将会寄给你一份结业证

书或奖章。 

请用正楷书写你的姓名，我们将以此为依据，把它

印在你的结业证书上。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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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愿为大，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服事是我们回应上帝那永不止息的爱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课程是主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它将会帮助你成长

为一个事奉有果效并且蒙上帝喜悦的仆人。 

研读我们的课程将会帮助你建立一套井然有序的

圣经学习系统，并且鼓励你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属灵的真

理。 

如果你准备要服事上帝的话， 我们建议你学习我

们的“基督徒服事项目”的课程。 

“基督徒服事项目”的一些课程介绍如下： 

《基督徒的长进》、《国度、权柄、荣耀》、《真理的

基石》、《基督徒教会事工》、《属灵恩赐》、《解决生活的

问题》等等。 

如果你希望更详细的了解各个课程，或者你想知道

如何学习这些课程，请与你所居住地区的导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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