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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长进 
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  

及其答卷  



 

 

211

说明  

当你完成每一个单元的学习时，请填写该单元的学生

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下面例子将向你说明如何指出

每一道试题的答案。有两种类型的试题：是非题和多项选

择题。  

是非题的例子  

如果句子是正确的，请把空格 A 涂成黑色；如果句

子是错误的，请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1 圣经是神为我们提供的信息。  

上面的句子“圣经是神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

因此，你应该像下面的示图那样把空格 A 涂成黑色。  

1  B C D 

多项选择题的例子  
下面题目中有一个 佳答案。请把与你所选择的答案

相对应的空格涂成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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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找到了一个教会。  

正确答案是 b）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此，你应该像

下面示图那样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2 A B C D 



 

 

212

第一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  

在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 1 中回答所有的问

题。请参阅前面说明中的例子，那些例子向你说明了如何

标出你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题  

如果下列句子是对的，请把空格 A 涂成黑色；如果

是错误的，请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1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一单元中的所有课文。  

2 即使一个信徒不愿意，他也可以成长到基督徒的成熟

程度。  

3 神对于我个人的基督徒“建筑”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4 救恩使每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达到属灵上的完全长进。 

5 基督徒的长进只涉及到我的属灵生活方面。  

6 成熟的基督徒可以通过向他人教导神的话语来帮助

他们成长。  

7 如果一个信徒总是饮用属灵之“奶”，那么，他将会

得到成长。  

8 如果我要成长到基督徒的成熟的程度，那么，当圣灵

定我的罪时，我必须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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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每道题目都有一个 佳答案。在你的答卷中，把

与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空格涂成黑色。  

9 一个人的旨意将无法得到成就，如果没有：  
a) 与神确立一种正确的关系。  
b) 在教会中得到一个特别的职位。  
c) 过一种完全脱离罪的生活。  

10 在圣经中“完全”一词指的是：  
a) 无罪的。  
b) 像孩子一样的。  
c) 天真无邪的。  
d) 圆满的。  

11 人要求有生存理由或生存目的的方面是他的：  
a) 身体。  
b) 灵。  
c) 心智。  
d) 愿望。  

12 基督为什么来到世上的主要原因是：  
a) 定人的罪。  
b) 做一个好教师。  
c) 形成一种新的宗教。  
d) 使人与神的关系完美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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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圣经在路加福音 2：52 中教导我们，耶稣：  
a) 不必像人那样成长。  
b) 只在他的身体上成长。  
c) 在人成长的四个方面上成长。  
d) 从一出生的时候属灵上就是成熟的。  

14 耶稣取了人的样式，他也是：  
a) 地上的王。  
b) 一位著名的讲道者。  
c) 一位葡萄园的园主。  
d) 众人的仆人。  

15 为了长大得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必须：  
a) 乐于做基督的仆人。  
b) 做属灵侍奉上的领袖。  
c) 在身体和心智上长大成熟。  
d) 对圣经有成熟的理解。  

16 圣经举出了很多关于成长的例子，是为了：  
a) 帮助我们认识真理。  
b) 提供一些问题让我们去解决。  
c) 使得其中的教训更加有趣。  
d) 使孩子们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17 干粮和奶的比喻（希伯来书 5：14）告诉我们：  
a) 基督徒不需要奶。  
b) 大多数基督徒仍然是孩子。  
c) 孩子们不能理解圣经。  
d) 成熟的基督徒需要认识高深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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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建筑材料的比喻（哥林多前书 3：3-17）告诉我

们：  
a) 火总会烧掉草木、禾秸。  
b) 神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建造我们的生活。  
c) 成熟的基督徒应该用金、银和宝石来建造。  
d) 用金银建造的房屋更加漂亮。  

19 基督徒的成长 常遇到什么阻碍：  
a) 人的意志。  
b) 朋友和邻居。  
c) 各种敌人。  
d) 各种危难时刻。  

20 圣灵将帮助我们成长，如果我们：  
a) 每天都过圣洁的生活。  
b) 作出许多良善的承诺。  
c) 停止吃奶。  
d) 让他掌管我们。  

第一单元 后的要求：按照答卷中的其他要求完成答

卷，并将它交给指导老师或办公室，然后再开始学习第二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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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  

在第二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中回答所

有的问题。请参阅前面说明中的例子，那些例子向你说明

了如何标出你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题  

如果下列句子是对的，请把空格 A 涂成黑色；如果

是错误的，请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1 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二单元中的所有课文。  

2 圣经只讲述天上的事。  

3 一个基督徒惟一重视的事是他是否得到了救恩。  

4 一个基督徒应该明白神的话语，这将帮助他免于犯

罪。  

5 当一个信徒的生活与他对耶稣基督的信靠相一致时，

他是“行为一致的”。  

6 即使只有两个信徒一起聚会，主也应许与他们同在。 

7 犹大的眼泪证明了他的悔改。  

8 一个信徒可以为了 后的审判而预备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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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每道题目都有一个 佳答案。在你的答卷中，把

与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空格涂成黑色。  

9 悔改的 重要的证据是，一个人：  
a) 参加礼拜。  
b) 流眼泪。  
c) 改变方向。  
d) 自我惩罚。  

10 有关将来的教义包括：  
a) 信靠神。  
b) 教规。  
c) 死人复活。  
d) 基本原则。  

11 成为一位基督徒的条件包括：  
a) 教规。  
b) 悔改。  
c) 完全。  
d) 基本原则。  

12 一个幼稚的基督徒是：  
a) 容易受骗和被引入邪道的基督徒。  
b) 经历了分辨善恶的基督徒。  
c) 一位能够为神做很多事情的基督徒。  
d) 认知能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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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一个基督徒说“耶稣是主”时，他指的是基督是： 
a) 一位伟大的人和聪明的教师。  
b) 一个非常好的人。  
c) 一位重要的罗马皇帝。  
d) 他生命的主。  

14 基督教教义的六条基本真理：  
a) 见于旧约圣经。  
b) 全部都是关于认识基督徒生活的。  
c) 是基督教教义“真理的开端”。  

15 圣灵浸是为了：  
a) 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属灵的恩赐和结出属灵的果

子。  
b) 表明我们已经重生。  
c) 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重要。  
d) 表明我们已经成长。  

16 一个信徒可以通过什么来分别善恶：  
a) 学习神的话语。  
b) 阅读神的话语。  
c) 实践神的话语。  
d) 热爱神的话语。  

17 信徒们知道他们将会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  
a) 已经加入了当地教会。  
b) 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c) 真诚地盼望他们将会复活。  
d) 渴望死后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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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基督徒关系 为密切的审判是：  
a) 对以色列的审判。  
b) 对堕落天使的审判。  
c) 对信徒们的审判。  
d) 对万国的审判。  

19 一个成长的基督徒：  
a) 常常显得自怜。  
b) 总是首先想到自己的愿望。  
c) 总是谈论他自己。  
d) 总是体现出对他人的关心。  

20 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是通过什么来成就的：  
a) 圣灵的大能。  
b) 信徒的个人努力。  
c) 信徒的真诚愿望。  

第二单元 后的要求：按照答卷中的其他要求完成答

卷，并将它交给指导老师或办公室，然后再开始学习第三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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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  

回答第三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中的所

有问题。请参阅前面说明中的例子，那些例子向你说明了

如何标出你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题  

如果下列句子是对的，请把空格 A 涂成黑色；如果

是错误的，请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1 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三单元中的全部课文。  

2 基督徒成长的目标是要一个信徒变得像其他基督徒

一样。  

3 邪灵知道耶稣是谁。  

4 我们不必决定变得满有耶稣的样式，那将是自然会发

生的事。  

5 神曾经安排人做有用的工作。  

6 一个信徒可以做耶稣曾经做过的事。  

7 圣灵赐给了所有信徒一样的牧养恩赐。  

8 撒但不是使那些侍奉神的人灰心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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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每道题目都有一个 佳答案。在你的答卷中，把

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空格涂成黑色。  

9 为了变得满有耶稣的样式，信徒必须：  
a) 像耶稣那样向众人讲道。  
b) 像耶稣那样过无私的生活。  
c) 像耶稣那样到各处旅行。  

10 一个人的“性格”指的是他的：  
a) 身体上的特点。  
b) 基本的本性。  
c) 智力。  
d) 圣经知识。  

11 要满有耶稣的样式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  
a) 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  
b) 所生活的环境与他的不同。  
c) 有着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反对我们变得满有耶

稣的样式。  
d) 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来这样做。  

12 耶稣能够按照神的意志来行事，因为他：  
a) 让圣灵掌管他。  
b) 是一个良善和聪明的人。  
c) 没有别的选择。  
d) 与我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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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神对基督徒们的旨意是，他们：  
a) 通过有效用的工作来赚取救恩。  
b) 长大成熟，这样他们才能够做有用的工作。  
c) 让他人做教导神的话语的老师。  
d) 仍然保持像当初得救时那样。  

14 一个信徒通过什么来表明他的长进：  
a) 告诉他人应该做什么。  
b) 有着耶稣基督的性格。  
c) 为了得到赦免而侍奉。  
d) 尽力做到圣洁。  

15 耶稣在世上的事工：  
a) 是我们现在所无法继续的。  
b) 已经停止，因为他已经升天。  
c) 可以通过信徒们得到继续。  

16 圣灵赐下各种恩赐是为了使信徒们可以：  
a) 全部成为讲道者。  
b) 挣得进入天堂的道路。  
c) 关注他们自己。  
d) 建立教会。  

17 为了侍奉主，信徒必须：  
a) 感觉到自己非常强壮有力。  
b) 没有任何软弱之处。  
c) 觉得可以做神所要求的一切事情。  
d) 认识到神将会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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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撒迦利亚的异象中（撒迦利亚书 3：1-2），撒但与

约书亚作对。责备撒但的是谁？  
a) 撒迦利亚。  
b) 主的使者。  
c) 约书亚。  

19 把灰心丧气的信徒们改变成满有能力的人的事件是： 
a) 圣灵降临。  
b) 耶稣被钉十字架。  
c) 耶稣复活。  

20 耶稣在马太福音 21：28-31 中所讲述的关于两个儿子

的故事，表明了：  
a) 告诉神我们会做他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的重要

性。  
b) 做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的重要性。  
c) 聆听神要求我们去做什么的重要性。  
d) 明白神要求我们去做什么的重要性。  

第三单元 后的要求：按照答卷中的其他要求完成答

卷，并将它交给指导老师或办公室。这样，你便完成了本

课程的学习。请你的指导老师推荐另一门课程给你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