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单 元成绩 报 告

测 试 题 及其答卷



说明
当你完成了每一个单元的学习后，请填写学生单元成

绩报告测试题答卷。下面说明将向你指出如何回答每一道
试题。试题分为两类：是非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

关于是非选择题的例子

如果句子是正确的，把空格 A 涂上黑色；如果句子是错

误的，则把空格 B 涂上黑色。

1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上述句子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是正确的，因
此你应该象下面那样把空格 A 涂成黑色：

1 A B C D

关于多项选择题的例子

下面试题有一项最佳答案。把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应
的字母空格涂成黑色。

2 重生指的是：
a） 变得年轻。
b） 接受耶稣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d） 找到一个不同的教会。

正确答案是 b）接受耶稣为救主。因此，你应该象下
面那样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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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

回答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答卷 1 中的所有问题。参
照以上说明中的例子，那些例子向你说明了如何标识你的
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选择题

如果是正确的句子，把空格 A 涂成黑色；如果是错误的

句子，则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1 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一单元中的全部课文。
2 所有者必须向他人交帐。
3 管家并不是他的财物的所有者。

4 圣经说神是万物的所有者。
5 神的所有者身份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
6 如果一个人拥有某样东西，那就意味着他是这一东西

的所有者。

7 管家应该遵守主人的指示。
8 神允许人作为他自己生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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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的每道题目都有一个最佳答案，根据你所选择的答
案，将答卷上相对应的字母空格涂成黑色。

9 假的所有者包括：
a） 神和社会。

b） 个人和神。
c） 社会和个人。

10 对万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的特性？
a) 神。

b) 众天使。
c) 人类。
d) 信徒们。

11 为了明白基督徒的管家职责这一概念，人们必须能够

区分：
a) 管理和管家职责之间的关系。
b) 拥有和所有者身份之间的关系。
c) 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

12 阅读下面的每一组圣经经文。哪一组经文最好地说明
了神与人之间在所有者身份上的差别？
a) 出埃及记 19：5；使徒行传 17：25。
b) 历代志上 29：14；哥林多前书 4：7。

c) 诗篇 24：1；哈该书 2：8。
d) 哥林多前书 4：7；提摩太前书 6：7。

13 下面关于神的真理中，哪一条与他的所有者权力的关
系最为密切？

a) 他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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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是永恒的。
c) 他明白将来之事。
d) 他创造了万物。

14 阅读下面经文。哪一节经文表明了对作为所有者的

神，不心存感恩的不良后果？
a) 出埃及记 13：12。
b) 路加福音 6：46。
c) 罗马书 1：21。

d)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15 管家与所有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

a) 交帐问题。
b) 各人所拥有的钱财的数量。

c) 投资财产之种类。
d) 如何使用钱财。

16 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必须起到下面哪两个方面
的作用？

a) 管家和管理者。
b) 所有权和持有者。
c) 所有者和属下。
d) 所有权和管家。

17 一个在他人面前很好地代表了他主人的管家，必须满
足下面哪个条件？
a) 忠心。
b) 诚实。

c) 聪明。
18 阅读下面经文。哪一段经文举出了一个聪明地行使其

管家职责的管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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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创世记 41：54-57。
b) 使徒行传 16：6-12。
c) 马可福音 10：13-16。
d) 哥林多前书 3：13-17。

19 一个遵循神的投资计划的管家应该：
a) 照顾他的家庭，然后，把所盈余的钱财奉献给神。
b) 施予他所在城市中的穷人，然后，才帮助他所知

道的贫穷信徒。

c) 把属于神的东西奉献给神，然后，才供应他的家
庭和帮助他人。

d) 把一切都交给神，让其他人来照顾他的家庭。
20 我们作为基督徒管家所负有的下面四个责任中的哪

一个，是我们在结束地上的生活后所必须履行的？
a) 遵守教导。
b) 寻求带领。
c) 进行投资。

d) 交帐。

结束第一单元的学习时必须做到：按要求完成你的答
卷，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或你们地区的办公室，然
后，才能开始第二单元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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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

回答第二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中的所有题
目。参阅前面说明中的例子，那些例子向你表明了如何标
识你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选择题

如果是正确的句子，把空格 A 涂成黑色；如果是错误的

句子，则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1 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二单元中的全部课文。
2 在制定战略的时候，没有必要把各种目标包括在内。
3 我们人格的三个主要部分是情感、感觉和智力。

4 神对我们的计划与我们自己的个人愿望保持一致是
可能的。

5 正如罗马书 8：29-30 中所指出的那样，神的计划有
七个主要方面。

6 一个信徒可以成为他的身体的主人。
7 因为神省察人心，因此，信徒们展示良好的外貌并不

重要。
8 对我们个人资产的管家职责包括为我们自己抽出个

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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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的每道题目都有一个最佳答案。根据你所选择的答
案，将答卷上相应的空格涂上黑色。

9 假如你有一个朋友告诉你，他觉得他的生活没有目
的。阅读下面的圣经经文，并指出你会使用哪段经文，

来向他简要地说明神对他生命的计划。
a) 士师记 13：1-5。
b) 路加福音 1：5-17。
c) 罗马书 8：29-30。

d) 希伯来书 11：23。
10 乔下决心要成为一位圣经学院的教师。乔的这一行为

是在：
a) 设定一个目标。

b) 确定先后顺序。
c) 制定计划。

11 假设你有一位朋友认为神已经呼召他成为一位教会
领袖。他问你下一步他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告诉他：

a) 等待神关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梦或异象。
b) 在圣经中寻找精确的带领和详细的指导。
c) 要求得到教会中的某一领导职位。
d) 制定计划以预备自己担任领导工作。

12 我们必须用它来确定错对的人格部分是我们的：
a) 心智。 b) 意志。 c)情感。

13 为了使得我们顺服神，哪四样东西必须一同起作用？
a) 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智和神的话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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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的心智、神的话语、圣灵和我们的意志。
c) 神的话语、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情感和圣灵。

14 假如有一位朋友问你，什么样的情感会影响到我们的
属灵生活。阅读下面所给出的经文，选择出一段可以

在回答他的问题时用来分享的最佳经文。
a) 撒母耳记上 15：9-11。
b) 约翰福音 15：5。
c) 哥林多前书 14：15。

d) 加拉太书 5：22-23。
15 对于我们为什么要珍重我们的身体，下面哪个句子指

出了其最重要的理由？
a) 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神的圣所。

b) 自重地对待我们的身体才会有健康。
c) 只有有了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6 如果我们注重我们的身体，别人才会更加喜欢我，下
面中的哪个人没有遵循保持健康的原则？

a) 杰克经常去那些有问题的地方。
b) 乔穿着泳装去教会。
c) 苏珊的睡眠时间通常都少于六个小时。
d) 弗兰西斯戴着非常贵重的珠宝。

17 再次阅读第 16 题。哪个人没有遵循要合宜的原则？
a) 杰克。
b) 乔。
c) 苏珊。

d) 弗兰西斯。
18 作为自己时间的管家，下面的哪个人为他的三项主要

责任中的每一项，都安排了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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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麦克花时间与他的孩子们在一起，花时间与他的
妻子讨论问题，也花时间娱乐。

b) 乔花时间邀请朋友来聚会，花时间与儿子讨论他
的计划，花时间参加教会的礼拜。

c) 吉姆花时间与他的家人交谈，花时间制定下个月
的计划，并花时间读经祷告。

19 下面哪个句子概述了马太福音 25：14-30 中关于才能
的教导？

a) 才能多比才能少好，因为那些才能多的人确实得
到了更大的奖赏。

b) 一个人的奖赏，乃是基于他被赐予了多少才能可
以用于投资。

c) 一个拥有更多才能的人，比才能少的人有着更好
的机会赢得神的认可。

d) 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他的每一个才能，无论他所
拥有的才能是多么多或多么少。

20 如果你想要找出你可能具有的潜在能力，那么，你应
该遵循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下面的哪三个步骤：
a) 求告主、寻找机会和尝试做一些新的事情。
b) 求告主、寻找机会和研究圣经。

c) 寻找机会、找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和尝试做一些新
的事情。

d) 求告神的带领、寻找机会和找出一些应该得到满
足的需要。

结束第二单元的学习时必须做到：按要求完成你的答
卷，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或你们地区的办公室，然
后，才能开始第三单元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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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

回答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答卷 3 中的所有问题。参
照说明中的例子，那些例子向你说明了如何标识你的答
案。

第一部分：是非选择题

如果是正确的句子，把空格 A 涂成黑色；如果是错误的

句子，则把空格 B 涂成黑色。

1 我已经认真地阅读过第三单元中的全部课文。
2 交纳十一奉献的教义是在新约圣经中被首次提出来

的。

3 即使是几乎没有钱财的人，也可能会犯贪婪之罪。
4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少于他的开支，那么，他应该减少

缴纳他的十一奉献。
5 对于基督徒家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圣经并没有

作出任何实际上的教导。
6 家庭的圆满是它的管家的责任。
7 其成员们不交纳十一奉献的教会，会发现它很难履行

大使命。

8 一个人作为管家的责任，是以他对他的家庭和教会的
责任为终极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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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的每道题目都有一个最佳答案。把你所选择的答案，
在答卷上相应的空格涂上黑色。

9 圣经说这是可能的：
a) 财主进入神的国度。

b) 人们既事奉神又事奉钱。
c) 信徒们把财宝储存在天上。
d) 人们以讨神喜悦的方式来使用钱。

10 一个知足的基督徒管家，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什么之间

的区别？
a) 天才和才能。
b) 义务和责任。
c) 情感和感觉。

d) 需要和欲望。
11 下面哪个句子指出了一个基督徒管家，为什么应该交

纳十一奉献的最重要理由？
a) 神是人的财富的真正所有者。

b) 神应许祝福那些交纳十一奉献的人。
c) 交纳十一奉献使人不至于变得自私。
d) 圣经给出了很多交纳十一奉献的人的榜样。

12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家庭才能称为基督徒家庭？

a) 孩子们顺服父母。
b) 全体家庭成员都读圣经和去教会参加礼拜。
c) 基督本人是这个家庭中至高无上的权柄。
d) 每一个人都尊重他人的权力。

13 一个家庭得救之后，谁对监督全体家庭成员继续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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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负主要责任？
a) 带领他们归主的人。
b) 父母。
c) 丈夫。

d) 他们所参加的教会的牧师。
14 父母做到在家里和在教会一样，过一种良善的生活极

为重要，因为：
a) 如果他们做不到这样，他们的孩子们会感到困惑。

b) 牧师可能会出其不意地看望他们。
c) 家庭是很多教会的发源地。
d) 家庭应该是一个好客的地方。

15 在制定教会的活动计划时，下面哪个选项是其第二个

步骤？
a) 与教会的全体领袖一起开会。
b) 把教会的活动加以分类。
c) 确定年度目标。

d) 确定如何达到目标。
16 阅读下面经文。如果有人问你，牧师是否也应该支持

神的工作，下面哪段经文给出了最为明确的答案？
a) 利未记 27：30。

b) 民数记 18：25-29。
c) 以斯拉记 2：68-69。
d) 箴言 3：9-10。

17 在教会募集资金的时候，最好的程序是要由谁来统计

所募集的资金？
a) 正式的领导人。
b) 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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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牧师。
d) 至少两个人。

18 即如你在查看现金记账本上九月份的那一页。支出和
余额的总数是 885.00 元。下面中的哪一项也应该总

数为 885.00 元？
a) 十月份的余额和九月份的开支。
b) 九月份全月的收入和八月份的余额。
c) 八月份全月的收入和九月份的开支。

d) 八月份的开支和九月份的余额。
19 在帮助教会安排如何使用它的资源方面，下面哪个工

具是最为有用的？
a) 现金记账本。

b) 十一奉献记账本。
c) 现有财产登记簿。
d) 预算。

20 阅读下面经文。它们中的哪段经文最好地描述了一个

信徒对待政府当局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a) 马太福音 5：14。
b) 马可福音 12：30-31。
c) 罗马书 13：1-6。

d) 罗马书 16：23。

结束第三单元的学习时必须做到：按要求完成你的答
卷，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或你们地区的办公室。这
样，你便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请你的指导老师为你推荐

另一学习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