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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权柄、荣耀 
 

单元学业报告及答卷



 

 

指导  
 

    当你完成每个单元的学习时，将学业报告的答案填
写在这个单元的答卷纸上。下面将指导你怎样填写你给每

个题的答案。共有两种题型：是非题和选择题。  
 

是非题例题  
 
下列陈述中有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陈述是  
           正确的，涂黑 A 空格  

错误的，涂黑 B 空格  

1、《圣经》是给我们的关于神的信息。  
上面这个陈述，《圣经》是给我们的关于神的信息，是对

的，所以你应该象下面这样将 A 空格涂黑：  
         

1   B  C  D 

                

 
选择题例题  

 
下列题中只有一个答案是最合适的，选出并涂黑其空格。 
2、重生的意思是：  
  a) 岁数变年轻。  
  b) 接受耶酥作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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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教会。  
  正确的答案是 b) 接受耶酥作救主，所以你应该将 b 空
格涂黑：  
           

2 A    C  D 

 
 

第一单元学业报告  

将下面所有问题的答案写在第一单元的答卷纸上，按

照指导页里的例题示范的方法写出你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题  

如果你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是”，请在答卷上将 A
涂黑。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请将 B 涂黑。  

1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第一单元所有课程。  

2 散居的犹太人聚集在会堂里学习旧约经文。  

3 耶稣出生时，罗马人在政治上统治巴勒斯坦。  

4 福音书作者的目的是按确切年代顺序记录耶稣生平
的所有事件。  

5 马可福音包含了路加福音里记载的所有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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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福音书的记载各有侧重，但和谐一致。  

7 像大多数新约作者一样，路加是犹太人。  

8 约翰确切地说他写福音书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以下每一个问题的四个选项中有一个是最好的。将你

的选择在答卷上涂黑。  

9 在新约时代，管理犹太人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是：  

   a）会堂  

   b）公会  

   c）散居的犹太人  

   d）希腊化者  

10 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属于新约书卷的哪种类型？  

   a）个人书  

   b）先知书  

   c）历史书  

   d）教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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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耶稣降生环境的基本特征是  

    a）希腊化文化、犹太宗教、罗马的强权政治  

    b）罗马语言、希腊军事控制、神秘宗教  

    c）希腊哲学、犹太军事力量和罗马文化  

    d）巴比伦宗教、犹太文化、希腊政权  

12 我们说四福音书是和谐一致的，因为他们都  

    a）描写所做所说的每一件事。  

    b）都用希腊语写成。  

    c）包含同样的比喻事件和教导。  

    d）按同样的模式讲述基督。  

13 正如本课程所描述的耶稣生平的第三个阶段的主要特
征是：  

   a）成功和受人拥戴。  

   b）遭到犹太领袖越来越大的抵抗。  

   c）身体成长并为后期事工做准备。  

   d）遇见施洗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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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耶稣的受审、受死和复活发生在  

   a）加利利。  

   b）撒玛利亚。  

   c）比利亚。  

   d）犹大。  

15.马太福音中耶稣的教训是  

   a）按主题分为五个部分。  

   b）没有像马可福音那样被强调。  

   c）在中间汇聚成三章。  

   d）分散在整卷书中。  

16.马太福音成为新旧约之间桥梁的最重要原因是  

   a）记录了耶稣教导的大部分比喻。  

   b）包括了耶稣关于祷告的许多教导。  

   c）表明耶稣如何应验了弥赛亚预言。  

   d）描述了耶稣在加利利行的许多神奇事。  

17.马可福音强调了  



 291 

 

   a）耶稣的家谱和围绕祂降生的事件。  

   b）神的国的本质和特征。  

   c）耶稣的神迹及其主动实用的事工。  

   d）耶稣的比喻、有目的的教训和预言。  

18. 路加福音里耶稣表明自己正是但以理书 7：13-14 里所  
预言的哪一位。  

   a）比摩西更大的先知  

   b）人子  

   c）大卫的子孙  

   d）众人的仆人  

19. 路加强调圣灵工作的一个好例子是描述  

  a）睚鲁的女儿得医治。  

  b）本丢比拉多。  

  c）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  

  d）耶稣降生和玛利亚。  

20.儿在所有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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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包含耶稣七次所说的“我是”。  

 b）讲述耶稣与犹太领袖的矛盾。  

 c）描写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  

 d）确切地宣称耶稣的神性。  

 

          第二单元学业报告  

将下面所有问题的答案写在第一单元的答卷纸上，按

照指导页里的例题示范的方法写出你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题  
如果你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是”，请在答卷上将 A

涂黑。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请将 B 涂  

1.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第二单元所有课程。  

2. 使徒行传对所有使徒的生活都进行了全面的描述。  

3. 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去了罗马。  

4. 加拉太书解决了使徒行传 15 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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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问题。  

5. 在帖撒罗利迦带领归主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  

6. 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表明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灵
命成熟的人。  

7. 保罗去罗马前被监禁在凯撒利亚两年。  

8. 腓利比书大约写于保罗在罗马的末期。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以下每一个问题的四个选项中有一个是最好的。将你的选

择在答卷上涂黑。  

9. 使徒行传是联系福音和书信的重要纽带，是因为它描
述了  

   a）教会是怎样开始的。  

   b）彼得在耶路撒冷的讲道。  

   c）基督的复活。  

   d）使徒所行的所有神迹。  

10. 路加表明基督教不是一个反政府的运动的具体方式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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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司提反的殉道  

   b）彼得服事撒玛利亚人  

  c）迦流对保罗案子的反映  

  d）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  

11. 雅各书是第一批写成的书信，其重要证据是  

   a）作者是一个使徒  

   b）包含提防假教师的警诫  

   c）描述五殉节那天所发生的事  

   d）是特别写给犹太信徒的  

12. 加拉太书形成基督教传播的基础是因为它  

    a）包含了怎样在地方教会推选领袖的描述。  

    b）反对律法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防碍了福音在外
邦人的传播。  

    c）表明了保罗的服事有神迹奇事伴随。  

    d）解释基督教不应该看作是对罗马政府的政治威胁。 

13. 保罗在什么书中首次提到末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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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拉太书  

  b）帖撒罗利迦前书  

    c）哥林多前书  

    d) 罗马书  

14.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主要目的是  

    a) 正教会里的各种具体问题。  

    b) 释称义和成圣的教义。  

    c) 述世界末日将发生的事件。  

    d) 攻击他使徒权柄的回应。  

15.课本中哥林多后书的标题是什么  

    a) 虔人的标准  

    b) 基督再来的盼望  

    c) 真事工辩护  

    d) 基督徒的行为准则  

16.保罗对福音和称义的基本教导的最好例证是  

    a）哥林多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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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加拉太书  

    c）罗马书  

    d）使徒行传  

17.腓利门书最合适的被描述为保罗的  

 a）属灵的自画像  

    b）关于奴隶和主人的普遍指示  

    c）个人环境的描述  

    d）为一个基督徒弟兄代求  

18.以弗所书的主题是  

    a）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将来  

    b）普世教会  

    c）律法主义的危险  

    d）基督徒饶恕的意义  

19.歌罗西书与以弗所书不同的是  

   a）它对付包括敬拜天使在内的假教义。  

   b）写于保罗被囚于罗马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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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被周围地区的教会传阅。  

   d）它做出了教义性和实际性的指示。  

20.最清楚的表达了保罗个人情感、雄心壮志和价值观
的书信是  

    a）以弗所书  

    b）腓利比书  

    c）歌罗西书  

    d）腓立门书  

       

   第三单元学业报告     

将下面所有问题的答案写在第一单元的答卷纸上，按

照指导页里的例题示范的方法写出你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非题  

如果你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是“是”，请在答卷上将 A
涂黑。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请将 B 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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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第三单元所有课程。  

2. 路加描述了保罗受审的结果。  

3. 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是提摩太后书。  

4. 犹大书和彼得后书内容相似。  

5. 没有证据表明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是由同一个人所写。 

6. 启示录大约写于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后。  

7. 新约包括符合正典四项要求所有书卷。  

8. 直到公元 400 后才有新约的译本。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以下每一个问题的四个选项中有一个是最好的。将你的选

择在答卷上涂黑。  

9. 保罗教牧书信的有关经文表明他第一次在罗马被监  
禁之后  

 a）去耶路撒冷，并一直呆到他去世的日子。  

   b）不准离开罗马。  

   c）与提摩太一起在以弗所渡过他的最后岁月。  

   d）明显地旅行到了克里特，并将提多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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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述教义、教会领袖的资格及同工个人表现的重要性是
什么书的主题。  

  a）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  

  b）希伯来书和彼得后书  

  c）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  

  d）提摩太后书和彼得前书  

11. 本课程所使用的彼得前书的主题是  

  a）对属神的人的指示。  

  b）安慰在患难中的人。  

  c）对教会领袖的指导。  

  d）对基督的真知识。  

12.希伯来书里有这节经文  

a）这为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b）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  

  C）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d）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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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保罗在第一次囚禁于罗马之后所写的书信包括  

  a）加拉太书和罗马书。  

  b）监狱书信。  

  c）教牧书信。  

  d）旅行书信。  

14.彼得后书、犹大书和约翰一书具体对付的问题是  

  a）罗马皇帝尼禄统治下的逼迫和患难。  

  b）假教师和像诺斯底主义这样的异端邪说。  

  c）教会成长和组织的需要。  

  d）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  

15.解释启示录中的预言最完全实现的观点是  

  a）过去学派。  

  b）理想主义学派。  

  c）历史学派。  

  d）未来学派。  

16.启示录的重要性在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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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使用象征并且是用生动的启示文学风格写成。  

  b）包含许多旧约书卷的参考信息。  

  c）表明基督的得胜并掌管未来。  

  d）包含有给患难中的亚细亚信徒的信息。  

17.新约书卷被教会领袖确认为受默示并使用是在  

  a）刚写成的时候。  

  b）马吉安不完全书目流传之后。  

  c）大约在第三次迦太基会议前十年。  

  d）戴克里仙皇帝死后几年。  

18.必须得到整个教会承认对正典的检验是  

  a）属灵性。  

  b）普世性。  

  c）使徒性。  

  d）末世性。  

19.我们所拥有的最早的部分新约希腊语手稿是推兰蒲纸
抄本，它大约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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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世纪早期。  

  b）2 世纪后半期。  

  c）2 世纪末期。  

  d）3 世纪早期。  

20.在新约形成和流传发生的第二个事件是  

  a）艾伦奈奥斯引用新约。  

  b）路加写使徒行传。  

  c）印制古腾堡圣经。  

  d）第三次迦太基会议确认正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