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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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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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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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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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一单元的每一课。  

2. 旧约圣经的三个主要部分是历史、预言和诗歌。  

3. 基督教教义中的“堕落”一词是指撒但被逐出天堂的

时候。  

4. 当上帝用洪水摧毁世界的时候有八个人得救。  

5. 亚伯拉罕的信心受到第一次试验是牺牲儿子以撒。  

6. 埃及的国土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域。 

7. 以色列民在西奈山宿营时领受了律法。  

8. 进入会幕的入口在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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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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将你

的选择在答卷上涂黑。  

9 旧约的主旨是  

a) 文明开始时的历史。  

b) 追求真理的义人的思想。  

c) 神通过祂的作为和话语向人启示祂自己。  

d) 以色列王的故事。  

10 旧约的历史书  

e) 与预言书无关  

f) 有助于理解预言书  

g) 比预言书重要  

h) 不如预言书重要  

11 根据创世纪关于创造的记载，人被造是  

i) 创造动物的同时  

j) 在天使等被造之后  

k) 按照神的形象  

l) 在动物被造之前  

12 创世纪的以下事件中哪一件指明有一天一位拯救者将

要为人的罪而死？  

m) 神用兽皮为亚当和夏娃缝制衣服  

n) 蛇（撒旦）引诱夏娃背叛神。  

o)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p) 蛇（撒旦）受到神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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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描述挪亚后裔的定居地之后，创世纪着重描述了谁

的家族？  

q) 闪     c）雅弗  

r) 含     d）迦南  

14 根据罗马 1 书，创世纪第 6 章和 11 章中描述的人类

的堕落是源于他们  

a) 不认识真理。  

b) 对财富的贪欲。  

c) 需要更全面的知识。  

d) 背弃真理。  

15 神呼召亚伯兰离开吾珥这件事的内涵是  

a) 力量  

b) 耽搁  

c) 财富  

d) 分离  

16 与以色列人将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柱上有相同结

果的行为是  

a) 亚伯兰的名字被改为亚伯拉罕。  

b) 挪亚造方舟。  

c) 以撒娶利百迦。  

d) 亚伯兰从吾珥移居至哈兰。  

17 以下那一条出自神赐给以色列的律法？  

a) 每一年庆祝三个节日来敬拜神。  

b) 向神献素祭七天。  

c) 尊敬父母。  

d) 祭司不得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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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的会幕中的器皿哪一件 清楚地表明基督为我们

的罪而死？  

a) 祭坛  

b) 金灯台  

c) 饼桌  

d) 铜盆  

19 只有在赎罪日大祭司才将牺牲的血洒在  

a) 金香坛上  

b) 施恩座上  

c) 祭坛上  

d) 基璐伯 .  

20 以色列民族在巴兰不信的一个后果是  

a) 只有祭司和利未人被准许进入迦兰地  

b) 他们必须在旷野流浪 60 年。  

c) 除了约书亚和迦勒， 20 岁以上的人都没有进迦

兰。  

d) 所有探子都在瘟疫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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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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黑。  

1.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第二单元的每一课。  

2. 在以色列民族史中，士师时期在（犹大）王国之后。 

3. 在巴勒斯坦国，约旦河谷在地中海和中部山脉之间。 

4. 人民要求有一个国王，这使神不悦。  

5. 扫罗死后，全以色列部落都承认大卫为王。  

 6. 大卫、摩西和所罗门是诗篇的作者之一。  

 7. 在两个王国中，北国先被掳掠  

 8. 南国被九个不同的朝代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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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将你

的选择在答卷上涂黑。  

 9 以色列受命摧毁迦南人，因为他们  

a) 不是义人挪亚家族的后裔。  

b) 继续犯罪而且会教唆以色列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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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从来不认识真神。  

d) 比以色列人人数更多、更富有。  

 10 以下哪个句子正确描述了约书亚七年征服之战的一  

个方面？  

a) 约书亚征服南方的希伯伦城开始继续北上。  

b) 约书亚先征服耶利哥和中部地区，然后是南方，

后是北方。  

c) 约书亚先征服北方地区，然后是中部， 后占领

南方。  

d) 在征服耶利哥之后，约书亚北上征服但，然后南

下征服耶路撒冷。  

 11 当土地划分给各个部落以后，  

a) 约旦河东岸住的部落比西岸多。  

b) 约旦河东岸没有部落。  

c) 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组在西南。  

d) 各个支派获得同样面积的领土。  

 12 士师时期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以色列  

a) 重复犯罪、受罚、悔改、被拯救的循环。  

b) 没有领袖将他们从受压迫的境地带出。  

c) 停止悔改，或者呼求神拯救他们。  

d) 有两段 40 年时间脱离他们的压迫者。  

 13 扫罗被免除王位是因为他  

a) 拒绝献祭  

b) 没有军事才能  

c) 反复背叛神  

d) 不受人民爱戴  

 14 大卫蒙神悦纳的 重要的原因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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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以色列赢得许多胜利。  

b) 被撒母耳膏抹。  

c) 写了许多美丽的诗篇。  

d) 保持谦卑悔罪的心。  

 15 所罗门陷入偶像崇拜主要是因为  

a) 他与其他国家结盟  

b) 人民精神（信仰）上的背叛。  

c) 缺乏在祭司中的领导能力。（号召力）  

d) 受外邦妻子的影响。  

 16 对约伯记 确切的描述是  

a) 关于年轻人行为举止的一些妙语警句。  

b) 赞美神的美丽诗歌。  

c) 关于苦难的意义的记录和演讲。  

d) 约伯由于犯罪而失去一切的故事。  

 17 犹太人把箴言比作帐幕的外院，因为它  

a) 是帐幕的建造者所罗门所写。  

b) 解释帐幕仪式的含义。  

c) 包含关于人类关系的教导。  

d) 描述对祭司行为的要求。  

 18 历代志上、下，特别强调  

a) 北国的以色列王。  

b) 帐幕的仪式和官员。  

c) 顺服上帝的君王的统治。  

d) 以利亚和以利沙等先知的职责。  

 19 王国分裂的原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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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罗门背叛了上帝。  

b) 以色列的敌人强大，难以击败。  

c) 没有属神的先知提醒人民。  

d) 大卫的子裔中没有人能统治。  

 20 先知的信息完全被描述为  

a) 神的子民应该遵守的关于是非对错的详细原则。  

b) 对历史事件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言。  

c) 对弥赛亚生活和事奉期间要发生的事件给与解释。 

d) 给同代人的启示，对未来的预言，对上帝子民的

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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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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一单元的每一课。  

 2. 北国于公元前 722 年被亚述人所灭。  

3. 但以理书与巴比伦被囚有关。  

4. 以斯帖求埃及国王不要让别人杀害犹太人。  

5. 波斯国王，古列发出犹太人重建圣殿的诏书。  

6. 在第三次远征中多数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  

8. 犹太人不反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任务。  

9. 犹太人无法完成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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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将你

的选择在答卷上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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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就与外国势力的关系而言，分裂了的王国位于  

a) 西有亚述和埃及，东有巴比伦的三角地带。  

b) 埃及以西，接近亚述边界，离巴比伦较远的位置。 

c) 尼尼微和巴比伦两大城市之间。  

d) 巴比伦和亚述在东，埃及在西的三角地带。  

 11 以下哪一句话描述了北国的衰落？  

a) 在撒玛利亚被围困十年之后，撒珥根将囚徒掳往

巴比伦。  

b) 撒缦以色三世在围困撒玛利亚五年之后占领北国。 

c) 北国抵抗至公元前 586 年，后被攻陷。  

d) 撒珥根围困撒玛利亚五年之后攻陷该城并将囚徒

掳往亚述。  

 12 以下哪一句话正确描述了南国的倾覆？  

a) 南国于公元前 586 年被亚述人攻陷。  

b) 公元前 605 年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攻陷并烧毁。 

c) 在抵抗了巴比伦 20 年之后，耶路撒冷于公元前 586 

年被攻陷。  

d) 公元前 586 年撒珥根打败南国，掳走囚徒。  

 13 关于神的子民被掳的记述告诉我们  

a) 神不再给他们关于弥赛亚的启示。  

b) 一部分犹太人获得了有权势的地位。  

c) 他们丧失了回归耶路撒冷的真实盼望。  

d) 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继续敬拜上帝。  

14 与巴比伦之囚 密切相关的是哪一部书？  

a) 以斯帖记、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