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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教会 
 

单元学业报告及答卷  
 
 
 



 

说明  

完成一个单元的学习时，请填写该单元的学业报

告答卷。以下实例说明了该如何标明每道题的答案。

有两种类型的试题：是非题和多项选择题。  

第一部分  是非题实例  

以下句子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 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 涂黑。  

1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以上陈述“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是正确的，

因此，你应该把空格 A 涂黑，如下所示。  
1   B  C D 

第二部分  多项选择题的实例  

以下习题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请把所选答案相对应

的空格涂黑。  

2  重生指的是：  
a)  年龄很年轻。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d)  找到另一个教会。  

正确答案是 b）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此，你应该

把空格 B 涂黑，如下所示：  
2  A B C D 



 

第一单元学业报告  

在第一单元学业报告的答卷上，回答所有问题。

阅读前面所举实例，弄懂如何回答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题  

以下句子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 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 涂黑。  

1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一单元中的所有课文。  

2  基督徒应该首先把福音传到自己的社区里。  

3  向未得救的人传福音，是地方教会的主要目的。  

4  凭借建立在属神权柄上的讲道，教会得以增长。  

5  传福音一定要脱离非信徒的生活环境。  

6  反对拜偶像的讲道，是赢得失丧者的圣经方式。  

7  治病的恩赐只能用于教会内部。  

8  教导是主要用于教会内部的事工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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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以下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在答卷上，把所选

答案对应的空格涂黑。  

9  信徒不顾逼迫，仍然传福音是因为  
a)  有顽强的个性。  
b)  有圣灵的膏抹。  
c)  没有顺服神的带领。  
d)  有到别处去传福音的指示。  

10  教会栽培者的信息必须以圣经为基础，并要  
a)  受到社会的认可。  
b)  以基督为中心。  
c)  有权威。  
d)  有说服力。  

11  教会的主要使命可以这样定义  
a)  在我的社区建立一个教会。  
b)  派基督徒事工者去各个国家。  
c)  建立圣经学校，培训牧师。  
d)  向世界宣告神的救赎旨意。  

12  事工恩赐被赐给了基督身体里的全体成员，  
a)  但是只有某些领袖才能行使这些恩赐。  
b)  通过行神迹吸引非信徒。  
c)  好建立基督的身体，为各样事奉预备各肢体。  
d)  主要为了预言性的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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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是  
a)  栽培教会的过程中，圣灵工作的一个方面。  
b)  教会栽培者所计划的一个方面。  
c)  新教会里牧师工作的一个方面。  
d)  教会栽培者负责传福音的一个方面。  

14  教会的组织结构应该有所发展，  
a)  当教会具有了一个执事团的时候。  
b)  根据邻近教会建立的模式。  
c)  以满足教会的需要。  
d)  以证明其牧师是个很有能力的领袖。  

15  教会财务的新约模式是  
a)  定期奉献是敬拜和爱的表现。  
b)  每个成员都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

会。  
c)  由一个财务委员会来批准教会的预算。  
d)  牧师向信徒陈述需要并请求奉献。  

16  当教会被建立在 …………时，通常会增长得快得多。 
a)  一个相似地区的人们中。  
b)  一个友好的小城镇中。  
c)  大型学校附近。  
d)  重要城市中。  

17  教会管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  
a)  建立教会的规章和政策。  
b)  使教会更加合一。  
c)  委任牧师。  
d)  控制教会行政人员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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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防止在教会领导层中出现个人纷争，明智的做法是  
a)  把牧师在一个教会中的事工，限制成两年。  
b)  避免指定任何人做领袖。  
c)  向人们证明所有人都是基督的同工。  
d)  为人类祷告。  

19  信徒要使自己不受假教师的影响，他们要  
a)  学习神的话语并对基督有坚固的信心。  
b)  听各种观点并要自己做出决定。  
c)  背诵信心宣言。  
d)  只听一个牧师的讲道。  

20  之所以给加拉太人和哥林多人写信，是要反驳假教

义和  
a)  告诫信徒们要敬畏其他教师。  
b)  认识并信靠基督个人及其工作。  
c)  要求信徒顺服保罗的教导。  
d)  预备年青的牧师接受神职任命。  

 
 
 
 

以上是第一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按照答卷上的

说明，做接下来的事情，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

继续第二单元的学习。  
 

 



 

 

第二单元学业报告  

在第二单元学业报告的答卷上，回答所有问题。

阅读前面所举实例，弄懂如何回答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题  

以下句子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 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 涂黑。  

1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二单元的所有课文。  

2  作为自我管理的教会，其主要目标是发掘地方教会

肢体们的能力。  

3  教会建立之初就需要自我管理。  

4  教会自我增长后，会自然而然变小一些。  

5  在公开场合传福音只适用于大城市。  

6  自我增长的教会，是指那种栽培新教会的教会。  

7  新约教训表明所有教会都能自我供养。  

8  教会的财务报告只需交给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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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以下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在答卷上，把所选

答案对应的空格涂黑。  

9  自我管理对于 ………..是必要的基础。  
a)  一个自我增长、自我供养的教会。  
b)  社区领导层的培养。  
c)  一个同心合一的团契。  
d)  能得到内部肢体的认同。  

10  保罗建立自我管理教会的方式是  
a)  从耶路撒冷征召受过培训的领袖。  
b)  要求各个新教会每月向他报告。  
c)  培训地方领袖并让他们承担责任。  
d)  在各教会指定一个执事会。  

11  早期自我管理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  
a)  防止候选领袖之间出现矛盾。  
b)  促进本地领导和推动属灵成长。  
c)  让教会栽培者能够脱身去开展其它事工。  
d)  鼓励地方肢体中的领导人才。  

12  对教义标准的认同是自我管理的第一步，其目的是

为了  
a)  能与其他教会合作。  
b)  在新教会中任命最好的领导层。  
c)  更有功效地在周围地区开展福音工作。  
d)  预防教义偏差，促进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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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我管理一定要行使对教会成员的管教，从而  
a)  维护教会的名声。  
b)  预防教会里的犯罪行为。  
c)  为教会成员树立一个行为标准。  
d)  让犯错的成员能够与神恢复公义的关系。  

14  作为其主要目标，自我增长的教会要  
a)  教导归主的信徒团体。  
b)  带许多人来听福音。  
c)  向周围的所有社区传福音。  
d)  建立一个信心标准。  

15  可自我增长的教会，带来主要益处是  
a)  许多肢体不断加深的团契关系。  
b)  成为子教会的好榜样。  
c)  在事工和团契中得到灵里面的坚固。  
d)  更广泛地看到世人的需要。  

16  要栽培新教会，母教会必须首先  
a)  为新教会确定最佳地点。  
b)  找到准备好接受福音的人们。  
c)  在所有计划中都要有祷告时间的安排。  
d)  培训可靠的传教士队伍。  

17  自我供养使教会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即它  
a)  不再依靠其它教会。  
b)  很独立，能够自由的成长。  
c)  展现了自己筹集资金的能力。  
d)  不受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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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教会财务的正确管理包括  
a)  只有牧师有花钱的权力。  
b)  要有一个财务委员会，监督资金的保管、记录

和报告。  
c)  开办一个银行帐户，存放应急资金。  
d)  有若干筹集资金的计划。  

19  应该教导新信徒，  
a)  要他们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数奉献给教会。  
b)  不要操心经济需要。  
c)  为做神的工作奉献的责任、喜乐和祝福。  
d)  要与其他信徒分享他们的财产。  

20  一个自我供养的教会因为以下理由，将获得迅速的

成长。以下哪一项不正确。  
a)  其他地区的捐赠人想帮助这个教会。  
b)  肢体们对教会更有责任感。  
c)  牧师和肢体在事工中相互关心。  
d)  灵里面不断成熟。  

 
 
 

以上是第二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按照答卷上的

说明，做接下来的事情，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

继续第三单元的学习。  
 



 

第三单元学业报告  

在第三单元学业报告的答卷上，回答所有问题。

阅读前面所举实例，弄懂如何回答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题  

以下句子或对或错。如果陈述  
正确，请把空格 A 涂黑；  
错误，请把空格 B 涂黑。  

1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三单元的所有课文。  

2  教会内的领袖，能够促进教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3  耶稣采用了在职培训方式。  

4  教会领袖的资格根据能力而变化。  

5  一个好领袖要教导别人去带领人。  

6  教会必须强调教导和传福音。  

7  领导能力中包括对教会传统的了解。  

8  教导的唯一目的是吸引未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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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以下各题都有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在答卷上，把所选

答案对应的空格涂黑。  

9  教会栽培者训练地方领袖的方式是  
a)  为了树立一个好榜样，自己完成所有工作。  
b)  叙述在另一个教会中，受过良好培训的领袖们

的工作。  
c)  帮助肢体们培养自己的能力。  
d)  把责任放在最有能力的人身上。  

10  教会领袖的资格  
a)  要根据当地的文化背景来确定。  
b)  除了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以外，对其他人都太严

格了。  
c)  在经文中有所陈述并适用于所有文化背景。  
d)  根据人们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变化。  

11  培训教会领袖的第一个要求是  
a)  知识上的预备。  
b)  实践经历。  
c)  管理上的预备。  
d)  属灵预备。  

12  对执事的资格要求可以这样来衡量，即  
a)  根据他工作时间的长短。  
b)  根据他对各种日常生活情况的处理。  
c)  是否定期去教会。  
d)  是否忠实地拿出十一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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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教会要成功地建立在任何环境中，  
a)  就需要祷告和全身奉献的传教士们。  
b)  需要把它建立在不会得罪当地人的地方。  
c)  需要教会栽培者掌握当地语言。  
d)  需要人们有自己语言的文学作品。  

14  能够成长和增长的教会所具备的共性是  
a)  强有力的牧养领导层以及创新的讲道。  
b)  社会救济计划、家庭学习小组和设定目标。  
c)  不断的祷告、有功效的圣经教导和设定目标。  
d)  有功效的计划、定期培训和好建议。  

15  成功栽培教会的最根本的秘诀是  
a)  发展新的传福音方式。  
b)  认识圣灵的带领。  
c)  不断的事工教育。  
d)  采用创新的方法克服敌意。  

16  在受限地区栽培教会，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当  
a)  在一种令人亲切、不具威胁的背景下传福音时。 
b)  以当地人的语言讲道时。  
c)  在权力部门注意不到的隐秘的地方讲道时。  
d)  适合当地的文化体系时。  

17  一个可增长的教会，要推行以下理念  
a)  自我认可、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b)  自我管理、自满、自律。  
c)  自我增长、自我供养和自我认可。  
d)  自我管理、自我增长和自我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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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要证明教会的自我管理，可以通过  
a)  肢体和牧师的顺服。  
b)  肢体们负责任地参与事工。  
c)  有足够的奉献供养牧师。  
d)  一个活跃的教会理事会。  

19  一个不可增长的教会能够经历属灵的复兴，通过  
a)  学习并顺服神对教会的旨意。  
b)  学习有关教会成功成长方面的书籍。  
c)  责备自己的失败，遵守圣经。  
d)  更敬虔地听牧师的教导。  

20  以下哪种行为会阻碍教会的成长？  
a)  教会栽培者把责任交给教会肢体们。  
b)  子教会不再依靠自己的本部。  
c)  牧师作出全部困难的决定。  
d)  新信徒参与到传福音工作中。  

 
 

以上是第三单元的全部学习要求。按照答卷上的

说明，做接下来的事情，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

至此，你已经结束了本课程的学习。向你的导师咨询

另一门学习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