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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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请填写该单元的

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下面是如何标示每一道测

试题答案的说明。测试题中有两种类型的题目：是非判断

题和多项选择题。 

关于是非判断题的示例 

下面的句子如果是正确的，请把空格 A 涂黑；如果是错误

的，则把空格 B 涂黑。 

1、圣经是神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上面的句子“圣经是神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正确的，因

此你应该像下面的示例这样，把空格 A 涂黑。 

1 A B C D 

关于多项选择题的示例 
下面的题目有一个 佳答案，请把与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

应的空格涂黑。 

2、重生指的是 
a) 变得年轻。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d) 找到另一个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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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是 b)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此,你应该像下面的示

例这样，把空白 B 涂黑。 

2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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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 

参照“说明”中表明如何标示你的答案的例子，回答第一

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中的所有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判断题 

下面的句子如果是正确的，请把空格 A 涂黑；如果是错误

的，则把空格 B 涂黑。 

1、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一单元中的全部课文。 

2、教育事工主要是为了使基督徒生活得轻松。 

3、属灵生命的本质是要完全经受其必须经历的成长和长

进。 

4、信徒属灵成长的目标是基督的样式。 

5、基督徒教育的作用是要帮助人们培养良好的道德。 

6、使人作门徒可以通过激励门徒们，效仿他们夫子的理念

来培育属灵成长。 

7、教会可以通过给肢体以支持、力量和每一个部分的健

康，来培育属灵成长。 

8、非正式的方式比正式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培育属灵成

长。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的每一道题目都有一个 佳答案。在答卷中把与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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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空格涂黑。 

9、始于重生的属灵生命，常常会： 
a) 无需或几乎无需培育而自动成长。 
b) 无规律地成长，需要很多时间和耐心。 
c) 成长、发育和长进。 

10、属灵成长必须在一个人的生命中： 
a) 体现出对神的完全顺服。 
b) 增加朝着基督样式之目标多结果子的潜能。 
c) 防止在属灵的事情上变得厌倦和冷漠。 
d) 带来一种自我完善的感觉。 

11、下面句子除其中一句以外，都列举了属灵状况的某一

个阶段以及它的一个特点，请指出没有列出的句子？ 
a) 一个人的生活无可指责代表了属灵上的完美。 
b) 辨别善恶是属灵上长进的特征。 
c) 不能接受真理说明了属灵上的死亡。 
d) 世俗表明一个人仍然处于属灵上的婴儿时期。 

12、属灵成长与一个人的什么有关？ 
a) 对属灵责任的认识。 
b) 发现神对他人的旨意的能力。 
c) 机会以及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d) 对神话语的回应、各种关系和对他的知识的应用。 

13、属灵成长的终极目标是： 
a) 把信徒们转化成完美的圣人。 
b) 把一个人的知识应用于生活，以证明他对基督的忠心。 
c) 每一个信徒都朝着基督的样式不断成长。 

14、基督徒教育在培养完全之人中的作用是： 
a) 鼓励信徒们更加努力地帮助他们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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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激励人们行善以证明他们的信心。 
c) 为了荣耀神而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 
d) 帮助人们积极地思考属灵价值。 

15、在基督里长进的过程中，培育新生命必然包含： 
a) 首先迅速改善，然后慢慢地不断进步。 
b) 成长的阶段和长进的层次。 
c) 从世俗中不断改变而进入圣洁的完美。 
d) 在属灵上长进的每一个阶段的固定数量的时间。 

16、在基督徒教育中，我们力求 
a) 通过要求信徒们履行大使命来培育属灵成长。 
b) 培育那些已经达到完美的信徒们的生命来体现出属灵

成长。 
c) 在人生走向基督样式所体现出来的长进的整个经历中，

培育属灵成长。 
d) 在信徒里培育属灵成长，直至他们能够单独站立得住为

止。 

17、使人作门徒的圣经概念与培育属灵成长： 
a) 直接相关，因为当门徒们变得像他们夫子一样的时候，

属灵生命便得到了培育。 
b) 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一个关系到早期的基督徒生命，

而另一个则关系到后期的属灵成长。 
c) 只有在关注属灵生命的意义上是密切相关的。 

18、使人作门徒的目标，是要帮助人们： 
a) 在属灵上朝着基督的样式成长。 
b) 在属灵上朝着社会满意的目标而成长。 
c) 在属灵上朝着情感成熟的目标而成长。 
d) 在属灵上朝着智力的完全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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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教会和各种事工恩赐，通过什么来培育属灵成长？ 
a) 激励信徒们在属灵上专心致志。 
b) 为每一位信徒的恩赐和才干提供用武之地。 
c) 给个人以安全感，他便可以在这种安全感中成长。 
d) 把肢体中的支持、力量和健康，给予每一个成员。 

20、非正式的基督徒教育的特点是： 
a) 运用传统的教育方法。 
b) 个人交往和关系。 
c) 刻板的课堂形式。 

第一单元的 后要求：按照答卷中的其他说明去做，

并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然后才开始你第二单元的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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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 

参照“说明”中表明如何标示你的答案的例子，回答第二

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中的所有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判断题 

下面的句子如果是正确的，请把空格 A 涂黑；如果是错误

的，则把空格 B 涂黑。 

1、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二单元中的全部课文。 

2、改变学习者之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学习，并不要求他与

学习内容互动或把课文内容运用到生活情景中。 

3、要求某种行动回应的课堂内容，比那些不要求互动的功

课，会更长时间地被记住。 

4、人的个性主要是受遗传的影响，而不是受环境的影响。 

5、圣经事实是信心的基础，因为这是使徒们的命令。 

6、我们通过社会交往来学习活出基督的生命。 

7、由于发现式学习的出现，如今教学工作变得不那么重要

了。 

8、系统法和生活需要是发现式圣经学习的两种方法。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的每一道题目都有一个 佳答案。在答卷中把与你所

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空格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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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改变学习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学习，必须涉及到把

课文内容应用于生活现实，因为： 
a) 要求用行动来回应的课堂学习，比那些不要求行动的会

更好地被记住。 
b) 学习而不付诸行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c) 一个人所学习的东西，只有在他付诸实践的情况下才是

重要的。 

10、发现式学习方法主要是强调： 
a) 课文内容 
b) 教师的讲述 
c) 学习者的参与 
d) 环境 

11、判断传受式学习方法是否成功，在于学生们是否具有

完全按照老师的讲述，来记住信息的能力。这种回应要求

那种学习方式？ 
a) 复述 
b) 死记硬背 
c) 理解 
d) 应用 

12、认识到人们由于听觉和视觉才能 好地学习，参与基

督徒教育的人，应该： 
a) 在教学中运用演讲的方式。 
b) 在教学中运用独家视觉材料。 
c) 考虑使用新颖的方法来激发学生们去学习。 
d) 用视觉教具来加强他的教学。 

13、下面的选项除一句以外，都是人生的主要阶段，请指

出不是的选项。 
a) 童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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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年时期 
c) 青年时期 
d) 少年时期 

14、人的个性受到一个人的什么的极大影响？ 
a) 社会地位 
b) 遗传和环境 
c) 经济地位 
d) 种族 

15、我们运用社会交往作为基督徒教育的一个策略，因为： 
a) 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通过各种充满意义的

关系来吸收的。 
b) 这容易操作，而且还可以避免昂贵的项目。 
c) 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产生了即时和长期的果效。 

16、如果仿效关系要取得成功，学习者必须： 
a) 对他们的学习过程只作一点点的投入。 
b) 有机会应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 
c) 一直都保持繁忙地参与。 
d) 能够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能效仿他们的榜样。 

17、下面所有的选项除一句以外，都包括了教学任务，指

出哪个选项与教学任务无关？ 
a) 创造某种学习环境。 
b) 激励学生们学习。 
c) 使学生们保持繁忙。 
d) 引导学生发现知识。 

18、表明已经产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标志是： 
a) 学生们能够一字不差地记住老师的讲课内容。 
b) 学生们喜欢讲课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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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内容总是得到了全面透彻地阐述。 
d) 学生们产生了行为上的改变。 

19、系统的圣经学习要求准确地学习圣经信息所揭示的内

容，把它应用于生活，并且： 
a) 记住所学到的内容。 
b) 把所学到的东西教导别人。 
c) 把发现付诸实践。 
d) 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 

20、充满意义的学习过程要求明白学生们的兴趣和需要，

确立美好的学习目的，以及： 
a) 提供良好的教学设施。 
b) 设计适宜的学习活动。 
c) 有受过高级培训的教学人员。 

第二单元的 后要求：按照答卷中的其他说明去做，并把

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然后开始第三单元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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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 

参照“说明”中表明如何标示你的答案的例子，回答第三

单元学生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中的所有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判断题 

下面的句子如果是正确的，请把空格 A 涂黑；如果是错误

的，则把空格 B 涂黑。 

1、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三单元中的全部课文。 

2、圣经教导我们，神设立家庭是为了提供各种培育关系。 

3、当配偶双方都力求首先讨神的喜悦，然后才讨自己喜悦

的时候，婚姻便会得到 好的成长。 

4、分享小组聚会是为了分享耶稣的生命。 

5、各类小组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们满足了成员们的各种

需要。 

6、基督徒分享小组至关重要的一个现实方面，是它们提供

社会消遣娱乐的能力。 

7、为了促进属灵成长，教会要专注于人们某个方面的需

要。 

8、牧师在教育事工中的作用之一，是要认识和发挥领导潜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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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下面的每一道题目都有一个 佳答案。在答卷中把与你所

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空格涂黑。 

9、神设立家庭是为了： 
a) 随着人类在地上人口的增长，提供各种培育关系。 
b) 监管被造物和在地上繁衍。 
c) 为他所创造的人提供社会秩序和管治。 

10、婚姻可以得到帮助而成长， 
a) 当配偶双方都首先坚持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b) 如果婚姻关系得到了专业咨询的支持的话。 
c) 当配偶双方都努力认真谨慎地培育婚姻关系的时候。 
d) 如果丈夫坚持成为家庭的绝对统治者的话。 

11、下面所有选项除一句以外，都阐述培育了基督徒的家

庭生活，指出没有培育家庭生活的句子？ 
a) 良好的父母教育和榜样。 
b) 定期参加礼拜和良好的家庭环境。 
c) 管教孩子的纪律。 
d) 父母的爱，这种爱使他们忽视了孩子们的不顺服。 

12、由于父母的示范作用与他们所作的教导同等重要，因

此，他们必须： 
a) 小心他们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式。 
b)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的品行。 
c) 确保只在私下的场合表达他们的分歧，而不在公开场合

表示分歧。 

13、基督徒分享小组的目的在于： 
a) 造就他们自己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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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他们分享耶稣生命的时候彼此造就。 
c) 为信徒们提供社交和娱乐的机会。 

14、分享小组满足了人们的下列四种需要： 
a) 社会交往、被认可、归属和做事。 
b) 认同、与他人联系、归属和参与。 
c) 分享、表达不同意见、批评和抗议。 
d) 归属、分享、参与和与他人建立关系。 

15、分享小组是卓有成效的，因为这些小组： 
a) 总是产生意见一致的决定。 
b) 提供了探讨问题的论坛。 
c) 鼓励全体成员参与小组的程序。 

16、小组交通是重要的，因为它包括了： 
a) 所说的话、如何说话以及所说的话的影响。 
b) 这个小组与其所隶属的教会的关系。 
c) 使小组成员们大多数时候都感到快乐。 

17、组织和带领基督徒分享小组的某些现实和重要的方面

是： 
a) 应该由谁来带领，为什么，以及带领多长时间？ 
b) 小组应该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聚会，以及聚会时间应该

多长？ 
c) 应该由谁以及根据什么来组织和掌管分享小组？ 

18、教会通过什么来推动朝着基督样式的成长？ 
a) 为人们提供聚会的地方和某些属灵营养。 
b) 使信徒们与世界分别出来，并参与活动。 
c) 培训信徒们长进，并预备他们去事奉。 

19、关于事工的圣经概念是： 
a) 所有的信徒都有责任提供基督徒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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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只有受过培训和被立的牧师们，才能事奉基督。 
c) 事奉指的是满足各种社会需要，而事工指的是满足人们

的各种属灵需要。 

20、牧师和教师在教育事工中的作用是： 
a) 相互排斥的，一个是领导，另一个只是提供辅助服务。 
b) 彼此包含的，他们两者总体上满足了信徒们的全部成长

需要。 
c) 相互补充的，两者都力求在神的下面培育人的潜能，并

预备好人们去作基督徒事奉。 

第三单元的 后要求：按照答卷中的其他说明去做，并把

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你完成对本课程的学习后，请你

的指导老师为你推荐另一个学习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