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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5、 a)  

1、你的答案。显然，所宣讲的福音信息还需要

与基督徒长大成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6、你的答案。在你的事工中保持平衡至关重要，

因 为 这 有 助 于 你 传 福 音 和 为 教 会 的 成 长 服

务，还可以满足门徒职责和基督徒长进的各

种需要。这些各种不同需要，将影响到你的

信息、你的方法和你的重点。此外，这种平

衡还将使你避免属灵上的死亡和狂热，因为

你在敬拜中把神的话语和圣灵置于适当的地

方。总之，平衡有助于我们把人引向基督，

可以向人提供属灵营养和各种关系，以及带

来属灵长进的全面的属灵成长。  

2、 a）正确     b）正确。  
   c）错误。（作为牧养人，我们有责任喂养群

羊。我们将尽可能地喂养群羊，以保持

其属灵健康。）  

7、 a）祷告，传道，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b）定期地、经常地、或习惯地；祷告。  
   c）祷告。  
   d）整夜祷告。  
   e）祷告，或禁食祷告。  
   f）祷告，传道工作。  
   g）为了事工和基督肢体的各种需要，而靠

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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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8、 b)  

4、 a）错误     b）正确     c）正确  

9、 a）错误     b）正确  
   c）错误。（参阅提摩太后书 1： 7 中保罗对

提摩太的忠告。）  
   d）正确  
   e）错误。（人们读到关于耶稣事工的记载时，

无不为他工作的紧迫感所感动。参阅约

翰福音 9：4 和马太福音 9：36-38。我们

的事工也至关重要，因为在主再来之前，

福音要传遍天下——马太福音 2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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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题答案  

第一课：  

1、 c）认识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受召去事奉。  

2、 b）是完美的人，如果他要事工的话。  

3、 d）上述全部选项。  

4、答案 a)、 b)和 c)都是正确的。  

5、 a）对领袖较高的信任，要求领袖要比那些

不是领袖的人，有更高的行为准则。  

6、  a  1）讲道事工之特性。  
    b  2）教导事工之特性。  
    c  1）讲道事工之特性。  

d  2）教导事工之特性。  

7、正如羊群完全依靠牧羊人供应它们的所有需

要一样，人们的各种属灵需要，也有赖于宣

讲神的话语、敬虔的榜样和属灵所默示的劝

告。  

8、它体现了对他人的关心，表现出慷慨的灵，

供应了别人真正的需要（参阅马太福音 10：
8）。  

9、只有那样的一个人才能明白圣经所说的话，

以及如何把圣经信息应用于现实生活当中。

这是对使徒们的命令（提摩太后书 2： 15），
这也使我们能够回答人们关于我们的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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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彼得前书 3： 15）  

10、属灵的力量和属灵认知，没有这些，我们

的事工将会毫无果效。  

第二课：  

1、 a）培育了一个人与他的主之间的基本属灵

关系。  

2、 c）每天的食物对于身体的必要性。  

3、 b）一个甜美的灵，一种健康的态度，以及

像 呼 吸 新 鲜 空 气 一 样 的 良 好 思 想 和 行

为。  

4、 b）综合法。  

5、 c）分析法。  

6、 b）在智力上、身体上、属灵上和社交上成

长。  

7、 c）在个人成长方面放松长大成熟的努力。  

8、 c）上述的两个选项： a)和 b)。  

9、 b）将会失丧。  

10、b）基督徒受召去工作、去行走和对社会上

的人做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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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1、  正确。  

2、  正确。  

3、  错误。  

4、  正确。  

5、  错误。  

6、  正确。  

7、  错误。  

8、  正确。  

9、  错误。  

10、  正确。  

11、  正确。  

12、  错误。  

13、  正确。  

14、  正确。  

15、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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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1、b）是神所使用的和正在使用的拯救失丧者，

以及为了耶稣的再来而培育门徒和使门

徒长大成熟的方式。  

2、 c）各种各样传播真理的方式，其中包括宣

讲、个人交谈、见证、对话和举例。  

3、c）施洗约翰的例子，耶稣的命令涉及到它，

新 约 教 会 的 例 子 也 颇 为 有 效 地 运 用 了

它。  

4、 a）为了向失丧者传福音而为基督担当传令

官和使者的角色。  

5、 c）起初拯救失丧者的方式，后来又作为培

育信徒和使信徒长大成熟的方式。  

6、 a  5）早期的讲道概念。  
   b  4）希腊语  “ euangellizo”这个  词，向

我们表明了讲道的这一定义。  
   c  1）后来的讲道概念。  
   d  2）施洗约翰是这一讲道方式的一个例

子。  
   e  3）保罗相当有效地使用了这种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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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1、  正确。  

2、  正确。  

3、  错误。  

4、  正确。  

5、  错误。（如果我们要保持属灵生命，就必

须用各种各样的属灵食粮来为之提供适当

的营养。）  

6、  正确。  

7、  正确。  

8、  错误。  

9、  正确。  

10、  错误。  

11、  正确。  

12、  错误。  

13、  正确。  

14、  正确。  

15、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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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1、 c）听众们会觉得“没有目标”就是更加依

靠圣灵。  

2、 d）帮助满足人们的需要。  

3、 a）明白圣经关于你所选择的主题是怎么讲

的。  

4、 b）可以作为传播圣经真理和把圣经真理运

用于日常生活的手段。  

5、 a）我的知识会因为经历、观察、学习、默

想和祷告而增长，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

我更加有效地应用真理。  

6、 d）包括上述的 a）、 b）和 c）。  

7、 c）是以浓缩形式表达的信息。  

8、 c）确保属灵上的回应。  

9、 e）他可能遭遇到了 a)、 b)和 c)所描述的所

有问题。  

10、错误。  

11、正确。  

12、正确。  

13、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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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1、 c）知道。  

2、 a）理解。  

3、 b）改变。  

4、 a）一个人一旦成为了在基督里的信徒，他

也应该成为一位门徒。  

5、 c）所有的新信徒开始的时候都是属灵生命

的婴儿；因此，他们必须借助适当的食

物、适宜的经历和偶尔的试验来走向长

大成熟。  

6、 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d  错误。  
   e  正确。  

7、 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8、 a  错误。  
   b  正确。  
   c  正确。  

 



 321

第八课：  

1、  正确。  

2、  正确。  

3、  错误。  

4、  正确。  

5、  正确。  

6、  错误。  

7、  正确。  

8、  错误。（实际上，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能

够全面地对待圣经学习。）  

9、  错误。（有些出色的圣经研究，可以通过

一个篇章或几个篇章来完成。）  

10、  正确。  

11、  错误。（你还应该激发人们的兴趣和参

与。）  

12、  正确。  

13、  正确。  

14、  正确。  

15、  错误。（揭示真理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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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1、 c）使教师通过以圣经为基础的教导来满足

人们的各种需要。  

2、 a）使人们成为拯救灵魂的人，并深深地委

身于基督徒事奉。  

3、 b）思考如何满足各个人的需要和人们的集

体需要的人。  

4、d）这样的目标背后有着圣经的权威；因此，

这 些 目 标 与 神 对 我 们 的 旨 意 是 相 一 致

的。  

5、d）把上述所有因素：a)、b)和 c)都记在心上。 

6、 b）达到课堂目标的进攻或策略计划。  

7、 c）结语。  

8、 d）上述全部选项： a)、 b)和 c)。  

9、 b）因此，他应该把自己视为学习过程的协

调员，教导学生们自己独立思考。  

10、 a  4）讨论的方法。  
b  5）讲故事的方法。  
c  1）问答的方法。  
d  2）分组讨论的方法。  
e  3）讲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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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1、  错误。  

2、  正确。  

3、  错误。  

4、  正确。  

5、  正确。  

6、  错误。  

7、  错误。  

8、  错误。  

9、  正确。  

10、  错误。  

11、  正确。  

12、  正确。  

13、  正确。  

14、  错误。  

15、  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