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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单元学习报告  

与答题纸  
 

答题说明  
 

学完每个单元时请完成该单元的学习报告。

以下是如何完成每道题的说明，有两类题：判

断题和选择题。  
 
判断题示例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是  
正确的，请将标有 A 的框涂黑。  
错误的，请将标有 B 的框涂黑。  

1.  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  
上述表述，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确

实是正确的，因此你应该涂黑标有 A 的框： 
 

1  B  C   D  

 

选择题示例  
下列问题有一个 佳答案，请涂黑所选答案

的框。  
 

2. 重生的意思是  
a) 年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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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  
c) 新的一年的开始。  
d) 找到另一间教会。  
 

正确的答案是 b) 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此

你应该涂黑标有字母 B 的框：  
    

2 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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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学习报告  
     

请在答题纸上回答有关第一单元的所有问

题。请阅读答题说明以了解如何作答。  
 

第一部分——判断题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为  
是，请涂黑 A 框。  
否，请涂黑 B 框。  

1、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一单元中的全部课

文。  

2、有效的事工者具有属灵能力和知识。  

3、牧师的领导权自始至终都在于他的信息。  

4、个人灵修主要不是在于培育教牧技能和知

识。  

5、阅读理解要求一个人从近处和远处两方面察

考内容。  

6、某一经文的上下文是该经节的明显含义。  

7、“神是磐石”这样的话，就是关于字面语言

的例子。  

8、明白背景和谁在说话是正确诠释经文的必要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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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选出 佳答案，把与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

空格涂黑。  

9、新约牧者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a) 事奉。  
b) 职业表现。  
c) 要求培育事工技能。  
d) 他正在接受的教育。  

10、保罗的事工概念表明他认为事工：  
a) 是一项神圣的责任和特权。  
b) 是基督徒有效事奉的惟一职位。  
c) 有损于大多数人的尊严。  
d) 是一个有权柄的职位。  

11、新约牧者应该：  
a) 成为他所牧养的人们的圣洁完美的榜样。  
b) 庄严、节制、纯洁、诚实和掌管他的家庭。 
c) 因为具有坚强的意志而成为他所在的社区

的领袖。  
d) 受过教育、有写作才能，还应该是一位优秀

的演讲者和善辩者。  

12、可以把新约牧者 佳地比作为：  
a) 一位指导生产的杰出工匠。  
b) 一位知道到哪里去，以及什么时候去钓鱼的

有丰富经验的渔夫。  
c) 一位供应羊群各种需要的牧羊人。  
d) 创造杰作的优秀艺术家。  

13、下面哪个句子所阐述的内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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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个人灵修的目的就是要扩展个人与耶稣基

督的关系。  
b) 一个人不可能带领他人进入他所没有经历

过的领域。  
c) 灵修的目的在于增长事工知识。  
d) 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灵修，可以树立信心和

带来属灵知识，并引向属灵上的长进。  

14、通读整部圣经，以认识其整体的一致性是

关于哪一种学习方法的例子？  
a) 对观法。  
b) 分析法。  
c) 批评法。  
d) 综合法。  

15、下面哪种学习方法，通过详细地剖析单个

经节来认识其含义？  
a) 综合法。  
b) 分析法。  
c) 根据上下文。  
d) 根据句法结构。  

16、圣经要求我们在主的恩典里和知识上继续

长进，因为：  
a) 松懈停顿是一种自然倾向。  
b)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希望我们长进。 
c) 我们只有保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里，才能得

到救恩。  
d) 人类一直都倾向于擅长非属灵的事物。  

17、“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

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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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圣灵说的。”（约翰福音 7： 38-39）这句

话是关于什么的例子？  
a) 比喻语意。  
b) 字面语言。  
c) 通过上下文来阐释。  
d) 思考题。  

18、能够引起人们思考，帮助人们理解圣经的

问题，在下列哪一方面考虑的更周到？   
a) 古人的风俗习惯和特殊偏见。  
b) 圣经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c) 经文的背景，是谁说的话，以及是在什么情

况下说的。  
d) 各种事件的历史意义。  

19、用描述家庭日常生活和乡村生活的语言来

说明属灵真理通称为：  
a) 比喻语意。  
b) 情景交通。  
c) 字面语意。  
d) 形象说明。  

20、下面哪个句子不是关于比喻语意的例子？  
a) “我就是羊的门”（约翰福音 10： 7）。  
b)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诗篇 18： 17）。  
c)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以赛亚书 5： 7）。  
d) “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诗篇 1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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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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是你们地区的指导办公室，

开始第二单元的学习。  

 



 331

第二单元学习报告  
     

请在答题纸上回答有关第二单元的所有问

题。请阅读答题说明以了解如何作答。  
 

第一部分——判断题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为  
是，请涂黑 A 框。  
否，请涂黑 B 框。  

1. 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二单元中的全部课

文。  

2. 一般来说，讲道的目的指的是为了促进属灵

上的长进而宣讲神的话语。  

3. 根据教会传统，我们可以把讲道 佳地诠释

为传播福音的圣经方法。  

4. 救恩信息是 基本的信息，因为如果没有对

救恩信息作出正面的回应，就不会需要其他

信息。  

5. 讲道有很多主题，因为人们有很多需要。  

6. 关于未来的信息能激起我们的盼望、鼓励人

过圣洁生活。  

7. 确定讲道信息的目标，体现了对于个人能力

的非属灵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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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集讲道材料是不怎么花时间的事。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选出 佳答案，把与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

空格涂黑。  

9. 关于讲道的圣经概念是：  
a) 主要局限于宣读讲章。  
b) 在讲坛上的正式宣讲，没有互动。  
c) 宣讲、交谈、见证、对话和榜样。  
d) 在课堂上与听众互动的宣讲。  

10．选出能够 好地把讲道诠释为传播福音的

圣经方法。  
a) 使徒时代教会公会对讲道的态度。  
b) 早期教会在这个方面所确立的传统。  
c) 施洗约翰、耶稣和早期教会的榜样。  

11. 根 据 新 约 希 腊 词 语 “ kerusso ” 和

“ euangellizo”，我们可以认识到讲道涉及

到：  
a) 关于基督教各种宣称的有效性的正式辩论。 
b) 为了战胜福音的敌人而担当起辩护者的职

责。  
c) 在那些反对福音的官员们面前做见证。  
d) 成为基督的传令官和使者。  

12．讲道起初被认为是：  
a) 传播福音的方式，后来则被视为使信徒们长

大成熟的工具。  
b) 促进长进的方法，正如使徒们所实践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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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c) 为基督教弃绝犹太教辩护。  
d) 说服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相信福音真理。  

13．新约讲道的基本主题是救恩，因为  
a) 世界不仅已经预备好，而且还在寻求这样的

信息。  
b) 没有救恩信息，也就不需要其他任何信息。 
c) 这一主题已经在哲学上得到广泛传播。  

14．和好的信息主要论及了：  
a) 带来救赎的赎金。  
b) 一个家庭内部关系破碎的问题。  
c) 调整神与人之间的分歧。  
d) 神对于罪的刑罚的实现。  

15．我们的讲道有很多主题的理由是：  
a) 我们希望在人们面前，保持有某些新鲜的东

西。  
b) 随着我们在属灵上的成长，我们需要不同的

属灵食粮。  
c) 在现代，讲道的丰富多彩已经成为潮流。  

16．下面的选项中，只有一个不是未来的信息

对基督徒生活的影响，请把它指出来。  
a) 预言信息使我们单纯地等待基督的再来。  
b) 这些信息激发圣洁生活。  
c) 这样的信息激励忠实的基督徒事奉。  
d) 关于未来事件的圣经知识激发人的盼望。  

17．确定讲道目标颇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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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回应人们的各种愿望。  
b) 像其他所有的优秀牧师一样，培育我们的讲

道目标。  
c) 专注于我们感兴趣的那类讲道。  
d) 服侍人们的各种需要。  

18．收集材料的主要目的之一是：  
a) 培养对于某个主题，尽可能地咨询每一件事

情的习惯。  
b) 建立一套查找和运用有价值的材料的职业

体系。  
c) 明白圣经对于我们所选择的主题是怎么讲

的。  

19．下列的选项只有一个不属于有序地安排讲

道的目标，请把它选出来。  
a) 经文提供了帮助我们确定基调的圣经基础。 
b) 组织和编排的技巧是成功的保证。  
c) 引言激发兴趣，而中心真理则有助于人们专

注于讲道的本质。  
d) 正文说明、阐释和总结经文章节，预备人们

做出决志。  

20、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信息为人们提供知识，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交流，除非：  
a) 信息得到了宣讲和为人们所接受。  
b) 我们已经完成了正式的交通阶段。  
c) 我们的听众听懂了我们的信息。  
d) 听众对信息产生了一种赞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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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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是你们地区的办公室，开

始你第二单元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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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学习报告  
     

请在答题纸上回答有关第三单元的所有问

题。请阅读答题说明以了解如何作答。  
 

第一部分——判断题  
 

下列表述有对有错。如果表述为  
是，请涂黑 A 框。  
否，请涂黑 B 框。  

1. 我已经认真地阅读了第三单元中的全部课

文。  

2. 教师的唯一责任是传授知识。  

3. 掌握事实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第一步。  

4. 基督教教义对于传承教会传统有着重要影

响。  

5. 课文目标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们明白

将来的课文内容。  

6. 教会中的教导是对圣经命令的一种回应。  

7. 教导的必要性源于必须保持、培育信徒们的

属灵生命和使之成熟。  

8. 事工的平衡，只对一个人是否应该强调讲道

或教导的看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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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选出 佳答案，把与你所选择的答案相对应的

空格涂黑。  

9. 关于教导的圣经概念，是建立在下面哪个观

点的基础之上的？  
a) 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涌现出一些教师。  
b) 一个人一旦成为信徒，他也必须成为一位门

徒。  
c) 讲道是预备性的，教导促进身量的增长。  
d) 每一个信徒都必须参与教导事工。  

10、导致态度和行为上的不同的那种教导是：  
a) 带来改变的教导。  
b) 带来娱乐的教导。  
c) 传授知识的教导。  
d) 以理解为导向的教导。  

11、主要涉及到阐述和诠释的教导方面被称之

为：  
a) 产生认同的教导。  
b) 带来知识的教导。  
c) 产生认知的教导。  
d) 带来改变的教导。  

12、下面哪个选项不是圣经教导的必要性的条

件？  
a) 领导者要努力喂养他所带领的人们的属灵

生命。  
b) 教导为基督徒们提供了保护。  
c) 教导建立了理智上的辨别能力，而讲道则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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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于情感。  
d) 领袖通过他的榜样来提供属灵带领。  

13、“牧养羊群”意味着教师要：  
a) 向属灵婴儿教导简单的真理。  
b) 向更加成熟的羊提供更深的教义真理。  
c) 提供保护来作为属灵食粮的一部分。  
d) 选择上述全部选项： a)、 b)和 c)。  

14、学习圣经教义的目的在于：  
a) 教导各个教会各自不同的教义。  
b) 预备人们过完全的基督徒生活。  
c) 使信徒们精通基本真理。  
d) 专注于自然生活的基本问题。  

15、具有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目标对我们非常

重要，因为：  
a) 这些目标体现了神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

旨意。  
b) 这些目标为学生们成为成功的学生提供了

动力。  
c) 这种计划确保了我们教导的成功。  

16、勤勤恳恳的教师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认为：  
a) 要把达到他所在的组织的各种目标，置于优

先地位。  
b) 他的目标是要达到教学的职业标准。  
c) 只需要满足每个人的各种个人需要。  
d) 个人的需要和人们的需要是一个有机整体。 

17、课程计划的价值，在于我们把这个计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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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来运用的能力？  
a) 预防教师没有按照计划发挥创造力的一种

措施。  
b) 表明我们按计划涵盖必要材料的方式。  
c) 达到课文目标的计划或策略。  
d) 使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保持正确方向的严谨

计划。  

18、使一个人产生正面的属灵改变的真理：  
a) 在本质上主要是作用于理智的。  
b) 影响到整个人：理智、情感和意志。  
c) 基本上是情感方面的东西。  
d) 是一种属灵方面的东西，而不是其他。  

19、成功讲道和教导的 根本奥秘是：  
a) 导致事工者完全献身于神。  
b) 根据一个人对于其天生才能的培养。  
c) 一个人为了事工而持之以恒地努力教育自

己。  
d) 与其他人在这个专业里的作为保持一致。  

20、当我们论及平衡事工的时候，我们是在谈

论：  
a) 讲道与教导之间在方式方法上的平衡。  
b) 我们有责任在食谱中保持“奶”与“肉”之

间的平衡。  
c) 在“传福音”与“培训门徒”之间保持平衡。 
d) 上述全部选项 a)、 b)和 c)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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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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是你们地区的指导办公

室。请你的指导老师，为你推荐另一个学习课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