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及答卷 

 

答题示例说明 
 

在完成了每一个单元的学习之后，请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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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题和多项选择题。 
 

是非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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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神发送给我们的信息。 

上面的句子“圣经是神发送给我们的信息”是正确的，因此，请如下所示，把空

格 A 涂黑。 

1   A B C D 

多项选择题示例 
下面的题目只有一个最佳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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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变小了。 
b) 接受耶稣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d) 找到另一间教会。 

正确答案是 b)接受耶稣为救主。因此，请如下所示，把空白 B 涂黑。 

2   A B C D 

 
 
 
 
 
 
 
 
 
 
 



第一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 

请参照答题示例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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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一单元里的全部课文。 
2. 神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 
3. 优秀领袖都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能够看到他的百姓身上好的潜质。 
4. 约瑟在监狱里的经历表明，真正的领袖要与其他人的问题绝缘，才能发展自

己的技能。 
5. X 假设理论的基础是积极的，它能看到人们向善的潜质。 
6. 任何地方的属灵需要都会对领导力提出同样的要求。 
7. 保罗积极物色有潜质人，帮助他们成为领袖，这体现了他对培养领袖的兴趣。 
8. 当人们被劝服按照老板的意思做的时候，就会取得最大的成绩。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请选出一个最佳答案，并把答案涂成黑色。 

 
9.  圣经的证据清楚地表明，神有一个计划。因此，我们可以断定             。 
a) 神的旨意和方式是永不改变的 
b) 神预先知道他的旨意和如何成就他的旨意 
c) 因为人的失败，神成了他自己旨意的牺牲品 
 
10. 约瑟在政府官员家中的表现，体现了有效领导力的哪两个原则？ 
a) 坚持要所有的下属都尊重和顺从他。 
b) 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破坏敌对势力。 
c) 渴望得到他人的喜爱，取悦所有的人。 
d) 尊重在他以上有权柄的，以及渴望行神的旨意。 
 
11. 约瑟的态度是一个好领袖所必须具备的，以下的哪一种态度不是约瑟的态

度？ 
a) 他没有寻求报复，也没有夸耀自己的成就。 
b) 他视自己为神祝福他人的器皿。 
c) 他提醒他的哥哥们关于他要统治他们的预言。 
 
12. 约瑟多年来对神的信心，以及他要法老为荒年做好准备的贤明忠告，体现了

领导力的什么品质？ 
a) 忍耐和智慧。 



b) 勤勉和行政才能。 
c) 对神的顺服和政治头脑。 
 
13. 摩西看到了与不完全的人共事的一个原则是：                         。 
a) 通过没有能力的人所达到的目标，是伟大领导力的证明 
b) 人是一个可以开发的力量宝库 
c) 尽管人们会失败，但却不一定是失败者 
 
14. 当饥渴的以色列民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他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

神回应摩西，告诉他要                                           。 
a) 行一个神迹，用他的权柄征服人们 
b) 和其中的一些长老分享他的事工经验 
c) 受试探的时候独自走开，直到找到解决方案为止 
 
15. 具有奉献精神的领袖需要依靠不那么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合作；因此，他们必

须培养出领袖的爱，使他们能够                                    。 
a) 接受低标准的工作表现 
b) 不计较别人的缺乏委身和人性的软弱 
c) 相信他人来分担担子，为达成目标出力 
 
16. 领导力研究表明，作为领袖，我们的表现正是什么的直接结果？ 
a) 我们对领袖之要求的认知。 
b) 我们对社会期待的假设。 
c) 我们认为下属会赞同什么。 
d) 我们对人的认识。 
 
17. 领袖如果希望得到长期的果效，就必须                               。 
a) 完全致力于发展其他的人 
b) 发展自己和他人的才干 
c) 完全致力于发展他们自己的事工 
 
18. 通过给年轻领袖什么机会，年长的领袖和教会肢体就会发现神在这些人身上

的呼召？ 
a) 让年轻领袖在他们的监督下学习和服事。 
b) 让年轻领袖分别出来，提拔他们为特权人物。 
c) 为年轻领袖提供正式训练的渠道。 
 
19. 当一个领袖的周围围绕着一群有能力的工人，并帮助他人成长时，就 
                                                                 。 
a) 削弱了他自己的地位 
b) 可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邪教 
c) 提高了他自身的影响和果效 
 
20. 要获得别人对你的目标的支持，最佳的策略就是                      。 



a) 自己做所有的决定、制定所有的目标，因为你是领袖 
b) 和别人共同做决定、制定目标，使它们成为“我们的目标” 
c) 告诉大家你对他们的爱，然后叫大家帮你 
 
 
 
 
 
 
 
 
 
 
 
 
 
 
 
 
 
 
 
 
 
 
 
 
 
 

第一单元的最后要求：请参照按照答卷中剩余部分的说明，把答卷交给你

的指导老师或者是你们地区的指导办公室，然后开始进行第二单元的学习。 
 
 
 
 
 



第二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 

请参照答题示例说明上的指示，在第二单元的答题卷上，回答本单元的所有

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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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二单元里的全部课文。 
2. 从大卫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真的出于神的拣选，那么通往成功

领导力的道路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3. 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得做两次：一次是在头脑里，一次是实践。 
4. 反馈（接收方的回应）主要是使接收方获益。 
5. 倾听是相对简单的一个过程，无需太多技巧。 
6. 沟通过程的目的是要接收方按照发送方的意图进行理解。 
7. 有胜任能力、经验丰富的基督徒当受到鼓励去承担更多做决定的责任。 
8. 尼希米对耶路撒冷的关心，以及他所遭到的指责，促使他呼吁大家要采取行

动。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请选出一个最佳答案，并把答案涂成黑色。 

 
9.  以下四个陈述中，有三个是大卫的领导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原则，有一个不

是，请把不是的那个指出来。 
a) 他不断地寻求神的心意。 
b) 他认识到必须做到优秀和有能力。 
c) 他接受那些有助于他达成目标的任务。 
d) 他在人际关系上忠诚而体贴。 
 
10. 有效计划的主要障碍，可以借着祷告、保持灵活态度和什么方式来达到？ 
a) 发展一系列的主要计划，而不只是一个计划。 
b) 坚持计划要简单，而不是详细。 
c) 有效的沟通。 
d) 制定应急计划，以防主要计划失败。 
 
11. 如果一个人绕过他的直接上司而直接去找最高领导解决问题，那么，最高领

导最好                                        。 
a) 自行解决这件事 
b) 拒绝倾听问题 
c) 让这个人去找中层领导或邀请他来一起参与讨论 



 
12. 协调是计划工作中的一部分，以下哪一个选项不属于协调工作的范畴？ 
a) 以最有效的方式将所有的部分组合在一起。 
b) 让下属同意一项计划。 
c) 在合适的时间里把人力和物力都聚集在合适的地方。 
 
13.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和属灵领袖，约书亚必须通知大家、鼓励大家、在灵里

启发大家以及                                              。 
a) 下达坚决的命令，要求大家绝对的服从 
b) 就他的领导策略提供讨论的平台 
c) 确保不要为了达到合一而不惜让大家统一 
d) 牢记不受欢迎的领导政策可能会毁了他 
 
14. 当做到以下哪一点的时候，就可视为已经完成了倾听的步骤？ 
a) 对方已经听到了信息。 
b) 对方已经记住了信息。 
c) 对方已经听到了信息并关注起这个信息。 
 
15. 以下哪个选项，能够最好地定义妨碍有效沟通的因素？ 
a)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的态度。 
b) 使人盲目的偏见。 
c) 有碍将信息发送方的意思传递给接收方的因素。 
 
16. 只有在发送方和接收方都怎样的情况下，信息才能被传递出去？ 
a) 对主题都抱有同样的意向的时候。 
b) 都有同一领域的经验。 
c) 拥有相似的观点、偏好和世界观。 
 
17. 尼希米通过什么方式，推动耶路撒冷的居民起来，重建城墙？ 
a) 让他们看到，他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目标。 
b) 把他的重担放在他们面前。 
c) 向他们力证他的呼召是从神而来的。 
 
18. 以下的各选项，只有一项不是集体力量的基础，请把它指出来。 
a) 人们彼此需要，共同工作时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b) 人们在工作中互相影响。 
c) 集体工作的质量比个人工作的质量高。 
d) 集体不需要多少带领就能运作良好。 
 
19. 三阶段程序的第一阶段“解决问题”是指                       。 
a) 分析情况 
b) 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 
c) 定义问题 
d) 明确问题 



 
20. 一致同意的决定方式排除了出现失败方的可能性，使什么成为可能？ 
a) 在关键问题上达成真正的合一。 
b) 相关人员都可以针对问题发表意见。 
c) 集体中有深切的忠诚。 
 
 
 
 
 
 
 
 
 
 
 
 
 
 
 
 
 
 
 
 
 

第二单元的最后要求：请参照按照答卷中剩余部分的说明，把答卷交给你

的指导老师或者是你们地区的指导办公室，然后开始进行第三单元的学习。 
 
 
 
 
 
 
 
 
 



第三单元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试卷 

请参照答题示例说明上的指示，在第三单元的答题卷上，回答本单元的所有

问题。 

第一部分：是非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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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第三单元里的全部课文。 
2. 以斯帖所努力的最终目标——看到她的同胞得救，是一个组织目标。 
3. 在最后的危机面前，以斯帖证明了领袖必须独自抵抗。 
4. 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以斯帖不得不确立我们称之为操作目标的阶段性目

标。 
5. 基督徒事工体系中最被忽视的部分，或许就是对需要的评估了。 
6. 大多数的基督徒领袖对如何区别目标和活动之间的关系都驾轻就熟。 
7. 保罗发现，人们即使是在行善的时候，也会被“燃尽”。 
8. 当工人真诚地视领袖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时，就是对领袖的最高回应了。这

就是顺从。 
 

第二部分：多项选择题 

请选出一个最佳答案，并把答案涂成黑色。 

 
9. 以斯帖对领导力挑战的回应：“我若死就死吧！”说明了领导力的哪一条原则？ 
a) 好领袖必须很容易被煽情的恳求所打动。 
b) 领袖会对自己的工作很实际地采取消极的态度。 
c) 一旦失败了，好领袖只看到自己的失误。 
d) 领袖必须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承担责任。 
 
10. 关于好的目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                        。 
a) 它们让领袖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运作 
b) 它们令主可以在教会的事工中，更加容易做工 
c) 当人们有了清楚的目标之后，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也会更加开心 
d) 当人们有了清楚的目标之后，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11. 当人们思考教会的真正宗旨且明白教会的目标的时候，他们就会愿意       

                                        。 
a) 委身并承担责任了 
b) 在情感上认同某项明确的工作 
c) 在方便的时候合作 
d) 在精神上和财务上支持本教会的事工 



 
12. 深入学习过领导力原则的专业人士指出，拥有成功和有果效生活的唯一方

式，就是                                                  。 
a) 认识到，有的人会成功，有的人不会 
b) 要明白运气和机遇是成功的关键 
c) 承认事实，在工作中把自己所拥有的发挥出来。 
d) 要认识到该怎样就怎样，人无法改变命运 
 
13. 领袖的个人经验的主要作用是                                    。 
a) 作为其教育的踏脚石 
b) 用来帮助他人 
c) 用来检验他是否值得做领袖 
d) 作为其解决问题的指南 
 
14. 以下的所有解决方法，只有一个描绘的不是基督徒的组织体系，请把它指出

来。 
a) 所有的活动都需要有一个开始（投入）。 
b) 所有的程序都会引起工人仔细考虑（反馈）。 
c) 已经展开的活动经过了一番运作（程序）。 
d) 由运作而产生的结果（结果）。 
 
15. 目标管理的意思是                                               。 
a) 确立目标并处理工作，以便完成工作 
b) 确立你寻求要达成的目标 
c) 实施活动并期望达到目标 
d) 把你希望看到其成就的目标，按优先次序排列起来 
 
16. 许多的机构，尤其是教会，在想法和活动计划上都非常小心，然而却犯了以

下哪一个错误？ 
a) 给集体制定了错误的活动。 
b) 照搬其他同样缺乏信息组织的程序。 
c) 没能事先清楚地阐明预期的行动是什么。 
d) 试图控制圣灵的工作。 
 
17. 当人们有了清楚的目标，并完全明白和接受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

工作表现。这是根据什么理论所做的推断？ 
a) 目标理论。 
b) 需要理论。 
c) 认知理论。 
d) 赏罚理论。 
 
18. 我们通过对保罗哪一方面的记载，可以看到优秀领导力的原则？ 
a) 他的演说、出版物以及理论。 
b) 和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 



c) 他自己的辩解。 
d) 在困难时刻，他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真正的领袖的品质。 
 
19. 以下哪一个选项，是对 “动机”这一概念最恰当的诠释？ 
a) 一套决定人的行为的信仰或价值观。 
b) 对做某一件事所体现出的兴趣或愿望。 
c)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给出的理由。 
d) 一个人用来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 
 
20. 人们会做让他们感到愉快的事，而避免做那些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事。这根

据的是以下哪一个理论所做的推断？ 
a) 认知理论。 
b) 赏罚理论。 
c) 目标理论。 
d) 需要理论。 
 
 
 
 
 
 
 
 
 
 
 
 

第三单元的最后要求：按照答卷中剩余部分的说明，把答卷交给你的指导

老师或者是你们地区的指导办公室。至此，你已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请让你的

指导老师为你推荐另一个学习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