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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测试题

第一单元（第1课－第3课）

单项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1.“宣教”被定义为（ ）。

a）仅限于跨地区传福音

b）仅限于向非信徒传福音

c）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藩篱分享福音

d）仅限于在福音未及之地传福音

2.“宣教士”一词源于拉丁文，意思是（ ）。

a）“差遣”

b）“牧养”

c）“教导”

d）“布道”

3.宣教的最大动机是（ ）。

a）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食物、住所

b）带领人们敬拜上帝，祂是独一真神

c）减轻人类各种痛苦

d）因为人们值得被拯救

4.（ ）激励我们为主作见证。

a）圣经中的命令

b）人类的堕落

c）对神的深入了解

d）想要减轻人类痛苦的渴望

5.我们所做见证的真实性取决于（ ）。

a）我们对圣经知识掌握的多少

b）我们所了解的文化知识

c）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程度

d）我们与神的亲密程度

6.基督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之间是（ ） 。

a）教会时期

b）使徒时期

c）后使徒时期

d）先知时期

7.五旬宗派认为教会和宣教都是（ ）的作为。

a）历史

b）教会制度

c）圣灵

d）使徒

8.圣经中提到（ ）时第一次预言了救主降世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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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亚伯拉罕

b）诺亚

c）夏娃的后裔

d）亚伯献祭

9.旧约中关于上帝的宣教事工大多记载在（ ）。

a）箴言

b）雅歌

c）诗篇

d）尼希米记

10.哈巴谷书的主题是（ ）。

a）上帝的旨意在列国成就

b）邪恶势力所带来的苦难

c）仅仅是以色列对上帝的敬拜

d）以色列顺服上帝的旨意

11.约珥书第三章的预言，是向（ ）发出的。

a）以色列

b）巴比伦

c）亚述

d）所有人

12.（ ）是旧约预言的顶点。

a）诗篇

b）以西结书

c）以赛亚书第二部分

d）耶利米书

13.以赛亚书最后26章经常说到上帝的“仆人”。这位“仆人”的主要职责是（ ）。

a）为上帝做见证

b）做王

c）预言

d）审判

14.以赛亚书中，“受苦的仆人形象”描写的是（ ）。

a）以色列

b）弥撒亚

c）既是以色列也是弥赛亚

d）教会

15.圣经新约的作者都是（ ）。

a）使徒

b）传道人

c）牧师

d）宣教士

16.使徒马太以（ ）作为马太福音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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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激动人心的故事

b）大使命

c）复活的故事

d）基督升天

17.马可福音的中心主题是（ ）。

a）比喻

b）基督的神性

c）基督与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

d）使徒蒙召

18.上帝呼召保罗（ ）。

a）在犹太会堂里传道，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b）在街市上宣讲基督的福音

c）向外邦人传福音

d）废除犹太人的传统

19.世界观与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有关，这些认识往往是（ ）。

a）不是潜意识的，人们能够清楚地察觉到

b）表明人的信仰

c）是潜意识的，往往被忽视

d）一种文化行为的表现

20.所谓的“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 ）这并不是说真理是相对的，也不是说。

a）福音是相对的

b）真理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c）福音必须藉着世界上的语言、符号和文化仪式才能被教导、表达

d）文化必须改变

21.西方神学（ ）。

a）大多很理性

b）在本质上是感性的

c）与信心相关

d）以神迹奇事为导向

22.语言（ ）。

a）总是很复杂

b）通常很原始

c）在极少数情况下比较简单

d）在不同文化中的本质是相同的

23.肢体语言在不同的文化中表达不同的意思。例如，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人们交流时避免眼神接触，

这是在表达（ ）。

a）害羞

b）挑衅

c）尊敬

d）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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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际交往（ ）。

a）间接

b）含蓄

c）直接、坦率

d）对关系的建立很敏感

25.说话时，声音的高低传达（ ）。

a）语境化

b）辅助信息

c）肢体语言

d）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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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测试题

第二单元（第4课－第5课）

单项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1.下列哪个教会的建立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中？（ ）

a）特罗亚

b）本都

c）路司得

d）以哥念

2.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被称为“显灵迹者”，他在（ ）服事期间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

a）卡帕多西亚

b）亚美尼亚

c）特庇

d）路司得

3.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是（ ）。

a）使徒

b）传道人

c）长老

d）普通基督徒

4.公元410年，（ ）攻占并洗劫罗马。

a）匈奴王阿提拉

b）阿拉里克与哥特人

c）勃艮第人

d）伦巴底人

5.（ ）将圣经新约翻译成了哥特语。

a）克洛维斯

b）圣博尼费斯

c）乔凡尼贝尔纳多

d）乌尔菲拉

6.（ ）是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a）克洛维斯

b）希尔德里克一世

c）查理曼大帝

d）吉奥瓦尼贝尔纳多

7.查理大帝通过武力使萨克森人改信基督教，那时萨克森人的信仰（ ）。

a）根基深厚

b）根基浅薄

c）虔诚，信徒将生命完全奉献给基督

d）宣教热情高涨

8.“移民式宣教士”是指宣教士（ ）。

a）在宣教禾场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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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受本国教会的差遣、支持

c）保留独特的身份

d）始终是外国人

9.（ ）启发信徒寻求较为合理的方式向穆斯林传福音。

a）乔凡尼贝尔纳多

b）多米尼克

c）乌尔菲拉

d）拉蒙·卢尔（Ramon Lull）
10.深受马太福音10:7–10影响的基督教团体是（ ）。

a）道明会（ Dominicans ）

b）方济会（Franciscans）
c）耶稣会（Jesuits）

d）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

11.（ ）以布道为宗旨，着重劝化异教徒，排斥异端。

a）方济会（Franciscans）

b）耶稣会（Jesuits）

c）道明会（Dominicans）

d）奥思定会（Augustinians，或思定会，是遵行《圣奥斯定会规》生活的男女修会的总称）

12.“敬虔主义”创始人是（ ）。

a）施本尔（Spener）
b）尼古劳斯·路德维希·辛生道夫伯爵（Nicolaus Ludwig, Count of Zinzendorf）
c）路德维格

d）菲利普·梅兰希通

13.“莫拉维亚教徒（Moravians）”是（ ）。

a）在北欧反对传教士的群体

b）敬虔的天主教徒，教导个人圣洁

c）在世界各地一边靠手艺谋生一边传福音的宣教士

d）与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有关的一个群体

14.“信心宣教（faith missions）”这一名称的由来是（ ）。

a）宣教团队的先驱

b）有着强大的宗派背景

c）受到本地教会支持

d）靠着信心获得宣教所需要的支持

15.五旬宗复兴对宣教运动的影响是（ ）。

a）女性宣教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b）重视宣教方面的培训

c）被宣教禾场的需要“引导”的独特感觉

d）宗派在经费上对宣教士予以支持

16.罗斯威尔（J. Roswell Flower）（ ） 。

a）为宣教士委派工作制定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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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宣教禾场建立了领导团队

c）实施基本预算方案，确保每位宣教士既在生活上有保障又能开展事工

d）在项目开展领域，给予传教士个人主动权

17.诺埃尔•帕金（Noel Perkin）曾为宣教事工主要依靠（ ）而苦恼。

a）没有接受过宣教培训的男性宣教士

b）女性宣教士

c）单身女性宣教士

d）不属灵的宣教士

18.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神召会海外宣教事工产生的影响包括（ ）。

a）欧洲再次成为宣教重点对象

b）亚洲成为宣教重点对象

c）非洲成为宣教重点对象

d）策略规划成为宣教事工的一部分

19. 1955年，神召会总理事会做出的重要决定是（ ）。

a）成立宣教禾场董事会

b）成立海外宣教董事会（a Foreign Missions Board）

c）海外宣教部的最高领导被授予“副董事长”职位，与其他部门领导享有同等权力

d）扩大董事会，其成员扩至分别代表不同地区6位牧师

20.为了使宣教事工持续、有用、高效，霍根投入大量精力（ ）。

a）确保每位宣教士都有足够的宣教经费

b）为新的宣教禾场选择领导

c）建立了一年一度为期两周的宣教培训学校

d）注重宣教士的个人异象

21.霍根坚信社会关怀事工（ ）。

a）与传道事工完全等同

b）比传福音更重要

c）不被认可

d）是“福音预工（pre-evangelism）”

22. 1937年，神召会总理事会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内宣教部，主要目标是（ ）。

a）监狱事工

b）开拓教会并建立海外圣经学校

c）大学校园事工

d）建立城市中心服务事工

23.近些年，移民福音事工（ ）。

a）关注世界各地的移民

b）仍旧思想狭隘，与从前一样

c）关注在美国竭力保留各自独特文化的移民群体

d）与美国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冲突

24.“青年挑战（Teen Challenge）”隶属于（ ）。

a）监狱福音事工部门（Prison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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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跨文化事工部分（Intercultural Ministries Department）

c）总理事会青年部（Youth Department of the General Council）

d）城市中心部门（Urban Centers Department）

25.Chi alpha是一项福音事工，成立的目的是向（ ）传福音。

a）留学生

b）高中生

c）神召会大学学生

d）所有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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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第6课－第8课）

单项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1.耶稣在世开展事工之初，祂（ ）。

a）呼召并培养门徒。

b）传道

c）行神迹

d）把水变成酒

2.想要预测宣教士候选人是否能在事工方面取得成功，最好的方法是（ ）。

a）了解他的受教育水平

b）了解他过去取得的成功

c）了解他是否充分接受过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

d）了解他属灵恩赐的彰显情况

3.在跨文化环境中，必须首先承担起（ ）的角色。

a）教师

b）跨文化交际者

c）学习者

d）讲道者

4.宣教士筹募宣教经费的最佳方案是（ ）。

a）成立宗派中央基金

b）通过信件申请

c）与教会董事会面谈协商

d）自行筹募经费并寻求祷告支持，宣教士去不同的教会通过演讲、作报告等方式获得支持

5.“道成肉身”式宣教士（ ）。

a）生活在另外一种文化中

b）学习另外一种文化

c）进入宣教禾场，以平等的姿态与当地人相处，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d）学习在另外一种文化中教导别人

6.在使徒行转中，信徒蒙受圣灵的洗的最大目的是（ ） 。

a）彰显圣灵的果子

b）操练属灵的恩赐

c）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d）蒙受恩膏，成为监督者

7.信徒的祷告大有能力，这体现在（ ）。

a）上帝是否存在取决于信徒是否祷告

b）祷告会让我们感动流泪

c）祷告让上帝了解我们

d）祷告能影响神的决定

8.神召宣明会（Assemblies of God World Missions）致力于（ ）。

a）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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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开展社会公益服务项目

c）医疗卫生事工

d）教育

9.非洲“福音帐篷”事工的发起是为了（ ）。

a）留住教会在布道中赢得的决志者

b）给全体会众建立教堂

c）鼓励美国人为宣教奉献经费

d）提供一个临时建筑物

10.神召会宣教士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努力（ ）。

a）建立学校

b）建立圣经学校

c）诊所

d）为当地人提供农业教育

11.家庭教会运动成功开展的原因是（ ）。

a）全球宣教士都遭受迫害

b）家庭聚会成本较低

c）教会缺少对牧师的培养

d）小规模的聚会提供了一种亲密的环境，并且不引人注目

12.建立教会是外来实体努力渗透异文化群体，因为（ ）。

a）建立教会并不涉及与初信徒建立个人关系

b）进入的是异文化

c）专注于宣教士本国的文化与生活

d）宣教士的生活与建立教会没有任何关系

13.将本土化宣教理念带入韩国的是（ ）。

a）亨利·文恩（Henry Venn）

b）卢夫·安德生（Rufus Anderson）

c）倪维思（John Nevius）

d）与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4.本土教会的发展主要依靠（ ）。

a）巡回布道者

b）讲坛上所宣讲的福音与教会成员在个人生活中为基督所做的见证

c）大规模的福音布道

d）社会公益服务

15.教会本土化理念中最难实现的是（ ）。

a）自传

b）自养

c）神学本土化

d）自治

16.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 ）。

a）教导另外一种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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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用当地的方法解读圣经

c）采用处于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福音

d）融合趋势

17.将圣经真理与当地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混合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 ）。

a）“融合”

b）处境化

c）神学本土化

d）自宣（self-missionizing）
18.“ekklesia”，“教会”一词的希腊语原文，（ ）。

a）具有强烈的宗教内涵

b）表示一种会议

c）意义很神秘

d）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过两次

19.教会的存在是由于（ ）。

a）神的旨意和计划的实现

b）伪教会的不断扩张

c）使徒们开展的事工

d）教会神父的管理

20.（ ）是本土教会一切事工的指南。

a）彰显属神的领导

b）在圣灵的引导下选择执事

c）宣教

d）完善财务监督机制

21.圣经中，（ ）教会是资助宣教士的典范。

a）以弗所

b）安提阿

c）耶路撒冷

d）腓立比

22. 非洲神召会联盟成立的原因是（ ）。

a）鼓励在非洲大陆建立一个更加集中的教会管理机构

b）在非洲大陆的不同地区组织会议

c）处理各地教会出现的纷争

d）协调并促进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宣教事工

23.国家教会成立宣教项目，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

a）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派遣传教士

b）顺服大使命，传福音到地极

c）向本土教会差遣足够的宣教士

d）首先制定国内宣教计划

24.“非政府组织（NGO）”一词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 ）

a）宣教机构开展社会公益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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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时

c）替代世界贸易组织时

d）联合国成立时

25. 1974年洛桑会议召开的目的是（ ）。

a）推动全球宣教事工

b）促进五旬宗派各教会的合一

c）探讨全球化

d）讨论神学方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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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测试题

第四单元（第9课－第11课）

单项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1.如今，基督教的中心（ ）。

a）从远东国家转移到西方国家

b）从西方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

c）从欧洲转到美洲

d）从北美洲转移到南美洲

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宣教团队对第三世界国家教会的影响是（ ）。

a）激发他们热心参与宣教

b）表明第三世界国家教会不再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

c）采用“家长式”管理，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教会的成长

d）没有给予第三世界国家教会足够的引导

3.对第三世界国家教会来说，去往福音未及之地宣教（ ）。

a）是推动宣教事工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b）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倍受挫折

c）由于没有宣教士培训项目而遭受挫折

d）促使他们重新规划已经足够成熟的宣教事工

4.第三世界国家宣教士的优势是（ ）。

a）很容易从自己的教会获得经济支持

b）不需要学习另外一种语言

c）从多元文化背景中获得了跨文化交际经验

d）被差遣之前就已经接受过高水平的宣教培训

5.第三世界国家宣教士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他们（ ）。

a）倾向于占据重要领导职位

b）宣教之前缺少宣教理念与实践的培训

c）在跨文化交际环境中缺乏韧性

d）过于依赖西方宣教士

6.任务导向型短宣热潮的推动力是（ ）。

a）参与者更容易适应宣教禾场的语言与文化

b）参与者渴望通过亲身体验获得可以衡量的结果

c）以前的宣教禾场拒绝全职宣教士

d）许多国家教会反对全职传教士

7.西方宣教团队接受短宣项目的部分原因是（ ）。

a）他们认为可以停止招募全职宣教士

b）想通过与本土教会建立关系而获得长期利益

c）本土教会对从短宣项目中获得经济支持的期望减少

d）他们相信短宣能够提高信徒对宣教的兴趣，也能激发信徒为宣教奉献资金

8.在短宣项目中，“桥梁（bridging）”是（ ）。

a）短宣团队在宣教禾场与当地人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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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短宣团队与本土教会建立关系

c）短宣团队内部成员之间建立关系

d）当地人对短宣团队的感激之情

9.短宣项目的益处包括（ ）。

a）降低对全职宣教士的需要

b）宣教士不需要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

c）有助于本土教会自立、发展

d）支持短宣团队的教会、信徒对宣教再次充满热情

10.短宣项目成功开展的要素是（ ）。

a）教导短宣参与者学习当地语言

b）不受全职宣教士干扰，采用全新宣教策略

c）事工开展之前，为参与者提供足够的培训

d）省略宣教机构的“繁文缛节”，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11.大型教会（ ）明显增加。

a）通过所属宗派宣教机构奉献的经费

b）有宣教商业化倾向，短期宣教项目

c）长期宣教项目

d）为宣教而开展的通宵祈祷会

12.以“任务型宣教”为中心可能带来的结果是（ ）。

a）促进本土教会的成长

b）教会财产大量流失

c）贬低长期宣教士的价值

d）避免“过程型宣教”所导致的问题

13.宣教事工成功开展的关键是（ ）。

a）确保宣教项目完全由团队自己掌控，从而避免发生问题

b）与长期宣教士以及本土教会领袖密切合作

c）确保本土教会承担应该担负的费用

d）随时套用西方宣教模式，以保证一段时间内的高效

14.当今世界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宣教事工带来的益处包括（ ）。

a）宣教士与家人及差会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频繁

b）对于在宣教中使用高科技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c）高科技成本低、效率高

d）与当地人建立关系所需要的时间缩短

15.当今教会在神学方面出现偏离的原因很可能是（ ）。

a）非基督教团体的公开对抗

b）没有使用King James版本的圣经

c）过于强调某种神学的特殊性

d）受特定文化及历史背景影响

16.（ ）表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是得救恩的唯一道路。

a）使徒行传4:12



125

b）使徒行传1:8

c）罗马书14:1–8

d）加拉太书5:1

17.在一些五旬宗团契中，信徒对五旬宗教义的态度正悄然改变，原因是（ ）。

a）偏爱当代音乐，而不是古老的歌曲和赞美诗

b）福音派教会的发展速度更快

c）对蒙受圣灵的洗的本质及意义的理解有偏误

d）与成功的福音派人士（例如，Rick Warren）来往时所产生的荣誉感、认同感

18.传福音与参加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信徒应当持有的正确态度是（ ）。

a）将传福音放在首位，社会服务拦阻人们得救恩

b）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

c）将社会服务放在首位，因为这样做能彰显上帝的爱

d）传福音是宣教士的责任，社会服务不是

19. “文化使命”是指（ ）。

a）征服所有文化的命令

b）上帝命令亚当耕种土地

c）将福音应用在所有文化中

d）人类被上帝赋予特权，代表上帝管理一切被造物

20.耶稣通过（ ）阐释“文化使命”。

a）撒种的比喻（太13章）

b）按才受托的比喻（太25：14-30）
c）强调关爱身边的人

d）把自己比作好牧人

21.关于圣经中的“救恩”，最好的定义是（ ）。

a）属灵方面的转变

b）整个人彻底转变，并且以全新的态度、方式与人相处

c）从世界、肉体、邪恶中彻底分离出来

d）脱离捆绑

22. 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意味着（ ）。

a）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上帝的安排

b）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祂在引导我们的脚步，因为祂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

c）真正跟从基督的人，一生的道路都在基督手中。

d）祂统治并掌管一切

23.我们的责任是做上帝的好管家，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祂而来。这是（ ）。

a）列王记下5:20-25所阐述的真理

b）路加福音11:3阐述的真理

c）使徒行传2:26所表达的主题

d）诗篇24:1所表达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