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研读完毕第一课到第四课的时候，你就可以解答本
小册子的“ 课程试 1-4” 了。请你把答案填在第一部分的“ 答
卷 1” 上。 

当你研读完第五课到第六课的时候，你就可以解答本小
册子的“ 课程试题 5-6” 了。请你把答案填在第二部分的“ 答
卷 2” 上。 

完成作业以后，请尽快将答卷交回给你的国际函授学院
的导师。但不必退回这本《试题小册子》。 

参考一下答卷的例题，它将指示你如何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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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学员报告 

课程试题 1-4 

填答所有试题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上和在本小册子上
的编号必须相同。 

是非题 

下列的句子中有正确与错误的，如果句子是： 

           是——涂满○a          非——涂满○b  

1.  圣经全部的作者都有同样的职业。 

2.  附加在助读本圣经上的额外经文注解，也是出于神的启
示。 

3.  《圣经词语索引》或《经文汇编》（Concordance）帮助
我们快速的找到需要的经文。 

4.  《民数记》记录了摩西时代以色列的人口。 

5.  大部分小先知都生活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故乡后的
那段时期，并在那个时候从事著作小先知书的工作。 

6.  大卫王是有史以来 聪明的人。 

7.  西番雅先知曾警告以色列人民国难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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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题 

以下每一试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请选择你认为是对的，
然后在答卷 

上涂黑相同字母的小圈。 

8.  那些诚心信靠神话语的人 

a）在受试探时将会跌倒。 

b）在受试探时会另求出路。 

c）在受试探时会坚定不移。 

9.  为求真理，基督徒依赖 

    a）神的话。 

    b）伟大的书籍。 

    c）祭师们。 

10.  神使用多少人来著作圣经 

     a）十四人 

     b）四十人。 

     c）六十六人。 

11.  新约圣经是 

     a）耶稣降生前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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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耶稣在世上生活时写成的。 

     c）耶稣升天后写成的。 

12.  安慰和鼓励受苦信徒的书信是 

     a）犹大书。 

     b）雅各书。 

     c）彼得前书。 

13.  下列那一个句子是对的？ 

     a）所有的圣经译本都有完全一样的词句。 

     b）圣经的各种译本都有不同的意思。 

     c）新的圣经译本是用现代语文写成的。 

14.  旧约圣经的历史书共有几卷？ 

     a）五卷。 

     b）十二卷。 

     c）三十九卷。 

15.  旧约那一卷书讲述人类第一次犯罪的经过？ 

     a）创世纪。 

     b）出埃及记。 

     c）申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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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类 早的历史是记录在 

     a）历史书。 

     b）摩西五经。 

 c）预言书。 

17.  那两卷书有讲述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 

    a）撒母耳记上、下。 

    b）列王记上、下。 

    c）历代志上、下。 

18.  旧约那一卷书讲述了一个皇后拯救同胞们的事迹？ 

     a）路得记。 

     b）列王记下。 

     c）以斯帖记。 

19.  圣经中那一卷书很可能是 早被写成的？ 

     a）创世纪。 

     b）约伯记。 

     c）诗篇。 

普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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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4 

若下列问题的答案是：   

是——涂满○a    非——涂满○b  

20.  你有详细研读课程 1-4 吗？ 

21.  你有做完课程 1-2 的习题吗？ 

22.  你有做完课程 3-4 的习题吗？ 

23.  你有将自己所做习题的答案与作业书所提供的标准答
案相核对吗？ 

24 你有重看每一课所提议的目标，以便查验自己是否已
达到所提的目标吗？ 

 

课程试题 1-4 已经结束了，请立即交还你的学业报告表
《答卷 1》给你的导师，请继续研读第五课。 

 

第二部分 学业报告 

课程试题 5-6 

填答所有试题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上和在本小册子上
的编号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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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题 

下列的句子中有正确与错误的，如果句子是： 

是——涂满○a     非——涂满○b   

1.  四部福音书讲述完全不同的事迹。 

2.  保罗写了将近半数的新约圣经。 

3.  很少的证据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4.  《启示录》是写预言的书卷。 

5.  撒但要使我们对神的话产生怀疑。 

6.  圣经经历许多世纪的考验而仍能保存至今，这是超自然
来源的一个明证。 

7.  圣经虽是由数十位作者历时千年以上而完成，它的信息
并没有互相矛盾。 

挑选题 

以下每一试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请选择你认为是对
的，然后在答案上涂黑相同字母的小圈。 

8.  那一部福音书的作者是位医生？ 

a）马太福音。 

b）马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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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路加福音。 

9.  那一部福音书的作者写成了《使徒行传》？ 

 a）马可福音。 

b）路加福音。 

c）约翰福音。 

10. 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 

a）功德和善行。 

b）由信心而来的恩典。 

c）长篇的祷告。 

11. 那一卷书解释关于犹太人献祭的意义？ 

    a）罗马书。 

    b）希伯来书。 

    c）腓利门书。 

12. 鼓励处在苦难中的基督徒的书信是 

    a）彼得前书。  

    b）雅各书。 

    c）犹大书。 

13. 新约圣经包括了几卷书？ 

  116



    a）二十七卷。 

    b）三十九卷。 

    c）六十六卷。 

14. 初期教会的历史是记载于 

    a）使徒行传。 

    b）希伯来书。 

    c）罗马书。 

15. 谁撰写了《提多书》和《腓利门书》？ 

    a）约翰。 

    b）路加。 

    c）保罗。 

16. 《罗马书》给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什么应许？ 

    a）遭受苦难和逼迫。 

    b）因信称义。 

    c）呼召他们成为牧师。 

17.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描述了 

    a）世界末日。 

    b）在千禧年基督掌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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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基督为众圣徒重临世界。 

18. 在提摩太后书 4：5-8 里，保罗应许 

    a）那些守住了信心的人会得着胜利的奖赏。 

    b）在主基督里劳苦的人会得安息。 

    c）那些死了的人会得到衣袍和竖琴。 

19. 以下那一组书信被称为“ 监狱来的书信” ？ 

    a）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撒罗尼迦前、后书。 

    b）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 

    c）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 

普通性问题    课程 5-6 

若下列问题的答案是：   

是——涂满○a      非——涂满○b  

20. 你有详细研读课程 5-6 吗？ 

21. 你有做完第五课的习题吗？ 

22. 你有做完第六课的习题吗？ 

23.你有将自己所做的习题的答案与作业书所提供的标准答
案相核对吗？ 

24. 你有重看每课所提议的目标，以便察验自己是否已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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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提的目标吗？ 

课程试题 5-6 已经结束了。请将你的学业报告表“ 答卷
2” 交还给你的老师。现在你既已完成了这个课程，请向你
的老师询问，让他介绍其它的研习课程。 

 

 

 

 

基督徒生活指南 

学业报告表 

第一部分 

答卷 1 

 

课程名称： 

请填下列各项 

你的姓名： 

你的学生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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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通讯地址： 

城市：         省、州、市： 

国家： 

年龄：               性别： 

职业： 

你的家庭有多少成员： 

你在学校求学有多少年： 

你所属教会的名称（若有参加者）： 

你在教会里担任何职务： 

你如何修读本课程：单独一人：   或一班人：                 

你还有研读其它课程吗：  

 

解答问题——填写此答卷的提示 

在下面的例子，我们将告诉你如何选择答案，并把它们
标记在此答卷上。这里有两种试题： 

是非题和挑选题 

是非题举例 

以下的句子是对的或是错的，若句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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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涂满○a      非——涂满○b  

例 1：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这句子是对的，所以你当把代表“ 是” 的○a 小圈涂

满： 

        1  ○a ○b ○c  

挑选题举例 

例 2： 重生的意思是： 

a） 青春年华。 

b） 接纳耶稣为救主。 

c） 始新的一年。 

正确的答案是○b 接纳耶稣为救主。所以你改如此做： 

       2  ○a ○b ○c  

现请细读学业报告表第一部分的试题，并参照上述例子，
始作答。 

学业报告表的一部分——答卷 1 

针对每一试题的编号，涂满代表正确答案的小圈。 

1 ○a ○b ○c       9 ○a ○b ○c   17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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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b ○c      10 ○a ○b ○c    18 ○a ○b ○c  

3 ○a ○b ○c      11 ○a ○b ○c    19 ○a ○b ○c  

4 ○a ○b ○c      12 ○a ○b ○c    20 ○a ○b ○c                           

5 ○a ○b ○c      13 ○a ○b ○c    21 ○a ○b ○c  

6 ○a ○b ○c      14 ○a ○b ○c    22 ○a ○b ○c  

7 ○a ○b ○c      15 ○a ○b ○c    23 ○a ○b ○c  

8 ○a ○b ○c      16 ○a ○b ○c    24 ○a ○b ○c  

 

现在你已做好答案，请回答下列问题，告诉我们你对这
课程的真实感受和意见，此举将能协助我们进一步改善这课
程。请圈起 能表达你感受的答案。 

1. 本课程的内容是               4. 本课文是 

a） 非常有趣味。               a）非常艰深。 

b） 有趣味。                   b）艰深。 

c） 少许趣味。                 c）浅易。 

d） 枯燥。                     d）非常浅易。 

2. 我从本课程中学到              5. 总的来说，本课程是 

   a）很多。 a）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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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一些。 b）好的。 

c）很少。 c）中等的。 

d）毫无新意念。 d）差劲的。 

3. 我所学到的功课是 

   a）非常重要。 

   b）重要。 

   c）不重要。 

   d）浪费时间。 

6. 请 少 写 一 项 特 别 评 论 这 课 程 的 意 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就有关本课的一切，请向你老师提出你所关心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查看你所做的答案，是否全无遗漏，接着把答卷交回
你本区的老师。 

 

学业报告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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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卷 2 

课程名称： 

请填下列各项 

你的姓名： 

你的学生编号： 

你的通讯地址： 

城市：         省、州、市： 

在下面的例子，我们将告诉你如何选择答案，并把它们
标记在此答卷上。这里有两种试题： 

是非题和挑选题 

是非题举例 

以下的句子是对的或是错的，若句子是 

       是——涂满○a     非——涂满○b  

例 1：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这句子是对的，所以你当把代表“ 是” 的○a 小圈涂

满： 

        1  ○a ○b ○c  

挑选题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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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重生的意思是： 

d） 青春年华。 

e） 接纳耶稣为救主。 

f） 始新的一年。 

正确的答案是○b 接纳耶稣为救主。所以你改如此做： 

       2  ○a ○b ○c  

现请细读学业报告表第一部分的试题，并参照上述例
子， 始作答。 

 

学业报告表的二部分——答卷 2 

针对每一试题的编号，涂满代表正确答案的小圈。 

1 ○a ○b ○c       9 ○a ○b ○c   17 ○a ○b ○c  

2 ○a ○b ○c      10 ○a ○b ○c    18 ○a ○b ○c  

3 ○a ○b ○c      11 ○a ○b ○c    19 ○a ○b ○c  

4 ○a ○b ○c      12 ○a ○b ○c    20 ○a ○b ○c                           

5 ○a ○b ○c      13 ○a ○b ○c    21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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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b ○c      14 ○a ○b ○c    22 ○a ○b ○c  

7 ○a ○b ○c      15 ○a ○b ○c    23 ○a ○b ○c  

8 ○a ○b ○c      16 ○a ○b ○c    24 ○a ○b ○c  

 

现在你已做好答案，请回答下列问题，告诉我们你对这
课程的真实感受和意见，此举将能协助我们进一步改善这课
程。请圈起 能表达你感受的答案。 

1. 本课程的内容是               4. 本课文是 

a） 非常有趣味。               a）非常艰深。 

b） 有趣味。                   b）艰深。 

c） 少许趣味。                 c）浅易。 

d） 枯燥。                     d）非常浅易。 

2. 我从本课程中学到              5. 总的来说，本课程是 

   a）很多。 a）优秀的。 

 b）一些。 b）好的。 

c）很少。 c）中等的。 

d）毫无新意念。 d）差劲的。 

3. 我所学到的功课是 

  126



   a）非常重要。 

   b）重要。 

   c）不重要。 

   d）浪费时间。 

6. 你还想要修读类似的课程吗？ 

   a）一定要。 

   b）可能要。 

   c）可能不要。 

   d）确定不要。 

7. 请 少写一项特别评论这课程的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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