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报告说明

学完了本书的各个单元之后，请回答单元报告的问题，将答案写在
单元报告后面的答题纸上面。请一次只完成一个单元。完成之后，将答
题纸尽快寄回到本地区的ICI教员或办公室那里。

以下是指导说明，告诉你如何回答每个问题。

样例
只有一个最佳答案，将你所选择的答案涂黑。

1. 重生的含义是
a) 年龄很小。
b) 相信耶稣是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正确答案是b. 相信耶稣是救主，因此你应该把“b”涂黑，就像这样：

1 

按照以上样例的示范，请回答单元报告的问题，在答题纸上面标
记你的答案，将你选择的答案（a，b或c）涂黑。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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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问题

请注意，仔细核对问题的序号与答题纸的序号是否一致，以免出错。

1. 圣经的来源和基本结构是：
a) 30位作者历经1 300多年写成了66卷书。
b) 40位作者历经1 100多年写成了55卷书。
c) 40位作者历经1 600多年写成了66卷书。

2.  圣经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什么？
a) 供我们娱乐。
b) 显明我们本是罪人。
c) 教给我们如何建造方舟。

3.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与人的关系是：
a) 可见的。
b) 疏远的。
c) 永恒的。

4.  人的首要责任是：
a) 爱上帝。
b) 爱自己的家庭。
c) 各方面完善自己。

5. 上帝所创造的人是：
a) 各方面都完美的。
b) 有罪恶的本性。
c) 灵里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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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为堕落之后的结果，人的光景之一是：
 a) 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b) 有了罪恶的本性。
 c) 变成永远的残障。

7.  在以下的关系中，显明是罪的是：
a) 向老师承认了自己的欺骗。
b) 向父母隐瞒自己的悖逆。
c) 为自己愤怒的话语向对方道歉，恳求对方原谅。

8.  罪的结果是：
a) 死。
b) 生命。
c) 没有影响。

9.  恨人是罪，因为：
a) 仇恨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b) 仇恨有损我们的名声。
c) 违背了上帝的律法。

10.  我们唯一能够逃脱罪的工价的途径是：
a) 给教会奉献一大笔金钱。
b) 接受耶稣作我们的救主。
c) 每天不停地反复祷告。

11.“基督”这个名字的含义是：
a) 救主。
b) 上帝的儿子。
c) 受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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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耶稣现在正在成就祂的旨意，藉着：
a) 为罪人提供饶恕和赦免。
b) 继续与撒但争战。
c) 为我们的需要向天父恳求。

13.  基督为了祂的圣徒再来，在圣徒被提的时刻，祂将：
a) 大声吹响号筒。
b) 建立祂在地上的王国。
c) 将撒但投进火湖之中。

14. 圣经对于“救恩”的定义是：
a) 赦免了一切罪孽。
b) 赏赐美好的生命作为奖赏。
c) 脱离一切罪恶。

15. 救恩是为这些人预备的：
a. 羡慕主的善工。
b. 信靠耶稣基督。
c. 不断呼喊主的名字。

16. 圣洁的意思是：
a) 被上帝的灵重生。
b) 成为圣洁，为上帝所用而分别出来。
c) 成为公义，就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

17.  圣经说，圣灵就是：
a) 我们的良心。
b) 上帝的帮助者。
c) 上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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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圣灵的工作是：
a) 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
b) 为人赎罪。
c) 给世界带来和平。

19.  圣经把“教会”称作：
a) 基督身体的头。
b) 基督的新妇。
c) 建筑物的房角石。

20. 水洗的仪式是为这些人预备的：
a) 出生在基督徒父母家庭中的孩子。
b) 教会的会友。
c)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这里是第一单元的末尾，请将做完的答题纸寄回给你的导师，然后
继续学习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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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问题

请注意，仔细核对问题的序号与答题纸的序号是否一致，以免出错。

1. 关于撒但，以下哪些说法是正确的呢？
a) 他总是躲避信徒。
b) 他引诱基督徒犯罪。
c) 他总是高举上帝，超过他自己。

2.  天使的功用包括：
a) 显明罪人所犯的罪。
b) 时刻敬拜上帝。
c) 按照自己的权柄行事。

3.  羔羊的婚筵发生在这件事情之后：
a) 耶稣回到地上作王掌权。
b)  圣徒被提到空中。
c)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4.  谁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呢？
a) 圣徒。
b) 撒但和他的使者。
c) 罪人。

5.  基督教术语“千禧年“的含义是：
a) 信徒与基督一同在地上作王掌权。
b) 基督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之间的一段时期。
c) 撒但与上帝的最后一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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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什么时候呢？
a) 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掌权一千年之前。
b) 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掌权一千年之间的时期。
c) 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掌权一千年之后。

7. 上帝赐给人律法，是为了：
a) 不让人们享受生活。
b) 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c) 向人显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8.  我们应当遵行上帝的律法，是因为：
a) 我们爱上帝，渴望讨祂的喜悦。
b) 为了能够得救。
c) 直到我们得救，都应当遵行上帝的律法。

9. 上帝对祂的儿女应许的礼物是：
a) 舒适的生活。
b) 不让他们遇见试探。
c) 供应他们一切需要。

10. 上帝渴望我们给祂：
a) 我们大部分的金钱。
b) 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
c) 我们的各种苦行，为了讨祂喜悦。

11. 上帝期望祂的儿女尊敬并顺从：
a) 所有在我们之上的权柄。
b) 那些值得我们效法的人。
c) 那些我们不敢冒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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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爱别人，圣经的原则是：
a) 信徒应当爱其他基督徒。
b) 信徒应当爱所有的人。
c) 信徒应当远离犯罪的基督徒。

13.  如果某人欺骗了你，你应当：
a) 原谅他，并且爱他。
b) 报复他。
c) 把他的谎言暴露给别人。

14.  一个基督徒应当：
a) 渴望行使自己的权利，做出自己的决定。
b) 自由生活，不必关注是否圣洁。
c) 渴望讨主喜悦，胜过自己的喜悦。

15. 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并且帮助弟兄姊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样基
督徒：
a) 能够保持彼此的公平。
b) 能够远离世界的罪恶。
c) 属灵生命能够健康成长。

16. 当我们做以下的事情时，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
a) 每天读经祷告。
b) 彻底停止犯罪。
c) 在教会中担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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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下哪个句子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思意念：
a) 仅仅被上帝掌管。
b) 对我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
c) 我们必须要谨慎地保守好。

18.  健康的教会生活需要： 
a) 教会具有良好的意愿。
b) 信徒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主。
c) 信徒们保持统一的生活方式。

19.  通过以下的行为表现可以判断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被圣灵充满：
a) 大有爱心、喜乐和平安。
b) 能够控制别人。
c) 生活中特别成功。

20. 以下哪些是圣灵的恩赐？
a) 喜乐，平安，良善，谦卑，忍耐。
b) 预言，信心，医治，知识的言语。
c) 节制，爱心，良善，忍耐。

以上是第二单元的问题。请将你的答题纸寄回给你的ICI导师。现
在你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学习内容，请你的导师推荐你下一个应该学习
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