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的生活 

课 程 。 《 敬 拜 的 生 活 》 是 第 二 单 元 的 第 四 个 课
程 。 如 果 你 按 正 确 的 次 序 来 研 读 这 些 课 程 ， 就 必
获益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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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当你学完了本课程的第一至第四课的内容时，就要
准备回答这本《学业报告表试题小册子》内“ 课程试题
1-4” 部分的问题。请将你的答案填在第一部分的“ 答卷
一” 上。 

当你学完了本课程第五至第八课的内容时，就要准
备回答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 课程试题 5-8” 部分的问
题，请把你的答案填写在第二部分的“ 答卷二” 上。 

开始作答之前，请你仔细参考答卷开端所给出的例
子，这将会指导你如何回答各类问题，请清楚地标明你
的选择。 

试卷习题类型及答题方式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将告诉你如何选择答案，并
把它们标明答卷纸上。试卷中有两种类型的试题：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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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选择题。 

是非题举例：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若句子是 

正确的－－涂满小圈○a ；错误的－－涂满小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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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圆圈○a 涂满： 

      1 ○b ○c  

选择题举例：每一题中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请你
把它选出来，然后在答卷上涂黑代表相应选项的小圆
圈。 

[例 2] 重生的意思是 

      a)  青春年华。 

      b)  接受耶稣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正确的答案是 b）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你应该涂
黑代表 b）项的小圆圈，如下所示： 

      2 ○a ○c    

问答题：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回答这部分的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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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涂满小圈 ○a ；否－－涂满小圈 ○b 。 

现在请细读《学业报告表》第一部分的试题，并参
照上述例子，开始解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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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业 报 告 表 

第 一 部 分    课程试题 1-4 

回答所有的问题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上的编号必
须与该题在本小册子上的编号相同。 

试题类型 

是非题：下列的句子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
误的。若句子是  

正确的－－涂满小圈 ○a ；错误的－－涂满小圈 ○b
。 

1.  对神真正的爱是不需要表达的。   
2.  敬拜有许多不同的方式。 
3.  神的爱就好像人的爱一样。 
4.  在神面前“ 等候” 是浪费时间。 
5.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来敬拜神，也可以无声地

敬拜神。 
6.  罪能阻碍我们与神的交通。 
7.  我们的行为比我们的态度更重要。 

选择题：下列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你把它选
出来，然后在答卷上涂黑代表相应选项的小圆圈。 

8． 我们可以通过哪两种方式来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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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神表达我们的爱，并且行一些善事。 
b)  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健康的身体。 
c)  思想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并且保持良好的自

我感觉。 

9.  在敬拜中，我们所需要的 重要的个人的内在品
质是 

    a)  爱心、自信与勇气。 
    b)  爱心、顺服与谦卑。 
    c)  爱心、忍耐与信心。 

10. 谦卑的意思是 
    a)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 
    b)  知道我们是何等地卑贱、毫无价值。 
    c)  放弃我们自己的一切。 

11.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如何敬拜，并且需要这
方面的帮助，我们可以 

    a)  买一本祷告手册。 
    b)  求圣灵帮助我们、并教导我们如何敬拜。 
    c)  熟记一些美好的话语。 

12.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敬拜就会 
    a)  固定在某一种模式或方式上。 
    b)  跟随圣灵的带领而改变。 
    c)  变成深印在我们脑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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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敬拜神？  
    a)  向我们的朋友请教。   
    b)  探访不同的教会。 
    c)  研读圣经中关于敬拜的教导。 

14．神所悦纳的敬拜类型是 
    a)  大声地敬拜。  
    b)  真诚地敬拜（以心灵和诚实敬拜）。 
    c)  完全无声地敬拜。 

15．我们应当信靠神的爱和关怀 
    a)  因为神是全能的。  
    b)  特别是在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的时候。  
    c)  只是在我们所尽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的时

候。 

16. 对神的敬畏之心，乃是一种深切的崇敬 
    a)  使我们想起丧礼。 
    b)  使我们害怕神。 
    c)  吸引我们祷告和敬拜。 

17．圣洁的意思是 
    a)  惧怕神。 
    b)  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看到异象。 
    c)  从罪中得到释放，并且过正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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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施予” 的 大的榜样是 
    a)  我们的牧师。 
    b)  摩西。 
    c)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19. 说亚兰语的孩子称呼谁为“ 阿爸” ？ 
    a)  老师。 
    b)  父亲。 

  c)  兄弟。 

20．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这是      的一个例子。 
    a)  敬拜的祷告。 
    b)  代求的祷告。 
    c)  祈求的祷告。                           

21．在圣灵里的敬拜能够在以下哪一方面帮助信徒？ 
    a)  学习外语。 
    b)  使我们从困境中得以解脱。 
    c)  使我们的祷告有结果。 

22. 当我们“ 等候在主的面前” 的时候，我们  
    a)  要保持个人内外安静。 
    b)  可以阅读一本书，边阅读边等候。 
    c)  是在睡觉。 

23. 主在什么时间 常对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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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当我们坚持要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b)  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正在热切地祷告之时。 
    c)  当我们的心灵在他面前安静之时。 

24. 藉着服事来敬拜的意思是： 
    a)  献上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拥

有的一切。 
    b)  为主作见证。 
    c)  从事一份一天工作八小时的工作。 

25．耶稣基督是全心服事他人的一个 伟大的典
范，因为他  

    a)  努力工作，为其他人捕鱼。  
    b)  只是在属灵的方面帮助人们。  
    c)  总是在每一方面都服事他人。 

26. 我们可以藉着服事来敬拜， 
    a)  当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时候。 
    b)  即使我们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也没问题。 
    c)  忘记其他的敬拜方式。 

27. 当我们藉着施舍来服事主的时候，我们应该 
    a)  以快乐、慷慨和谦卑的心而行。 
    b)  得到适当的称赞。 
    c)  小心一点，不要施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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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回答这部分的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是 

是－－涂满小圈 ○a ；否－－涂满小圈 ○b 。 
28. 你是否仔细阅读了第一课至第四课的内容？ 
29. 你是否已经完成了第一课至第二课的“ 你的作

业” 部分？ 
30. 你是否已经完成了第三课至第四课的“ 你的作

业” 部分？ 
31. 你是否已经核对了你的答案？ 
32. 你是否重温每课的学习目标，看看自己是否能够

按照各课中的建议去做？ 

第一课至第四课的课程试题到此已经结束，请将你
的《学业报告表》中的第一部分“ 答卷一” 寄回给你的
导师，然后继续学习课本的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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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业 报 告 表 

第二部分    课程试题 5-8 

回答所有的问题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上的编号必
须与该题在本小册子上的编号相同。 

试题类型 

是非题：下列的句子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
误的。若句子是  

正确的－－涂满小圈 ○a ；错误的－－涂满小圈 ○b
。 

1.  只有优秀的歌手才能够用诗歌来敬拜神。 
2.  表现我们的音乐天赋的 佳途径是我们在教会中

的表演。 
3.  主能够帮助我们使用自己的才干来服事他。 
4.  我们不可能在神面前保持完全的清洁。 
5.  我们需要与其他信徒有团契和相交。 
6.  施舍是富人独有的事奉。 
7.  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都要敬拜神。 

选择题：下列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你把它选
出来，然后在答卷上涂黑代表相应选项的小圆圈。 

8.  敬拜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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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通常是慢拍子的。 
    b)  常常是节拍快和充满动作的。 
    c)  都是称颂和赞美主的歌。 

9.  诗篇是犹太人的诗歌 
    a)  通常只适合用于赞美。 
    b)  涉及到各种不同的主题，也包括敬拜的诗

歌。 
    c)  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10. 关于在敬拜中使用乐器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 
    a)  我们只应当弹奏旧约时代人们所使用的那些

乐器。  
    b)  除非你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乐器，否则的话

你就不应当弹奏这种乐器。 
    c)  你必须仔细地考虑其他人在音乐方面的品

味。 

11．神打开保罗和西拉的监门，乃是在 
    a)  他们威胁要控诉那狱卒之后。 
    b)  他们祷告和唱诗赞美神之后。 
    c)  他们监禁审讯完成之后。 

12．圣灵会使用音乐来吸引男女归向他 
    a)  只有当我们所使用的音乐很出色时。 
    b)  只有在全会众一同歌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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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当我们的音乐是献给主的时候。 

13. 我们敬拜的背景应该像图画一样，是 
    a)  清洁、清白和不受缠累的。 
    b)  绝对安静的。 
    c)  一幢漂亮的大厦。 

14. 对我是否有清洁的心思意念责任 大的人是 
    a)  我的牧师。 
    b)  我的家人。 
    c)  我自己。 

15. 在神的面前保持清洁的意思是我们 
    a)  比别人良善。 
    b)  认罪悔改并祈求，神就饶恕我们、赦免我们

的罪。 
    c)  经常参加聚会。 

16. 你在敬拜中的表达方式可能和我的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 

    a)  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和背景。 
    b)  还没有学会所有的仪式。 
    c)  模仿了那些本身有错的人。 

17．新约强调的一个重点是 
    a)  人们可以敬拜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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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惟有神配得我们的敬拜。  
    c)  旧约的敬拜形式如今不再适用了。 

18．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
通路，使我们 

    a)  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敬拜他。 
    b)  以相同的方式来敬拜神。 
    c)  不必再担心是否会冒犯或得罪他人了。 

19. 我们不能学会敬拜，除非我们 
   a)  学会某些仪式。 
   b)  观察其他人敬拜。 
   c)  多花时间敬拜神。 

20．使你个人的灵修生活和敬拜生活更为有效的一
个方式是 

   a)  从日程安排和规定的次数中释放自己。 
   b)  只有当你感觉喜欢敬拜的时候才敬拜。  
   c)  使用一本灵修笔记本，每天都写灵修日记。 

21. 在团体敬拜中，每个人都应该 
     a)  保持肃静，并且由一个人带领。 
     b)  自由地参与。 
     c)  大声地祷告。 

22．团队敬拜的一个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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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为了让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b)  和那些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的人一同进入神的

同在中。 
  c)  为了避免那些尴尬的沉默时刻。 

23. 耶稣说，如果人们不赞美他 
   a)  石头也要开口欢呼。 
   b)  他就会强迫他们这样做。 
   c)  也没有关系。 

24．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使喜乐重新回到我们心
中？ 

     a)  思想积极的意念。  
     b)  消除我们的问题。 
     c)  选择敬拜神。 

25. 我们知道天堂比地上更美丽，因为 
     a)  天堂里有天使。 
     b)  天堂比地球崭新。 
     c)  罪永远都不能进入到天堂里。 

26.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 
     a)  永远弹奏竖琴。 
     b)  到天堂去休息。 
     c)  敬拜和治理，直到永远。 

 144



敬拜的生活 

27．我们向往在天堂里敬拜，因为我们将 
     a)  见到主耶稣并且完全能够明白他为拯救我们

所付上的代价。 
     b)  为能与家人和朋友在那里团聚而而欢欣喜

乐。 
     c)  不再需要工作了。 

问答题：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回答这部分的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是 

是－－涂满小圈 ○a ；否－－涂满小圈 ○b 。 
28. 你是否仔细阅读了第五课至第八课的内容？ 
29. 你是否完成了第五课至第六课的“ 你的作业”

部分？ 
30. 你是否完成了第七课至第八课的“ 你的作业”

部分？ 
31. 你是否已经核对了你的答案？ 
32. 你是否重温每课的学习目标，看看自己是否能

够按照各课中的建议去做？ 

第五课至第八课的课程试题到此已经结束，请将你
的《学业报告表》中的第二部分“ 答卷二” 寄回给你的
导师。现在你已经完成本课程的学习，你可以要求你的
导师向你推荐另一个课程继续学习。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