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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报告说明 

  

    当你读完 1-5 课后，请预备好回答本手册第一部份
“1-5 课作业问题”。 

    当你读完 6-10 课后，请预备好回答本手册第二部份
“6-10 课作业问题”。 

参考下列范例，以便了解每个问题该如何作答。 

范例： 

    答案中有一项是 恰当的。将所选的答案，将正确的
字母涂黑。 

1.重生的意思是： 
 a).岁数上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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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就将 b）字母
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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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1-5 课作业 

 

1.基督徒聚集一起敬拜是因为 
 a). 我们不能自己单独敬拜。 
 b). 这是一条很好的惯例。 
 c). 它帮助我们的灵性得到成长。 

2. 当我们唱什么时，我们的歌唱便成为敬拜的一种方式。 
 a).赞美诗歌。 
 b).打从心底赞美神。 
 c).合唱。 
 
3.“阿们” 是希伯来文，意思是： 
 a).“这些是我所要说的。” 
 b).“诚心所愿。” 
 c). 视同一个句点或一个惊叹号。 
 
4. 耶稣称那信徒聚集的地方为： 
 a). 真教会。 
 b). 基都徒中心。 
 c). 祷告的房子。 
 
5. 给予可以是敬拜神的一种，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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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以喜乐的心给予。 
 b). 给更多的十一奉献。 
 c). 让别人看见我们给予。 
 
 
6.藉着圣灵敬拜，产生： 
 a). 保护。 
 b). 自由。 
 c). 成熟。 
 
7. 有时候在初信者决志信主之后所获得圣灵的经历是： 
 a). 圣灵内住在心里。 
 b). 得到圣灵的恩赐。 
 c). 受圣灵的洗。 
 
8.“涂抹膏油”意思是： 
 a). 以便有所区别。 
 b). 把油抹上。 
 c). 使东西变得光亮。 
 
9. 圣灵的恩赐总是： 
 a). 经由领导地位的人来运作。 
 b). 依照圣经的教导，在和谐的气氛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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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当新事物被教授时运作。 
 
10. 在教会里所传讲的信息必须： 
 a). 有美好的技巧。 
 b). 以基督为中心。 
 c). 鼓励好行为。 
 
11. 信心的产生是因着听见…… 
 a). 和相信神的话。 
 b). 许多激励人的讲道和诗歌。 
 c). 阅读基督徒书籍。 
12. 为什么圣经被比喻成“面包”？ 
 a). 因为几乎在全世界的国家中均可以找到面包造型的 
    东西。 
 b). 因为它供给我们在灵命上的营养并帮助我们在主里  
    得到成长。 
 c). 大部份的人都喜欢吃面包。 
 
13. 神的话语是藉着下列什么来鼓励信徒: 
 a). 加添给他们力量并拒绝诱惑。 
 b). 使他们成为圣经知识的高手。  
 c). 给他们不能反驳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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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讲道与教导之间的关系为何？ 
 a). 讲道是宣告，而教导是解释。 
 b). 两者的目的是在提供信息给信徒。 
 c). 讲道与教导是同一个事工恩赐的两个名字。 
 
15. 教会学校的功能是提供： 
 a). 在公立学校的补充教导。 
 b). 为事工服事的训练。 
 c). 各年龄层的基督徒教育。 
 
16. 查经班经常提供： 
 a). 代替主日崇拜。 
 b). 给不同年龄层不同的教导。 
 c). 鼓励参与的气氛。 
 
17. 教导神话语的人要： 
 a). 花许多时间来祷告和准备。 
 b). 有一大间藏有圣经注释的图书馆。 
 c). 引用其他老师和作者的话。 
 
18. 受水洗礼是象征着： 
 a). 我们的身体被圣灵充满。 
 b). 新生命取代了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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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我们的灵里阶段性的更新。 
 
19. 所有的决志信主、浸水礼和圣灵洗礼…… 
 a). 基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 
 b). 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 
 c). 对我们均有好处，但不是必要的。 
 
20. 五旬节教会洗礼是： 
 a). 新的会员均得接受浸水礼。 
 b). 新的决志者均得接受浸水礼。 
 c). 幼儿和小孩得接受点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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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6-10 课作业 
  
1. “主的桌”的重要性是： 
 a). 记念基督为我们死。 
 b). 代表教会的会友。 
 c). 教会里 主要的摆设家俱。 
 
2. 圣餐是象征着： 
 a). 耶稣真正的身体与血。 
 b). 代表耶稣的身体与血。 
 c). 类似于肉体与血。 
 
3. 耶稣和门徒们共进 后的晚餐时说“你们也当如此行” 
 a). 不论你们何时聚会。 
 b). 以便除去你们的罪。 
 c). 为的是记念我。 
 
4. 大部份五旬节教会均举行“开放式圣餐礼”这意思是： 
 a). 此圣餐礼乃于公众聚会时举行。 
 b). 所有重生的基督徒都可以参加圣餐礼。 
 c). 它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管得救或未得救的都一样。 
 
5. 每所地方教会的团体组织都需要提供团契交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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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a). 年长和孤单的人。 
 b). 年轻人。 
 c). 所有不同年龄层的群体。 
 
6. 敬拜是把我们手举向神，而团契交通是： 
 a). 让我们手得到休息。 
 b). 把我们的手彼此伸向对方。 
 c). 利用我们空暇时间做些事。 
 
7. 所以要有团契交通主要是： 
 a). 因着爱彼此聚集。 
 b). 以便建立良好的组织。 
 c). 提供适当的娱乐。 
 
8. 教会青年聚会的主要目的是： 
 a). 在传福音上与其它教会同工。 
 b). 刺激对神话语上兴趣。 
 c). 由不同的教会集合相似的小组团体。 
 
9. 教会的典礼仪式乃提供信徒有机会： 
 a). 分享彼此的喜乐和哀伤。 
 b). 做些不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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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跟得上时代。 
 
10. 早期教会所保留下来的“周复活日”我们 
 a). 称它为“主日”。 
 b). 已不再奉行。 
 c). 一年举行一次。 
 
11. 我们不必记得这样的日子，我们只要记得： 
 a). 它是我们休假的日子。 
 b). 它是个传统的节日。 
 c). 它是我们记念主的事工以及祂与我们同在的日子。 
 
12. 在教会当中，领袖应当： 
 a). 使仪式过于自由形式。  
 b). 移除所有仪式，而给予自由形式。 
 c). 在仪式与自由形式之间寻求平衡点。 
 
13.教会的会友制度对什么是重要的？ 
 a). 服事并提供基础。 
 b). 提供给人对神的献上。 
 c). 建立起救恩。 
 
14. 如果我们没有钱可以奉献给主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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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把它当成不作奉献的借口。 
 b). 向别人借钱。 
 c). 奉献时间、才能和其它东西。 
 
15. 列哪一项才是给予教会力量？ 
 a). 牧师。 
 b). 圣灵。 
 c). 它本身的组织。 
16. 我们能分别出结果子的基督徒是因着： 
 a). 他们美好的教会建筑。 
 b). 他们拥有有能力的领袖。 
 c). 为主所赢回迷失的灵魂。 
 
17. 一间教会能具有强壮的根基并稳定的成长，是当它 
 a). 寻求帮助的时候。 
 b). 有信实的会员来支助它的时候。 
 c). 能由其它的资源中获得财务支持的时候。 
 
18. 圣经说信心 
 a). 可以找到所有事情的答案。 
 b). 可以单独屹立着。 
 c). 若没有行为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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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根据圣经经文，教会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因着 
 a). 灵命上和身体上的需要。 
 b). 解决他们在财务上的负债。 
 c). 不要求特定某一件事情。 
 
20. 向迷失的人传福音是： 
 a). 成熟的教会的工作。 
 b). 教会首要的工作。 
 c). 给少数教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