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和家庭
学生单元报告和答题纸

学生单元报告说明

当您完成了每一个单元的学习，请填写该单元的学生报告答题纸。
注意一次完成一个单元的测试即可。 每单元测试完成以后，请立即向
您的ICI指导老师或当地ICI办公室递交您的答题纸。

以下是指导说明，告诉您每道题如何回答。
 
样例

每道题都只有一个最佳答案，请将您所选择的答案在空格处涂黑。

1、重生的含义是
a) 变年轻了。
b) 接受耶稣做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正确答案是b) 接受耶稣做救主，因此您应该把“b”涂黑，就像这样：

1. 

按照以上样例的示范，先阅读学生报告上的问题，在答题纸上面
标记您的答案。然后，就像样例中显示的那样，将您选择的答案（a，b
或c）的空格处涂黑。

a c



注意：请务必确认答案纸上您所涂黑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和 下面每一
题的序号，是否一致。

1、 至今地球上，在罪入了世界以先，唯一的体制形态是：
 a) 政府。
 b) 婚姻。
 c) 教育。

2、 婚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它是：
 a)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连结。
 b) 友情的供应。
 c) 劳动分工。

3、 神的话语显明婚姻的神圣性，是通过强调：
 a) 当一个男人贪恋别人的妻子时，这个男人是不会犯奸淫的。
 b) 当地的习俗认为婚姻应当白头到老。
 c) 一个已婚的人不可贪恋别人的配偶，也不可犯奸淫。

4、 男人和女人的性欲使他们彼此吸引，这种性欲来自于：
 a) 神。
 b) 这个世界。
 c) 撒旦。

5、 神期望我们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不犯淫乱，是为了表明 
 尊重我们的：
 a) 父母。
 b) 朋友。
 c)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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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下哪个陈述是正确的？
 a) 基督徒不会被试探控制。
 b) 神已经赐给基督徒胜过试探的能力。
 c) 基督徒胜过试探是靠着意志力。

7、 约瑟是男人们的榜样，因为他：
 a) 没有被情欲引诱。
 b) 逃离了试探。
 c) 在试探面前屈服了。

8、 选择配偶极其重要，因为您的配偶将会：
 a) 是您一生的伴侣。
 b) 反映您的社会地位。
 c) 弥补您的不足。

9、 圣经中拣选配偶的标准，焦点在于：
 a) 唯一的要求是，基督徒必须和基督徒结婚。
 b) 与基督徒结婚，并且与对方有类似的背景。
 c) 在圣经真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一致，并且对方必须是基督徒。

10、选择配偶时，最需要考虑的是对方的：
 a) 年龄、所受的教育、才能。
 b) 成熟程度、外表、社会地位。
 c) 品格、习惯、爱好。

11、为人终生伴侣最需要的是：
 a) 信任和宽恕的心态。
 b) 受过教育和社会威望。
 c) 美丽和财富。



12、神对寻找配偶的人的带领方式，往往类似于路得和波阿斯的情 
 形，也就是通过：
 a) 父母、其他长者或更有经验之人的忠告。
 b) 异梦启示某个人。
 c) 两个人身体情欲上非常强烈的相互吸引。

13、一个人在选择婚姻伴侣时是在寻求某种爱，就是所选择的那个 
 人，必须让他或她感觉：
 a) 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激动。
 b) 彼此相属。
 c) 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14、人在选择配偶时，会有出自于神的旨意的确据，当他或她
 a) 灵里感觉很平安。
 b) 发现对方拥有所有美好的品格。
 c) 同意与任何合己意的基督徒结婚。

15、结婚之前的订婚阶段是时间上的验证：
 a) 查验所选择的伴侣是否是基督徒。
 b) 查验彼此性的亲密关系上的协调性。
 c) 观察对方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调整。

16、订婚习俗对于基督徒伴侣来说是某种绊脚石，如果这种习俗：
 a) 是轻松愉快的。
 b) 是羞辱神的。
 c) 需要一个庆祝仪式。



17、订婚后的伴侣事实上“结婚”应当包括：
 a) 满足当地的的各项规定要求，同时举办基督徒婚礼仪式。
 b) 只在教会中举行婚礼仪式，如果二人都是基督徒的话。
 c) 只按照当地的仪式举行，以便节约开支用。

18、家的重要性在于：
 a) 为孩子的出生和成长预备了一个环境。
 b) 对父母品格的培养形成某种影响。
 c) 反映了当地社区的价值观。

19、结婚之后的必要调整包括：
 a) 不再从各自的父母那里接受更多的劝告。
 b) 赋予丈夫百分之百的责任去管钱。
 c) 思维方式从“什么对我最好？”转变为 “什么对我们最好？”

20、家庭崇拜开始的时间应当是：
 a) 夫妻刚刚步入婚姻的时候。
 b) 孩子懂事之后。
 c) 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第一单元测试结束。请暂停答题，并将学生报告第一单元的答题
纸，提交给您的指导老师，然后继续第二单元的学习。



注意：请务必确认答案纸上您所涂黑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和 下面每一
题的序号，是否一致。

1、 神赋予丈夫的天职是：
 a) 对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向神交账。
 b) 在家庭中施行绝对的权威。
 c) 向家人隐藏自己的缺点。

2、 丈夫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表达对妻子无私的爱：
 a) 赞美她的烹饪手艺。
 b) 在妻子受伤的时候，感同身受。
 c) 要求她顺服他。

3、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以下这种关系的榜样：
 a)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b) 母亲和孩子的关系。
 c) 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4、 当丈夫和妻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应当：
 a) 一起祷告，共同面对所遇到的问题。
 b) 忽略这个问题，问题自然就会消失的。
 c) 先到父母那里寻求指引。

5、 圣经教导我们，丈夫做以下事情是他当尽的本分：
 a) 供应家庭物质方面的需要。
 b) 供应家庭属灵方面的需要。
 c) 供应家庭物质方面和属灵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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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妻子爱自己的丈夫并且尊敬他，那么她就必：
 a) 经常纠正他的错误。
 b) 甘心乐意地顺从他。
 c) 随时随地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7、 妻子可以通过...来使丈夫享受家庭生活。
 a) 欢喜快乐尽好为人妻之责。
 b) 与那些比自己生活条件好的人做比较。
 c) 即使借债，也要购置昂贵的家具。

8、 妻子首要的职责是：
 a) 使家充满快乐。
 b) 保持自己的容颜美丽。
 c) 帮助丈夫供应家庭的需要。

9、 摩西、撒母耳和提摩太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a) 都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
 b) 都有领导他人的才能。
 c) 都被敬虔的母亲影响。

10、那些除家事以外还在外面工作的妻子必须： 
 a) 有超人的能量和智慧。
 b) 在丈夫的帮助下，把家里一切安排好。
 c) 继续承担所有的家务责任。

11、神对那些顺服的孩子有什么应许呢？
 a) 幸福
 b) 进天堂
 c) 长寿



12、孩子在家中帮助父母做家务，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去
 a) 使他们的悖逆得到规正。
 b) 增加父母的家务重担。
 c) 帮助他们从小就承担责任。

13、孩子被鼓励接受基督做救主，应在
 a) 一旦孩子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
 b) 孩子接受了足够的圣经真理培训之后。
 iv) 他们学会说话、并且可以重复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

14、人们学习敬拜神，应
 a) 在十几岁的时候。
 b) 在幼年时代。
 c) 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

15、如果您的父母不是基督徒，那么您应当：
 a) 考虑脱离他们的监管权。
 b) 在任何情形之中都要顺服他们。
 c) 除非他们让您违背神，否则您都要顺服他们。

16、为了尽好爱孩子的责任，父母必须持有这样的态度：
 a) 神必须知道祂正在做什么。
 b) 孩子是神所赐的礼物。
 c) 施比受更为有福。

17、父母在家中训练孩子，应从以下时间开始：
 a) 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b) 孩子六岁的时候。
 c) 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18、管教孩子是如此重要，因此父母需要： 
 a) 惩罚孩子。甚至哪怕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错。
 b) 怀着一颗爱心来规正自己的孩子。
 c) 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严格地约束自己。

19、满足一个家庭所需要的爱、信实、饶恕和祷告，可以通过：
 a) 定期沟通。
 b) 家庭崇拜。
 c) 个人灵修。

20、供应孩子灵性上的需求，可以极大地保护家人免于属灵的灾难，父 
 母可以通过
 a) 管教他们。
 b) 孩童奉献。
 c) 家庭崇拜。

第二单元测试结束。请将学生报告第二单元的答题纸提交给您的
ICI指导老师。现在您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学习，请您的指导老师推荐
给您其他课程的学习。



婚姻和家庭

CL 6260

第一单元答题纸。请填写以下的表格：

你的名字：
你的ICI学生代码：    (如果你不知道，可以不用填写)
你的收信地址：
城市：         省份：
邮政编码：        国家：

年龄：          性别：
职业：
你的家庭中有几口人？
你在学校学习过几年的时间？
如果你已经是教会中的成员，你们教会的名字是什么？
你在教会中承担什么服侍？

你是如何学习这个课程的？
单独学习：   在一个小组中学习：
除了本课程之外，你学习过什么其它的ICI课程？

请将本页剪下，提交给您的ICI导师。
请回答本页背面的所有问题。



请将正确的答案在空格处涂黑。
1.   8.   15  
2.   9.   16.
3.   10.   17. 
4.   11.   18.
5.   12.   19.
6.   13.   20.
7.   14.  

a b c

a b c

a b c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第1单元答题纸

若有任何相关本课程的问题，需要向指导老师提问，请写在这里：

现在请再检查一遍您的答题纸，确认您已经回答了所有问题，没
有任何遗漏。然后把答题纸提交给您的指导老师，或当地的ICI办公
室。地址应该在本书的第二页。

仅供ICI办公室使用

日期：                    分数：                    

基督徒生活系列



婚姻和家庭
第二单元答题纸

CL 6260

请填写以下的表格：

你的名字：
你的ICI学生代码：            (如果你不知道，可以不用填写)
你的收信地址：
城市：                                  省份： 
邮政编码：
国家：

我希望了解更多信息：

您当地的ICI办公室，会很高兴为您提供更多课程及其费用的信息， 
请在以下空白处，填写您需要了解的信息。

请翻到本页背面，按要求回答问题。



第2单元答题纸

请将正确的答案涂黑。
1.   8.   15  
2.   9.   16.
3.   10.   17. 
4.   11.   18.
5.   12.   19.
6.   13.   20.
7.   14.  

a b c

a b c

a b c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若有任何相关本课程的问题，需要向指导老师提问，请写在这里：

祝贺您！

您已经修完了这一课程，我们很高兴有您这个学生，同时也希望
您参与更多ICI的课程的学习。请将学生报告答题纸递交给您的指导老
师，也可以递交给您当地的ICI办公室。我们检查答案后，会把本课程的
结业证书发给您，本课程属于您ICI学习系列的一个部分。

您愿意您的名字如何显示在您的结业证书上，请在下面空格中打
印出来。

姓名：

仅供ICI办公室使用

日期：                    分数：                    

基督徒生活系列



请将本页剪下，发送给您的ICI导师。

婚姻和家庭  CL6260

我的决定和我的需求

学完这个课程之后，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我现在把这个有我的签名和地址的单张交回ICI办公室，主要出于
两个原因：一是证明我对基督的信靠；二是我需要更多的资料，帮助我
属灵生命成长。

姓名：
地址：
城市/省份：          邮政编码：
签名：



服侍是我们表达对上帝的爱的一种方式，ICI系列课程能装备您更
好地服侍别人。

使用我们的课程，能够帮助您培养一种有规律的圣经学习习惯，
使您更多地认识属灵的真理。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服侍上帝，我们建议您注册以下的课程，这些课
程是由我们的“基督徒事工部”提供的。

以下是基督徒事工部提供的一些课程：

成熟的基督徒
国度、权柄和荣耀
真理的房角石
服事的教会
属灵的恩赐
解决一生的大问题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课程信息，或者想知道如何注册这些课程，
请洽询您当地的ICI导师。

谁愿意为首
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