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工人操守
第一课
1. 什么是操守？
a. 平时的品行志节
b. 人的品德和气节 c. 基督工人的高尚风范 d. 以上皆是
2. 基督工人的操守是？
a. 像一个基督的工人 b. 言行能作信徒的榜样 c. 效法基督，谨慎自守 d. 以上皆是
3. 什么是建立操守的重要指标？
a. 谨慎

b. 警醒

c. 追求

d. 自律

第二课
1. 不健康的自我形象会影响什么？
a. 事奉 b. 生活 c.人际关系 d. 以上皆是
2. 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建基于？
a. 新的身份-神的儿女
c. 新的权柄-神赐的能力
b. 新的价值-基督为我舍命
d. 新的标准：别人的评价
3. 保罗的自我形象？
a. 对罪的体认深刻，但不贬低人的价值
b. 看到自己是罪人，但同时因罪得赦免而感恩
c. 两个律的争战是真实的，但基督必然得胜
d. 过往是罪魁，今天因神的恩典是新造的人
e. 以上皆是
第三课
1. 被圣灵充满的方法不包括？
a. 自我省察，尽力克制自己的欲望
c. 完全顺服神
b. 承认所有自知的罪恶
d. 祈求圣灵充满
2. 会影响个性的因素中，不正确的是？
a. 生理
b. 遗传 c. 后天的更新 d.伦理道德
3. 关于气质，不正确的说法是？
a. 天生气质有好坏之分，有些人的气质比较好，有些人有很多需要改进
b. 每个人都有主要气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掺入其他气质
c. 重生的人可让圣灵工作，能抑制缺点，发挥优点
d. 不同的气质有不同方面的比较擅长的工作
第四课
1. 行为模式基于两个重要的线路，下面哪一个选项不正确？
a. 步调
b. 优先顺序
c. 心情好坏

2. 每一种认识自我的理论和方法，若不以_________的态度去检讨，就不会改善。
a. 谦卑
b. 持续
c. 谦卑和持续
d. 欣赏
3. 成熟的追求是人的责任，但成长的结果是________?
a. 看各人努力的程度决定
b. 神的工作
c. 看人要不要负责人
第五课
1. 本课介绍了圣灵改变性格的实例，有哪几个方面？
a. 心态和习惯的改变
d. 行为的改变
b. 将恨变为爱
e. 开启并提升人的心灵
c. 以上皆是
2. 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改掉我们的一些不好的嗜好，包括？
a. 不良习惯
c. 时间安排
b. 娱乐和运动
d. 幽默感
3. 关于信主，只要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心态会得到改变，选项中不正确的是？
a. 心态会改变
c. 习惯会改变
b. 行为会改变
d. 对人的恨没有办法
第六课
1. 关于父爱的残缺，我们需要处理的是？
a. 父亲缺位的伤害
d. 缺乏男子汉愿景的伤害
b. 过分依赖母亲的伤害
e. 心灵的伤害
c. 长久孤单的伤害
f. 以上皆是
2. 处理母亲越位的残缺，我们有可能需要处理的状况是？
a. 忽略型的；受伤害的脆弱型，缺乏安全感的母亲
b. 男孩子长大变得操纵和命令妇女
c. 男孩子变得被动没有主见
d. 以上皆有可能
3. 家庭的背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我们要记得的事情不包括？
a. 人有软弱，但神的恩典够用
b. 人有过失和犯罪，但神掌管一切是万事互相效力
c. 父母培养子女的责任，要向神交账
d. 不尽责的后果，父母都交给神就好了
第七课
1. 神设立家庭是为了？
a. 使人的生命有健康的成长
b. 使人体会爱
c. 以基督为一家之主，荣耀神

d. 以上皆是
2. 我们要一直清楚的有意识的去努力，才能除去往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过去包括？
a. 成长的历程
c. 人际关系中发生的故事
b. 家庭的环境
d. 社会的发展
e. 以上皆是
3. 关于父亲缺位的治疗不正确的看法是？
a. 肯定儿子的潜质和优点
b. 考虑原谅，积极与父亲和好
c. 要抓紧，等儿女成年，就没有办法治愈了
d. 儿子可以带着冒险的精神去查验父亲的爱，很多父亲犯错，但爱仍然存在
第八课
1. 基督工人的夫妻关系，下面不正确的选项？
a. 神所设立，一生一世
b. 终身伴侣，不合即散
b. 彼此顺服，恩慈相待，共建家园
d. 同心事奉，爱里成长，坦诚沟通
2. 关于夫妻间的坦诚沟通，不正确的说法是？
a. 配偶是最好的聆听者，守望者，支持者
b. 每星期至少要有一段坦诚沟通的时间
c. 所经历的事，内心的挣扎和忧虑，要交托给主，不要让配偶担心，压力大
d. 夫妻要留心，千万不要单有焦点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彼此的沟通
3. 关于婚姻这个话题，要注意的事项中，不正确的说法是？
a. 最配偶的要保护配偶，为配偶守望，也避免把自己放在试探中
b. 如果配偶未信主，觉得没有希望了，我们就由他任意而行，必要刻意分居
c. 不可以与不信的人结为夫妻
d. 单身的与其苦苦的等待，要好好的享受单身生活，专心事奉
第九课
1. 治疗灵命枯干的原则中，下列哪一个选项不正确？
a. 灵命枯干的工人，需要包容与接纳，才有心灵空间去处理这个属灵疾病
b. 他们需要成熟的同工作为聆听者，把心中的郁结抒发出来
c. 唯有重新定睛在神身上，重拾异象与使命，才能叫灵命枯干的工人重新振作
d. 要休息，放假，做一些其他的行业
2. 预防灵命枯干/耗尽有什么好的提示？
a. 认定自己的责任/目标与使命
b. 不拖延，不过分追求完美，避免因积累工作而加重压力
c. 学习与别人分担责任
d. 常常评估自己所作的，将自己的事奉交托给主
e. 留意身体所发出的信号
3. 灵命枯干/耗尽是一种疲乏/受挫/沮丧的光景。有 3 种因素会导致灵命枯干/耗尽，
下面的选项中哪一项不是？

a.
b.
c.
d.

角色冲突：一个人担负起太多的角色
角色过重：没有与人设立应有的界限
角色模糊：没有把自己的优先次序掌握好
角色扮演：在那个位置上忘我而失去自我

第十课
1. 信仰与生活结合的表现有哪些？
a. 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这言语是指教导。
b. 教训人或平常谈话的言辞，都要与福音真道相符
c. 生活的态度，爱心的表现，不管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仍然关怀别人
d. 信心的表现，对基督的忠诚
e. 清洁的表现，分别为圣的生活
f. 以上皆是
2. 信仰与生活结合的效果？
a. 感到压力太大
b. 得享安息
c. 得人们 的称赞
第十一课
1. 基督工人的摆上包括什么？
a. 奉献的继续
e. 当兵者的操守
b. 爱神多于爱家人
f. 为使命有放弃爱情的觉悟
c. 教会的印证
g. 信心的摆上，继续对神委身
d. 神学的装备
2. 下面的选项中，关于基督工人的追求中，不正确的是？
a. 你做好事，别人说你是为自己打算，但还是要做好事
b. 今天成立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但还是要行善
c. 你帮人的时候，会出现好心无好报，所以那种人不要再帮
d. 你多年建立的成就，极有可能毁于一旦，但还是要建设
3. 在事奉岗位上合乎主用，下面那一点不正确？
a. 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才能被主使用
b. 竭力讨主喜悦，作无愧的工人
c. 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d. 讲道的人必须对真理有认识，才可带领信徒进到水深之处
第十二课
1. 关于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不正确的是？
a. 要对上司表现尊重与顺从的态度
b. 主人要有爱心，不可威吓他，要先求别人的益处
c. 要顺服制度，顺服掌权的，不用去分辨对错

d. 要守法，要做衷心的工人
2. 基督工人的社交圈子，下列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 健康的社交圈子，与人维持良好的关系，叫人知道信耶稣的改变
b. 为了信徒的益处，工人要注意在教会中的名声，在其他地方可以放松一些
c. 婚礼和丧礼的参与应积极和正面
d. 基督徒应该多从不信亲友的婚礼参与去建立友情和见证
3. 关于基督工人的职业操守不正确的是？
a. 尽责：把工作做好
b. 准时：上下班准时，必要时超时
c. 隐私：有关私人的资料和情况，应该保密
d. 爱心：关心同工，帮助别人
e. 诚实：不做假，如果觉得在保护对方，可以说谎。
第十三课
1. 关于基督工人要逃避淫行的教导，下面说法不正确的是？
a. 立志保守自己一清洁的心服事神
b. 积极增进与家人的亲密关系
c. 牧师可以与异性单独协谈，
d. 逃跑
2. 关于基督工人的社会服务，下面观点错误的是？
a. 以团体的力量去帮助人，关心他人的真正需要
b. 个人平时的捐助
c. 乐善好施，在能力范围内帮助有缺乏的人
d. 按自己的能力，随时作社会良心的出口，为基层人士获取公平公义的待遇
e. 基督工人应该先顾好教会内部的事情，社会的需要只能为他们祷告
3. 基督工人要在日常生活中尽诸般的方法吸引人到神的面前，包括？
a. 在爱人如己的功课上多多操练
b. 诚实待人，为福音的缘故，甘为他人走多一步
c. 怀着喜乐满足的心，活出基督的样式
d. 好的教外名声，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主
e. 以上皆是
第十四课
1. 一个理想的团队，同工之间的应该是？
a. 事工上的同工
d. 有重担互相担当
b. 灵命上的支援
e. 属灵上的知己
c. 主里同负一轭
f. 以上皆是
2. 基督工人的属灵权柄来自?
a. 忠心，敬虔，恩赐与 爱心

b. 工人的操守
c. 会友的爱戴和肯定
d. 以上皆正确
3. 关于教会的权利问责，不正确的说法是？
a. 有民主，不应有“一言堂”的存在
b. 有执事会，根据圣经原则订制执事的资格/选举方法/按立制度
c. 有治会章程，按客观/具体的规则管理教会事务
d. 虽有长老们的商讨，可是还是要尊重牧师的意见，有牧师做最终的决定
第十五课
1. 关于执事会的运作，不正确的是？
a. 让耶稣成为元首
d.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b. 主任与主席应该专横
e. 堂主任/头羊/法人 均在执事会中参与
c. 执事会中属灵事工及行政分权
f. 谦卑合一的事奉，工人必更受别人尊重
2. 保罗看重合一的事奉，他在以弗所书里劝勉教会，下面说法最完整的是？
a. 蒙召的人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b.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c. 用爱心彼此联络
d.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e. 综合以上的答案
3. 教会中出现问题时，需要留意的原则不包括？
a. 德高望重的同工：听取会议意见
b. 要注重大多数的意见，弱势群体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
c. 会众要有反应意见的机会和管道
d. 坚持牧养教导和布道
e. 有健康的工人，就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第十六课
1. 主内肢体的相处之道，包括？
a. 切实相爱
d. 建立属灵知己
b. 主里合一
c. 化敌为友
c. 彼此劝勉
d. 以上皆是
2. 圣经中属灵知己的例子，不包括？
a. 约拿单和大卫
c. 彼得和雅各/约翰
b. 保罗和巴拿巴

d. 亚拿尼亚和撒非喇

第十七课
1. 领袖们的相处之道，不包括？

a. 建立队工，友谊关系
b. 重要会议前的私下沟通，多一点祷告
c. 消除牧者与长执之别，并确立牧者与长执的按立制度
d. 观察对方的长处与缺点，与同工共享，小心防范
2. 工人的追求中不包括？
a. 品格要成熟进步
d. 与人沟通要和品
b. 生命要谦卑忍耐
e. 努力祷告，求主赐下合一的心
c. 与人接触要有爱心
f. 坚持领袖的意见，合一是原则之后的选择
3. 今日中国教会应坚守的原则
a. 坚持耶稣为首的教会
c. 坚持简朴生活
b. 坚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d. 坚持牧者的权威和决定权
第十八课
1. 基督工人应该谨防哪些陷阱？
a. 以物质建立安全感
d. 以肉体放纵来自我满足
b. 以控制他人建立成就感
e. 以自满自足来面对事奉
c. 一胜过别人来显耀能力
f. 以上皆包括在内
2. 基督工人建立与异性的界限时，不正确的是？
a. 保持安全距离，不单独共处一室
b. 鼓励安慰对方，不应有身体接触
c. 对与配偶分享与异性的工作，辅导情况，配偶成为工人的保护
d. 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够把持住界限，就可以像关怀同性一样，关怀异性
3. 基督工人在谨防骄傲的方面，不正确的是？
a. 认定不是靠自己的才干，而是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
b. 愿意聆听其他人的意见，甘心配搭事奉，不求突出自己
c. 事奉有效果时，沾沾自喜，觉得非常喜乐
d. 目的是为了教会整体的好处
第十九课
1. 社会上的“假大空”现象是什么？
a. 撒谎
b. 夸大
c. 说空话
d. 以上皆是
2. 关于谎言，不正确的说法是？
a. 善意的谎言是没有问题的，神看我们的内心
b. 谎言和不诚实的行为都是出于诡诈
c. 事奉主的人要谨慎说话
d. 一个人在小事上说谎，大事上也会不诚实
3. 对于用爱心说诚实话的道理，不正确的是？
a. 不能只讲爱心而不诚实
b. 不能单单诚实而不讲爱心

c. 爱心和诚实需要平衡
d. 只要用爱心和诚实，对方的感受并不是很重要
第二十课
1. 基督工人在信实这方面的装备中，要注意的是？
a. 教会的圣工或是单位的工作，若有责任，就当勤恳尽力，妥善完成
b. 基督工人无论作什么，都是为主作的，都要尽力做到最好
c. 要忠心
d. 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就好
2. 基督工人要公私分明，需要在哪些方面注意？
a. 不占用单位的物件
b. 不占用单位的时间
c. 不占用单位的资源
d. 悔改与补偿
e. 以上皆是
第二十一课
1. 圣经中关于简朴生活的例子，不包括？
a. 以色列人在旷野
b. 攻打艾地的失败
c. 大卫作王时犯罪
d. 门徒舍不得浇在主耶稣头上的香膏
2. 关于简朴生活的教导，完整的表述是？
a. 主祷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b. 撇下世界：门徒学习撇下渔网；巴拿巴把一切全奉献
c. 知足：不论处卑贱，处丰富，或有余或缺乏，都可以知足
d. 机动性：因没有太多的金钱，没有物业，宣教士可以随时为主奔跑
e. 属灵能力：以利亚，施洗约翰，保罗都是生活简朴，简洁，且有祷告
力量的人，圣灵就大大动工。
f.

以上皆是

第二十二课
1. 关于信心不正确的是？
a. 信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与他的话（圣经）
b. 信心是一种关系：与神的关系，为他而活，为他作工
c. 信心是一种坚忍：不求即时效果
d. 信心是一种冒险
e. 信心是一种态度：厌世

第二十三课
1. 讲员应邀讲道，以下应注意的事项中不正确的是？
a. 在自己教会，自己 讲道之余要发掘年轻有恩赐的信徒，给予机会
b. 若是将道同工之一，顺服带领同工的安排，不比较，作好份内事
c. 若是到其他堂点讲道，应在答应邀请开始就好好祷告预备
d. 若邀请的教会是信仰脱离圣经，有异端倾向，应去以真理挽回
2. 应邀去其他教会讲道时，应注意的事项中不正确的是？
a. 讲道中如要指正罪过，一定要以爱心和饶恕作主要信息
b. 与该教会带领人以理相待
c. 以基督的安慰和神话语的盼望来激励信徒
d. 信徒在聚会后有信仰疑难，应以真道为首要考量，该教会立场不
重要
3. 关于讲道的预备与传讲，下面错误的选项是？
a. 讲道的信息以会众的属灵需要为起点
b. 讲道信息以圣经的真理为基础
c. 讲道越长讲的越清楚，时间不是问题，内容更加重要
d. 圣经真理是绝对的，但人的讲解和知识有限，所以要谦卑，给会
友持反对意见的空间。
第二十四课
1. 根据罗马书 12：1-2 节，我们看到委身的必须性，下面错误的是？
a. 委身是理所当然的
b. 把自己献给义或献给罪，没有中间路线
c. 委身是神命令我们的，神需要我们委身与他，显出祂的伟大
d. 委身的态度：全然摆上给主
2. 根据罗马书 12：11，关于委身的事奉，不正确的说法是？
a. 殷勤：休息和殷勤事奉要取得平衡，要有深度，殷勤不等于忙碌
b. 火热：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要想保罗立志总要救一些人
c. 委身的人，对神有信心，对人有勇气。用爱心说诚实话，不管对
方感受，因为真理才是最重要的
d. 服侍主，服侍人。
3. 关于委身的装备，不正确的说法是？
a. 要有神学知识，圣经知识和普通常识。
b. 生命操练
c. 恩赐各有不同，要去其他肢体互相联络，运用并挑旺恩赐服侍神
d. 委身与神，明白圣经就好，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