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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测验

在最佳答案上面圈。

1. 处理抱怨的关键是一一一。
a）倾听人诉说

b）请诉说者保持积极的态度

。关注未来

d）教导人们不去抱怨

2. 一一一告i府先们要祈求神的智慧。
a）马可福音

b）约翰福音

c）罗马书

d）雅各书

3. 牧师可以一一来预备人们参加教务会议。
a）在吃饭时与大家交通

b）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

c）讲关于顺服的道

d）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投票

4. 要保持教务会议的秩序，应该一一一。
a）只允许长老讲话

b）假定人们都会很礼貌

。印出会议议程

d）制定一些规则 ／纪律

5. 当牧师犯错误时， 他们应该首先一一一。
a）宽恕、他们所伤害的人

b）解释他们犯错的原因

c）承认他们犯了错误

d）口头上回顾省察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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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你想到自己的错误时，应该用什么短语代替如果？
a）对不起

b）下次

c）曾经
d）我祝愿

7. 失败是严厉但优秀的一一一。
a）老师

b）敌人

c）警官
d）学生

8. 如果牧师在会众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会众

会一一一。
a）把他们看作软弱的领袖

的对他们失去信任

c）请他们辞职

d）宽恕井接纳他们

9. 牧师应当像一一一一样服侍。
a）主人

b）经理人

c）仆人

d）顾客

10. 基督徒领袖应该效法一一一谦卑的典泪。
a）亚伯拉罕

b）耶稣

c）彼得

d）保罗



互动问题的答案－

这些解答其中有些可能来自本教材以外的信息。 这些问题旨在启发学生对课程内容进行反思，你的回答可以与
这些答案不同。

1. 在教会中什么事物会冒犯教会成员？

答案因人而异。

2. 说出作者被号！诱以抱怨、去回应的三种方式。

他被引诱去 (1 ）忽视抱怨； (2）为自己辩护并寻求支持： (3 ）辞职。

3. 以你自己的话总结列王纪上3:7-9中的裤告。

答案因人而异。

4. 牧师的无知给神怎样的机会？

赐给他智慧。

5. 为何箴言3:5-6与智慧有关？

它教导我们要依靠主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思考和管理。然后神会指引我们的生命。

6. 作者悔改并承诺了什么？

他坦白作为牧师的失败，并承诺服侍教会的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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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动问题的答案

7. 规则／纪律如何有利于牧师主持教会的会议？

答案可能因人而异。

8. 什么是智慧原则？

如果我们在行动前，寻求神的指引，他会赐给我们智慧。

9. 为什么作者与自己的密友同工是一个错误？

他忽视了神的引导，也忽视了以下这些警告信号： (1 ）他们的友谊削弱了作者作为主任牧师的权

威。 (2）他朋友成了领导，而不是主任牧师的助理同工。 (3 ）他朋友的私人问题影响了他的服

侍。

10. 比较 “ 如果．．．． ． ．就好了”和 “ 下次我就． ． ．．．．

“如果”聚焦于过去， “下次”专注于未来： “如果”强调我们的失败和懊悔， “下次”期盼我

们的成功并鼓舞我们。

11. 失败如何可以成为朋友， 而不是敌人？

失败可以教导我们许多功课，可以预备我们迎接未来的挑战。

12. 为要从失败中学习，我们必须做什么？

我们必须接受失败作我们的老师，从痛苦中走出来，检讨我们的错误，认识到失败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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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的答案一

13. 牧师应该如何向其会众道歉？

答案因人而异， 但应当包括诚实、坦率、谦卑和真诚的态度。

14. 为什么会众不会信任那些不承认错误的领袖？

15. 在马可福音10:35-40中， 你认为雅各和约翰关于宝座的思想来自何处？

来自他们世俗的思想和经验， 不是来自耶稣。

16. 约翰福音13:12-17 教导了什么道理？

答案因人而异。

17. 总结肺立比书2:3-8的教训。

答案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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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期末考试的说明

1. 所有结课考试必须闭卷。参加结课考试时，不允许使用任何材料或者外来帮助。你可以在WWW.

globaluniversity.edu 网站在线参加结课考试。如果不能上网，你可以索要一份纸版结课试题。如

果你选课时没有索要纸版结课试题，必须在准备参加考试前几周提交索取要求。

2. 按照准备单元进度测试 CUPE）的方式，复习准备结课考试。参考自学教材 CIST）前面的学习

方法检查表来获得进一步的复习提示。

3. 当你完成并在线提交结课考试后，你可以立即获得分数。在处理完你的服侍学习要求（SLR ） 汇

报表后，你最终的课程成绩单将电邮到你的环球大学（GU)学生电子邮箱中。

4. 如果你完成了纸版形式的考试，你要把结课试题、答题卷和你的服侍学习要求（SLR）汇报表发

送到庇哩亚圣经学院以便批改。你最终的课程成绩单将电邮到你GU的学生电子邮箱。如果你不

能上网，你的成绩将被发送到你的邮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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