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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21. 使徒行傳中第一個為主殉道的是□腓利 □雅各 □司提反。
姓名：

22. 在約帕有一個女徒，名叫□亞拿 □大比大 □百基拉，翻希臘話就是多加
（就是羚羊的意思）
；他廣行善事，多施賙濟。

一、作文題目：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請在作文紙答題，寫明題目並以藍或黑色原子筆正楷書寫，字數不得低於 800 字。滿分 100 分)

23. 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巴拿巴 □哥尼流 □亞居拉，是「意大利營」的百夫長。他是個虔誠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神。
24. 神對□彼得 □保羅 □約翰 說：
「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二、選擇題(請在本卷上以打 V 方式答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25. 眾人都默默無聲，聽巴拿巴和保羅述說神藉他們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蹟奇事。

1.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

他們住了聲，□彼得 □雅各 □約翰 就說：
「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

□君王 □先知 □祭司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2.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
□火燄 □鴿子 □雲彩降下，落在他身上。

三、問答題
(每題 5 分，共 50 分，請在答案紙上作答，題號需標明清楚、並以藍或黑色原子筆正楷書寫。)

3. 撒但就是 □迷惑 □邪惡 □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

1. 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意義為何？

4.

2. 耶穌如何勝過撒但的試探？

□清心的人 □虛心的人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5.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 □權利 □財利 □地位

的意思。

3. 「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其意義為何？

6.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 □義 □愛 □生命，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簡述你的瞭解。

7. 耶穌說：安息日是為 □神 □人 猶太人設立的。

5. 為什麼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8. 耶穌說：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凡褻瀆 □神 □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

6.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簡述你的瞭解。

永遠的罪。

7. 耶穌說：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簡述你的瞭解。

9. 彼得對耶穌說：
「拉比，我們在這裡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 □以利亞 □
大衛 □亞伯拉罕。
10.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 □心中 □腹中 □生命中

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請簡述你的認識與經驗。
9. 試申論「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

11. □彼得 □約翰 □腓力 找著拿但業，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
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12. 耶穌回答說：
「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 □六日 □七日 內要再建立起來。」
13.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火 □水 □油 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14. 在耶路撒冷，靠近□美門 □羊門 □金門 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旁邊有五個廊子；裡面
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
15. 耶穌看見□腓力□拿但業□約翰來，就指著他說：
「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16.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看，□三十 □四十 □五十天
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17. □逾越節 □五旬節 □初熟節 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
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18.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青年人 □壯年人 □老年人要做異夢。
19. 彼得說：
「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猶太人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 的名，叫你起來行
走！」
20.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五個 □七個 □十二個 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

10. 為什麼使徒們說：
「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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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將英文聖經翻中文(共 10 題，每題 5 分)：
1.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姓名：

※本測驗可攜帶中文和合版與英文 NIV 版聖經應試。
請在本卷上作答，並以藍或黑色原子筆正楷書寫，若不敷書寫可以用本卷背面作答，但須標明題號，並
整齊作答。每題 5 分共 100 分。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2. because the LORD disciplines those he loves, as a father the son he delights in.

一、請將中文聖經翻英文(共 10 題，每題 5 分)
1.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2.

我兒、惡人若引誘你、你不可隨從。

3.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5. May your fountain be blessed, and may you rejoice in the wife of your youth.

4.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義人的路。

6. Lift up your heads, O you gates; be lifted up, you ancient doors, that the King of glory may come in.

5.

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版上。

6.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

7.

我的

8.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或譯：居所）的。

9.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神，我的

3. Get wisdom, get understanding; do not forget my words or swerve from them.

4. Above all else, guard your heart, for it is the wellspring of life.

神的名。

神！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10.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7. Show me your ways, O LORD, teach me your paths.

8. All the ways of the LORD are loving and faithful for those who keep the demands of his covenant.

9. The LORD confides in those who fear him; he makes his covenant known to them.

10. I love the house where you live, O LORD, the place where your glory dwe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