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新浪潮神學院 
2014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試題 

作文與中文聖經測驗        姓名：                

 

一、作文題目：尋求 神的面與尋求 神的手 

(請在作文紙答題，寫明題目並以藍或黑色原子筆正楷書寫不得潦草，字數不得低於 800 字。滿分 100

分) 

 

 

二、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1. 耶穌的家譜裡沒有出現的人物是(1 章)？□他瑪 □喇合 □路得 □百基拉 

2. 耶穌的出生地是？□拿撒勒 □伯利恆 □耶利哥 □耶路撒冷 

3. 加略人猶大出賣耶穌所得的金錢是多少？□30 錢 □40 錢 □60 錢 □100 錢 

4. 耶穌帶到客西馬尼山禱告的門徒有幾位？□2 位 □3 位 □5 位 □12 位 

5.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除了主之外，另一個主指的是？□撒旦 □環境 □瑪門 □成功 

6. 『大利大，古米』是什麼意思？□神與我們同在 □閏女，起來 □我的主，我的神啊 □天國近了 

7. 各耳板是什麼意思？□感謝神 □認罪悔改 □平安 □供獻 

8. 耶穌對門徒們說復活之後要去的地方，指的是？□安提阿 □加利利 □撒瑪利亞 □約旦 

9. 亞歷山大和魯孚的父親，被勉強背著耶穌的十字架是誰？ 

古利奈人西門 □安得烈 □彼得 □馬勒古 

10. 耶穌死之前所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是什麼意思？ 

我的神！我的神我是個罪人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我的神！我的神你是我的主 

我的神！我的神請憐憫我 

11. 耶穌降生的時候，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的羅馬皇帝是？□亞古士督 □彼拉多 □尼祿 □亞歷山大 

12. 奉差向撒迦利亞報好信息的天使，因撒迦利亞不信成為啞巴直到這事成就，天使是？ 

米迦勒 □撒拉弗 □路西弗 □加百列 

13. 在路加福音的記載裡，第一個拜訪耶穌的是誰？□東方博士 □牧羊人 □西律王 

14. 撒該遇見耶穌的地方是？□伯利恆 □耶利哥 □撒瑪利亞 □耶路撒冷 

15. 耶穌死後，是個議士，為人善良公義，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安放在石頭鑿成的墳墓裏的人是誰？

□約瑟 □西門 □魯孚 □約翰 

16. 約翰福音的記載裡，耶穌在迦拿婚宴使水變為酒的神蹟，共有幾個石缸？□4 個 □5 個 □6 個□7 個 

17. 夜間來見耶穌的法利賽人是猶太人的官，名字是？□迦瑪列 □尼哥底母 □亞拿尼亞 □亞基帕王 

18. 門徒問耶穌說，生來是瞎眼的人的是因什麼罪，耶穌回答？□因為個人犯罪 □因為父母的緣故□為了彰顯

神的榮耀 □撒旦的作為 

19. 『我是真葡萄樹，(   )是栽培的人。』(   )裡是？□我父 □耶穌 □你們 □聖靈 

20. 在客尼馬園，彼得砍了大祭司的僕人的耳朵，他的名字是？□古烈 □猶推古 □馬勒古 □古利奈 

21. 『說：在未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

年人要做異夢。』這是引用舊約的哪一卷書？□約拿書 □以西結書 □約珥書 □以賽亞書 

22. 耶穌復活之後，代替加略人猶大的門徒是誰？□猶士都的約瑟 □馬提亞 □使徒保羅 □亞迦布 

23.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在美門醫好瘸腿的人幾歲？ 

□30 多歲 □40 多歲 □50 多歲 □60 歲 

24. 誰勸勉公會的人不要管傳福音的使徒？□該亞法 □迦瑪列 □非斯都 □彼拉多 

25. 什麼人抱怨教會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孤兒寡婦？ 

□說希伯來話的猶太人 □說希臘話的猶太人 □說希伯來話的外邦人 □說希臘話的外邦人 

 

三、簡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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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四福音書裡記載最多的天國的比喻是哪一卷？  

2. 四福音書裡引用最多舊約聖經是哪一卷？  

3. 聖經記載的耶穌的家譜裡，出現的女性有誰？ 

4. 使徒行傳 13:2  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          )和(        )，去做我召他們

所做的工。』請寫出(     )內的名字 

5. 使徒行傳 9:17─(         )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

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請寫出(     )內的名字 

6.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上了高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忽然有(          )、(            )向他們顯現，

同耶穌說話，請寫出(     )內的名字 

7. 約翰福音 19:20，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彼拉多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穌』，總共用了哪三個語言寫下？ 

8. 有一個埃提阿伯人，是個有大權的太監，上耶路撒冷禮拜，在回去的車上念先知以賽亞的書，誰受聖靈的引導

去同他談話，那太監就因信而受洗了？  

9. 哪一個強盜在逾越節代替耶穌而被釋放了？  

10. 寫下使徒行傳 1 章 8 節的經文？   



台灣新浪潮神學院 
2014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試題 

英文聖經翻譯測驗       姓名：                  

 

※本測驗可攜帶中文和合版與英文 NIV 版聖經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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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寫連寫體書寫者不予計

分。每題 5 分，20 題共 100 分。 

 

一、 請將中文聖經翻英文(共 10 題，每題 5 分)： 

1.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正直的路。 

2. 能聽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華所造的。 

3.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4. 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興。 

5. 耶和華啊，你已經看見了，求你不要閉口！主啊，求你不要遠離我！ 

6. 我的舌頭要終日論說你的公義，時常讚美你。 

7. 無論上流下流，富足貧窮，都當留心聽！ 

8. 見人發財、家室增榮的時候，你不要懼怕； 

9. 日頭月亮，你們要讚美他！放光的星宿，你們都要讚美他！ 

10.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們都要讚美他！ 

 

二、 請將英文聖經翻譯成中文(共 10 題，每題 5 分)： 

1. Do not forsake wisdom, and she will protect you; love her, and she will watch over you  

2. Do not swerve to the right or the left; keep your foot from evil 

3. The righteous man leads a blameless life; blessed are his children after him. 

4. Make plans by seeking advice; if you wage war, obtain guidance. 

5. The glory of young men is their strength, gray hair the splendor of the old. 

6. An evil man is snared by his own sin, but a righteous one can sing and be glad. 

7. Will give you thanks in the great assembly; among throngs of people I will praise you. 

8. Do not be overawed when a man grows rich, when the splendor of his house increases; 

9.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from the heavens, praise him in the heights above. 

10. young men and maidens, old men and children. Let them praise the name of the LORD, for his name alone is 

exalted; his splendor is abov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