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浪潮神學院
2015學年度碩⼠班入學試題
作⽂與中⽂聖經測驗

姓名：

。

⼀、作⽂題⽬：道成⾁身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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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填充題(每題3分，共45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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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清⼼的⼈ □虛⼼的⼈ □溫柔的⼈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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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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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耶穌說：安息⽇是為 □神 □⼈ □猶太⼈設⽴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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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當永遠的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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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
⼈必因（

），以致於（

）。如經上所記：「義

）得⽣。」

9. 原來，神的（

）從天上顯明在⼀切不虔不義的⼈身上，就是那些⾏不義阻擋真理的⼈。

10. 惟有裏⾯作的，纔是真猶太⼈︔真割禮也是（

），在乎靈，不在乎儀⽂。這⼈的稱讚不

是從⼈來的，乃是從神來的。
11.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

），連⼀個也沒有。沒有明⽩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

⼀同變為無⽤。沒有（

），連⼀個也沒有。

12. 因為世⼈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
（

）。

13. 神設⽴耶穌作（

），是憑著耶穌的⾎，藉著⼈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忍耐的⼼

寬容⼈先時所犯的罪，
14. 既是這樣，那裏能誇⼜呢︖沒有可誇的了。⽤何法沒有的呢︖是⽤⽴功之法嗎︖不是，乃⽤（
）。
15.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
上所記：「我已經⽴你作多國的⽗。」

）、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前作我們世⼈的⽗。如經

三、問答題
(共10題，每題5.5分，共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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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意義為何︖

2. 耶穌如何勝過撒但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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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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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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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神賜下律法的⽬的與功⽤是什麼︖

7. 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
至於成聖。試簡述其意。

8. 因為隨從⾁體的⼈體貼⾁體的事，隨從聖靈的⼈體貼聖靈的事。
什麼叫做體貼聖靈的事︖

9.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叫愛神的⼈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試簡述其意。

10. 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試簡述你的領受。

台灣新浪潮神學院
2015學年度碩⼠班入學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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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答案卷上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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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便為有福！
2.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的道路︔惡⼈的道路卻必滅亡。
3.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
4. 你使我⼼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
5.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6. 我要⼀⼼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切奇妙的作為。
7. 我⼼裡湧出美辭︔我論到我為王做的事，我的⾆頭是快⼿筆。
8.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9.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
10.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使我裏⾯重新有正直的靈。
⼆. 請將英⽂聖經翻譯成中⽂(共10題，每題5分)：
1. For the lips of a strange woman drop as an honeycomb, and her mouth is smoother than oil.
2. May your fountain be blessed, and may you rejoice in the wife of your youth.
3. Go to the ant, thou sluggard; consider her ways, and be wise.
4. For these commands are a lamp, this teaching is a light, and the corrections of discipline are the way to
life,
5. For wisdom is better than rubies;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may be desired are not to be compared to it.
6. Blessed is the man who listens to me, watching daily at my doors, waiting at my doorway. For whoever
finds me finds life and receives favor from the LORD..
7. Take the garment of one who puts up security for a stranger; hold it in pledge if he does it for a wayward
woman.
8. The crucible for silver and the furnace for gold, but man is tested by the praise he receives.
9. He who trusts in himself is a fool, but he who walks in wisdom is kept safe.
10. Where there is no revelation, the people cast off restraint; but blessed is he who keeps the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