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新浪潮神學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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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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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誕生的時間是在 (1)希律安提帕(2)居里扭(3)革老丟(4)該撒亞古士督做羅馬皇帝時。 

(   )2.「好心的撒瑪利亞人」比喻是在 (1)馬太福音(2)馬可福音(3)路加福音(4)約翰福音中記載。 

(   )3.符類福音中記載逾越節的次數有 (1)一(2)二(3)三(4)四次。 

(   )4.在四卷福音書中都有記載的神蹟是 (1)耶穌履海(2)五餅二魚(3)使拉撒路由死裡復活(4)醫治瞎子巴底買。 

(   )5.唯一有記載耶穌基督少年生活事蹟的是 (1)馬太福音(2)馬可福音(3)路加福音(4)約翰福音。 

(   )6. (1)西面(2)亞拿(3)撒迦利亞(4)馬利亞 說﹕“我心尊主為大，我的靈以救我的神為樂”。 

(   )7.馬太福音寫作的對象特別是針對 (1)羅馬人(2)希臘人(3)猶太人(4)以上皆非 

(   )8.彼得在 (1)加利利海邊(2)迦百農(3)耶路撒冷(4)該撒利亞腓利比境內對耶穌基督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

的兒子。 

(   )9.「浪子的比喻」是出自 (1)馬太福音(2)馬可福音(3)路加福音(4)約翰福音。 

(   )10.耶穌基督在加利利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 (1)使彼得網整船的魚(2)變水為酒(3)醫大臣之子(4)在迦百農趕鬼。 

(   )11.耶穌基督在雅各井旁對撒瑪利亞婦人談 (1)活水(2)重生(3)真光(4)天糧。 

(   )12.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將母親馬利亞交付 (1)馬可(2)施洗約翰(3)彼得(4)使徒約翰看顧。 

(   )13.在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因未見其復活而懷疑不信的門徒是 (1)猶大(2)馬太(3)多馬(4)拿但業。 

(   )14.耶穌基督是在 (1)聖殿中(2)約但河邊(3)耶利哥(4)橄欖山對門徒談及祂的降臨及世界末了的預兆。 

(   )15.初代教會第一位殉道者是 (1)雅各(2)司提反(3)腓利(4)尼哥底母。 

(   )16.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 (1)耶路撒冷(2)安提阿(3)加拉太(4)哥林多教會開始。 

(   )17. (1)大馬色路上異象(2)三層天經歷(3)馬其頓異象(4)以上皆非促使保羅越過愛琴海，將福音工作由亞洲推展

至歐洲。 

(   )18.保羅在歐洲所建立的第一間教會是 (1)以弗所教會(2)帖撒羅尼迦教會(3)哥林多教會(4)腓立比教會。 

(   )19.傳福音給埃提阿伯太監的是 (1)彼得(2)雅各(3)亞迦布(4)腓利。 

(   )20.使徒行傳十五章記載第一次耶路撒冷大會所討論的問題是(1)教會結黨紛爭(2)供給寡婦的需要(3)外邦信徒

行割禮，守摩西的律法(4)差派宣教士出去宣教之事。 

(   )21.有一位法利賽人夜訪耶穌，他是 (1)希律(2)尼哥底母(3)掃羅(4)迦瑪列。 

(   )22.四福音書裡誰說: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1)保羅(2)施洗約翰(3)約翰(4)馬可 

(   )23.是誰奉獻五餅二魚給耶穌顯了大神蹟，餵飽五千人? (1)一個男人(2)一個女人(3)一個小孩(4)一位老人。 

(   )24.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到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這句話是誰對主說的。(1)雅各 (2)猶大(3)彼得(4)

馬太。 

(   )25.耶穌來到拿撒勒，在安息日時上台唸一段聖經，那是什麼書卷?(1)以西結書(2)以賽亞書(3)耶利米書(4)但以理

書。 

 

三、簡答題(共 50 分並以藍或黑色原子筆正楷書寫。) 

1.耶穌所揀選十二使徒中的名字（可 3:16-19），除了西門‧彼得、腓力、安得烈、西庇太的 

 兒子雅各和約翰、加略人猶大、巴多羅買以外，還有哪五位？ (10 分) 

 

 

 

2.耶穌以撒種的比喻來說明有四種土壤，請寫出有哪四種? (8 分) 

 

 

 

3.施洗約翰在馬可福音中的角色是什麼？(4 分) 

 

 

 

4.耶穌所說最大的誡命是什麼？(4 分) 

 

 

 

5.請寫出約翰福音裡，耶穌所行的七個神蹟? (14 分) 

 

 

 

6.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______________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 

 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______________，按著聖靈所賜的口 

 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 2~4 (4 分) 

 

7.耶穌對她說：『_________在我，_________也在我；____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十一 25 (6 分) 

   



台灣新浪潮神學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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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2. 至於我，我要求告神；耶和華必拯救我。 

3. 耶和華本為大，在我們神的城中，在他的聖山上，該受大讚美。 

4. 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裡滿有恩惠，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5.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 

6. 我兒，要留心我智慧的話語，側耳聽我聰明的言詞， 

7. 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8. 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那驕傲、狂妄並惡道，以及乖謬的口，都為我所恨惡。 

9. 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10.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二、 請將英文聖經翻譯成中文(共 10 題，每題 5 分)： 

1. Arise, O LORD, in your anger; rise up against the rage of my enemies. Awake, my God; decree justice. 

2. You hear, O LORD, the desire of the afflicted; you encourage them, and you listen to their cry, 

3. As we have heard, so have we seen in the city of the LORD Almighty, in the city of our God: God makes her secure 
forever. Selah 

4. To fear the LORD is to hate evil; I hate pride and arrogance, evil behavior and pervers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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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Do not boast about tomorrow, for you do not know what a day may bring forth. 

7. A man's pride brings him low, but a man of lowly spirit gains honor. 

8. Cast your cares on the LORD and he will sustain you; he will never let the righteous fall. 

9. My mouth will speak words of wisdom; the utterance from my heart will give understanding. 

10.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on his law he meditates day and n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