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课测试题答案 

 

1. 对于圣经而言，“正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是标尺或标准，用以确定哪些文本是上帝所启示的真道。 

2. 请列出确立旧约正典的三个标准。 

 作者有作先知的恩赐。 

 书卷是写给历世历代的。 

 书卷信息与先前的启示不冲突。 

3. 拉比把希伯来圣经分成哪三部分。 

 律法   先知书   作品集  

4. 请列出基督徒把旧约经卷分成哪五部分。 

 五经   历史书   诗歌智慧书 

 大先知书  小先知书 

5. “上帝的默示”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 

 “上帝所呼出的” 

6. “无谬误”和“真确”这两个术语是什么意思？ 

 无谬误的意思是没有错误。 

 真确的意思是不会令人失望。 

7. 死海古卷是如何证实旧约文本的整全性？ 

 死海古卷证明，在过去千百年的时间里，圣经旧约是以极高的精确度抄写的。 

8. 请列出旧约在哪三方面如今仍向我们说话。  

  从旧约中，我们学到上帝的庄严与圣洁。 

从旧约中，我们学到人是有罪的，需要救赎主。 

 从旧约中，我们学到上帝有一个计划，是要造成一个圣洁的子民，分别出来单单属他。 

 

  



第 2 课测试题答案 

 

1. 在希伯来文中，妥拉的意思是 ____________。 

 “教导”或“律法” 

2. 耶稣在五经的每一卷书中是如何得到呈现的？ 

 创世记：第二个亚当 

 出埃及记：逾越节的羔羊 

 利未记：完美的牺牲 

 民数记：铜蛇 

 申命记：将来的先知 

3. 请列出五经所提出的四个主题。 

 上帝的主权   世人都犯了罪 

 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  圣洁 

4. 创世记的两个主要部分是____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____。 

 太古史（1-11）  先祖史（12-50） 

5. 请列出创世记 1–11 所记载的四个主要事件。 

 创世  堕落  洪水  巴别塔 

6. 请列出创世记 12–50 所记载的四个主要人物。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7. 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三个方面，请各用一句话加以总结。 

 创 12：上帝即将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万国的祝福。 

 创 15：上帝置自己于永约的血盟之下。 

 创 17：以割礼为记号，来表明人对约有信心。 

8. 关于创造，创世记教导了哪三件事？请列出。 

 上帝从无创造了世界。 

 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9. 请列出创世记对现今教会在哪三方面仍有话说。 

 人的生命是珍贵的。 

 人类有责任照看好这个世界。 

 教会有传福音和带门徒的使命。 

 

  



第 3 课测试题答案 

  

1. 以色列最有可能是在什么时间离开埃及的？    

主前 1446 年 

2. 请列出每一卷书的主题：  

 出埃及记：救赎与关系 

 利未记：圣洁 

 民数记：不顺服的后果 

 申命记：重申圣约 

3. 出埃及记可分成哪两大段？这两大段的主题各是什么？ 

 被救赎出埃及（1-15）  与耶和华的关系（16-40） 

4. 出埃及记用哪四个事件来描绘以色列被救赎出埃及的整个过程？ 

 摩西的出生和蒙召  十灾  第一个逾越节  过红海 

5. 在出埃及记中，有两个事件标识出耶和华与以色列建立了关系，这两个事件是：   

  颁布十诫  建立会幕  

6. 根据利未记，请写出下面五种祭的名字： 

 素祭：与另外一种祭同献的祭  

 燔祭：旧约里的一种主要的祭 

 赎愆祭：为补赎需要赔偿的违反律法行为而献的祭 

 赎罪祭：为补赎非故意的违反律法行为而献的祭 

 平安祭：庆祝敬拜者和上帝之间的美好关系而献的祭 

7. 利未记 17-27 章这一大段教导了以色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圣洁的典范，这一大段被称作： 

 圣洁准则 

8. 我们现今应用旧约律法的四个步骤依次是： 

 阅读旧约律法 

 找出律法要教导的是什么原则，或律法启示出上帝品格中的哪一方面。 

 找出因基督的降临为律法的应用带来哪些改变。 

 确定现在该根据旧约律法怎么做。 



9. 民数记的三大段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______。 

 以色列在西乃山  以色列在沙漠  以色列在摩押平原 

10. 请简要说明申命记所记载的摩西的三段讲话： 

 回顾历史：上帝做了什么  重申律法：上帝要什么 

 预言未来：上帝将会怎么做 

 

  



第 4课测试题答案 

  

1. 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历史书卷被称作什么？ 

 前先知书 

2. 请给“神权统治”下一个定义。 

 直接由上帝统治 

3. 请列出每一卷书的主题： 

 约书亚记：征服迦南 

 士师记：以色列背弃信仰 

 路得记：在背弃信仰的时代持守忠诚 

4. 约书亚记可被分为哪两大部分： 

 征服迦南地  在迦南地定居 

5. 约书亚记的主要写作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表明，当以色列人向上帝忠心的时候，上帝会以信实来待他们。 

6. 设立逃城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给过失杀人的人提供保护 

7. 请列出在研究约书亚记中的耶和华战争时要考虑哪四个原则。 

 耶和华战争反映了上帝的公正。 

耶和华战争反映了上帝对全地拥有主权。 

耶和华战争反映了上帝的圣洁。 

耶和华战争反映了上帝的爱。 

8. 士师记的主要写作目的是什么？ 

 是要显明以色列背弃信仰的结果 

9. 在士师记中，以色列人经历了好几个背弃信仰与得蒙拯救的循环，每一个循环有哪四个环节？ 

 犯罪  受审判，遭遇战争  悔改  得拯救 

10. 请给“利未婚”下一个定义。 

 一个男人去世后，他的同宗近亲为了延续已去世男人的家名与财产与其遗孀成婚，是为利未婚。 



第 5 课测试题答案 

 

1. 请列出每一卷书的主题： 

 撒母耳记上：以色列君主政体的肇始 

 撒母耳记下：大卫作王的时期 

 列王纪上下：以色列诸王的失败 

 历代志上下：给人盼望的信息 

2. 在扫罗作王的早期，有三个事件证明了扫罗不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君王？请列出这三个事件。 

 扫罗不是祭司却顶替撒母耳献祭。 

扫罗起誓过于鲁莽，几乎害死约拿单。 

上帝命令扫罗把亚玛力人尽行杀灭，但保罗却没有遵从。 

3. 请列出大卫之约的五项应许。 

上帝会为以色列预备安全的住所。 

上帝会兴起大卫的儿子来建圣殿。 

上帝会坚定大卫的国位，直到永远。 

上帝会和大卫的后裔建立父子关系。 

上帝的慈爱永不离开大卫的后裔。 

4. 我们可以从大卫犯罪这件事引出四个原则，来指导不幸落入罪中的信徒。请列出这四个原则。 

 我们必须认罪。 

我们必须认识到罪是严重问题。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会得到上帝的赦免。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会为罪付上长期的代价。 

5. 列王纪涵盖的年份是从__________年至___________年。 

 主前 971 至 561 年 

6. 以色列分裂以后，哪些支派仍忠于大卫的后裔？ 

 犹大和便雅悯 

7. 列王纪上下是如何评价诸王的？ 

 依据他们是否对上帝忠心来评价 



8. 历代志和列王纪都记载了犹大诸王，请把这两者记载的内容做一下对比。 

 列王记问的是：“君王有没有走大卫的道路？” 

 历代志问的是：“君王有没有在圣殿里忠心地敬拜主？” 

9. 对于历代志来说，所罗门作王的历史为何重要？ 

 因为他建了圣殿 

10. 历代志和列王纪都记载了玛拿西的事迹，请把这两者的记载做一下对比。 

 我们从列王纪看到的是，玛拿西王是最恶劣的犹大王， 

而历代志告诉我们说玛拿西在被囚禁在巴比伦期间悔改了。  



第 6 课测试题答案 

 

1. 请列出复兴阶段所发生的主要事件的时间。 

 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第一次回归：   主前 538 年 

 圣殿建成：     主前 516 年 

 以斯帖记所记载的事件：   主前 483 – 473 年   

 在以斯拉带领下第二次回归：   主前 458 年  

 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    主前 444 年 

2. 请列出如下这几卷书的主题： 

 以斯拉记：从被掳之地回归 

 尼希米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以斯帖记：上帝掌控事态发展  

3. 请列出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间有哪两个相似点。下面四点当中的任意两点： 

 这两卷书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 

这两卷书都讲述了在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治下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的历史。 

这两卷书都包含犹太人的花名册。 

尼希米记 7-13 章概括记载了以斯拉的改革，也记载了尼希米的改革。 

4. ___________帝国允许被征服的国民留在故土。 

波斯 

5. 激励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圣殿先知”是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   
 哈该和撒迦利亚 

6. 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犹太人与周边民族通婚是个严重问题，为什么？ 

 耶路撒冷四周所居住的都是非信徒。 

波斯帝国奉行宗教混合主义 

7. 哪一卷小先知书和尼希米所处理的问题是一样的？ 

 玛拉基书 

  



8. 请列出尼希米记含有哪三个领导力原则。如下几个原则当中的任意三个： 

 属灵领导者必须是有愿景的人 

属灵领导者一定要认真做好计划 

属灵领导者一定是有勇气的人 

属灵领导人一定要有服侍精神，而不是追求名气的精神 

属灵领导者知道祷告的重要性 

属灵领导者一定要适应每种境况的需要 

9. 请列出以斯帖记教导了哪三个功课。 

 上帝的主权 

忠心有多么重要 

作恶是愚蠢的 

10. 与以斯帖记相关联的犹太节日是______________。 

 普珥日  



第 7 课测试题答案 

 

1. 请定义希伯来诗歌中的三种平行律。 

 同义平行律：第二行诗句用相似的词汇来加强第一行诗句。 

对照平行律：第二行诗句与第一行形成了对比。 

合成平行律：第二行诗句在第一行诗句所表达的思想基础上又加上新的思想。 

2. 请定义离合诗。 

 在离合诗里，每一诗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按字母表的顺序承接上一诗节的第一个字母。 

3. 约伯记一书的基本主题是什么？ 

 寻求上帝 

4. 约伯的几位朋友所辩论的三个要点是什么？ 

 痛苦临到,是对罪的惩罚,也是对罪的纠正。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因而，约伯一定是犯了某种罪，才遭致上帝的惩罚。 

5. 记载于约伯记 28 至 31 章的约伯讲话的主题是什么？ 

约伯记 28 章是关于智慧的一首诗。 

约伯记 29 章是约伯对他过去生活的描述，也就是对记载于前言的事件之前的那段生活的描述。 

约伯记 30 章是对他目前苦况的描述。 

约伯记 31 章是约伯证明他自己是无辜的。 

6. 在个别诗篇的题目中可找到那三种信息？ 

 作者  历史背景  有关音乐和敬拜仪式的指导 

7. 哀婉诗篇大多含有哪四个要素？ 

 倾诉委屈  向上帝祈求 

宣告对上帝有信心 赞美上帝 

8. 请列出解读祈求降灾给仇敌的诗篇的三个原则。 

 它们的根据是种与收的原则 

 以色列的仇敌终极而言也是上帝的仇敌 

诗人并没有自己动手处理仇敌 



9. 皇室诗篇和弥赛亚诗篇有什么关系？ 

在王室诗篇中，有许多处描述了一种统治普世的君权。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从未实现过。而耶稣基

督的一生和工作却实现了这些诗篇的描述。 

  



第 8 课测试题答案 

 

1. 根据约翰·加尔文的说法，真智慧包含哪两样东西？ 

 真正的智慧包含两部分，就是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 

2. 本课给出了箴言的四个特征，请列出其中两个。 

以下四个特征中的任意两个： 

箴言表达的是普遍原则。 

箴言是根据人生经历得出的。 

箴言不是应许；它是有关人生的观察所得，具普遍意义。 

箴言不是命令。 

3. 在第一集箴言（箴言 1–9 章）中，最常见的箴言是哪一种？ 

 论述体箴言 

4. 解释一则箴言时，要问七个问题，请列出其中四个。 

以下七个问题中的任意四个： 

1) “这一则箴言是指着智慧说的，还是指着愚妄说的？” 

2) “这则箴言的后半部分对前半部分有什么补充？” 

3) “在这一则箴言中，智慧的源头是什么？” 

4) “这一则箴言如何适用于我的情况？” 

5) “在箴言这卷书中，是否有其它章节与我目前所研读的话题相关？” 

6) “在圣经中，有没有其它书卷讨论了我目前研读的话题？” 

7) “有没有哪一个圣经人物构成了我目前研读的这一则箴言的实例？” 

5. 在箴言书中，“幼稚无知的人”和“愚妄人”有什么差别？ 

 幼稚无知的人可教导，而愚妄人却藐视智慧和训诲。 

6. 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 

 探寻人生的意义 

7. 我们在传道书从头到尾可找到两个题旨的踪迹，这两个题旨是什么？ 

 虚空  喜乐 

 



8. 解读雅歌的两个方法分别是什么？  

 寓意法  诗意法 

  



第 9 课测试题答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词句表明先知传讲的是上帝的话语，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信息。 

“耶和华如此说”  

2. 使用________ 这个名字来描述先知表明了是上帝把关乎未来的真理启示给先知的。 

“看见的人”（或“先见”） 

3. 列出反复出现在先知书的三个主题。 

 忠于圣约 

 耶和华的日子 

 弥赛亚的降临 

4. 耶和华的日子包括那三方面的内容。请一一分述。 

 是审判不信者的时候。 

是洁净上帝百姓的时候。 

是持守信仰之人得拯救的时候。 

5. 以赛亚作先知的时候，犹大先后由那四位国王执政？ 

 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和玛拿西 

6. 请列出以赛亚书的两个写作目的。 

 警告犹大即将受审判 

 应许犹大要得救，以此来安慰犹大 

7. 在以赛亚书中，余民指的是谁？ 

 尽管以色列国背道，但上帝还会在他们中间保守一些对他忠心的人。这些人就是余民。 

8. 以赛亚书用了上帝的哪一个名字来表明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主权？ 

 以色列的圣者 

9. 请列出三个理由来说明以赛亚是以赛亚书整卷书的作者。 

 以赛亚书 1:1 明言以赛亚是作者。 

 所有早期的希伯来文抄本都表明，以赛亚书原本就是一卷书。 

 新约作者把以赛亚当作全书的作者。 

 



10. 在新约中有几个题旨是取自以赛亚书的，请列出其中两个。 

 以下五个题旨中的任意两个： 施洗的约翰就是那在旷野呼喊的人声 

耶稣由童贞女所生 

耶稣使用比喻讲道 

耶稣向外邦人传道 

诸国要归信上帝 

  



第 10 课测试题答案 

 

1. 耶利米为什么被称作“哭泣的先知”？  

 因为耶利米为上帝百姓犯罪而哀哭，也为上帝之城被毁而哀哭。 

2. 耶利米的家庭背景是怎样的？ 

 他父亲是亚拿突的一位祭司 

3. 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共有三次，请列出他们被掳的年份。在前两次，也有先知被掳，请给出

其中一位先知的名字。 

 第一次是在主前 605 年，但以理是在这一次被掳的 

 第二次是在主前 597 年，以西结是在这一次被掳的 

 第三次是在主前 586 年  

4. 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警告犹大审判要临到，记载耶路撒冷被毁的景况 

5. 什么是“先知诉讼”？ 

 先知指着摩西律法来表明以色列已违犯了她与上帝所立的圣约，我们把这样的控诉称作“先知诉讼” 

6. 什么是“耶利米的坦陈”？ 

 耶利米在祷告中向上帝控诉他的听众，说他们冥顽不化，这样的祷告被称作“耶利米的坦陈”。 

7. 在耶利米书中，哪一部分是“安慰之书”？ 

在耶利米书中，有几章应许了上帝会让犹大回到这篇土地上来。耶利米书的这几章就是“安慰之

书”。 

8. 耶利米哀歌共有 5 章，其中有 4 章是用什么诗体写成的？ 

 离合体 

 

 

  



第 11 课测试题答案 

 

1. 以西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上帝加力量” 

2. 以西结书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给犹大带来希望的信息——上帝并未放弃他的百姓  

3. 在以西结书中，有哪一点内容和耶利米的圣殿讲道相类似？ 

 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结 10-11） 

4. 请列出以西结的新圣殿异象有哪五种解释？  

 这个异象是一个应许，它应许说犹大回到耶路撒冷后，圣殿将会被重建。 

这个异象是千禧年降临地上的图景。 

这个异象是上帝在教会里工作的写照。 

这个异象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上帝在新天新地里在他百姓中间与他们同在。 

这个异象既有其字面意思的要素，也有象征层面的要素。 

5. 主前_________年，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   主前 597 年 

主前_______________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  主前 605 年 

6. 但以理书的三个核心主题是什么？ 

 上帝的主权 

人类的骄傲 

上帝的百姓最终会得胜 

7. 但以理书的原文用了哪两种语言？ 

 希伯来文和亚兰文 

  



8. 按传统的解读，下列各个形象分别代表哪个帝国？ 

长着鹰的翅膀的狮子   巴比伦 

长得像熊的兽    玛代波斯帝国 

长着一只大角的公山羊   希腊 

铁的腿、半铁半泥的脚   罗马 

 变成大山的石头    上帝的国 

9. 在圣经中，有哪些书卷主要是由启示文学作品构成，或有一部分是启示文学作品。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启示文学书卷 

 以西结书和撒迦利亚书有部分内容是启示文学作品 

10. 在新约中，哪一卷书引用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最频繁？   

启示录  



第 12 课测试题参考答案 

 

1. 小先知书在希伯来文圣经中被称作什么？ 

 十二人的书卷 

2. 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有什么差别？ 

 小先知书的篇幅比大先知书小很多 

3. 请描述一下主前八世纪时的北国的经济状况和属灵光景。 

 经济繁荣，可在属灵领域，北国已经背弃信仰了 

4. 何西阿书的主要写作目的是什么？ 

 责备以色列犯了属灵上的奸淫  

5. 何西阿每个孩子的名字向以色列预言了什么？ 

 耶斯列——亚述将在耶斯列谷击败以色列 

 罗路哈玛——不蒙怜悯 

 罗阿米——非我民 

6. 在旧约中，“认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认识”是讲关系的一个词汇。认识意味经历 

7. 约珥书的基本主题是什么？ 

 耶和华的日子 

8. 在约珥书中，什么自然灾害是对将来的审判的预言？  

 蝗灾 

9. 根据新约，约珥的属灵觉醒预言是何时应验的？ 

 在五旬节那一天 

10. 阿摩司书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预言上帝即将因着以色列对上帝和世人的不义行为而审判她。 

  



11. 请列出阿摩司书中的五个审判异象，并说出它们各自的意思。 

• 一场蝗灾意味着以色列即将被毁。 

• 一场火灾意味着以色列即将被毁。 

• 一条准绳显示出以色列是弯曲的。 

• 一篮子夏天的果子表示以色列的罪已成熟，该马上受到审判。 

• 上帝站在祭坛边，意味着审判已成定数，不可避免。  

  



第 13 课测试题答案 

 

1. 俄巴底亚书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预言以东即将因她在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期间以强暴待犹大而被毁。 

2. 约拿书的主题是什么？ 

 上帝对所有人都有恩典 

3. 请列出约拿书在哪两个方面展现出上帝的主权？ 

 下面四项中的任意两项：上帝“使海中起大风”； 

他“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他“安排一棵蓖麻”来为约拿遮阳， 

他“安排一条虫子”来咬这蓖麻。 

4. 约拿书教导了哪两个功课？ 

 顺服的功课和慈悲的功课 

5. 根据弥迦书的内容，律法的要求可用哪三个特征来总结？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6. 弥迦书给出了关于耶稣出生的哪个预言？ 

 他将要出生在伯利恒 

7. 那鸿书的写作对象是谁？ 

 尼尼微  

8. 请列出哈巴谷书的两个问题以及上帝的回应。 

 问: 邪恶的犹大为何会繁荣？   答：巴比伦会审判犹大。 

 问：上帝如何用巴比伦来审判犹大？ 答：这事必按我说的发生。但义人会因信得生。 

9. 西番亚书的基本主题是什么？ 

 耶和华的日子 

  



10. 建议解读旧约先知书该采用哪五个步骤？   

 a. 他们的市镇：原来的信息是什么？ 

 b. 河流：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有什么差别？ 

 c. 桥梁：原来的信息蕴含着什么原则？ 

 d. 地图：这个原则是如何出现在圣经其它部分的？ 

 d. 我们的市镇：这个原则如何适用于当今世界？ 

  



第 14 课测试题答案 

 

1. 被掳之后的先知要处理哪三个属灵问题？ 

 圣殿尚未重建。 

 与不信上帝的外邦人通婚引致宗教上的混乱。 

 许多犹太人不守安息日。 

2. 请说出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的写作年份。 

 主前 520 年 

3. 哈该书讲了四个信息。请列出这四个信息的题目。 

 先后次序 

 心灰意冷 

 不顺服 

 恐惧 

4. 撒迦利亚书的主题是什么？ 

 上帝的国度必得复兴 

5. 请列出撒迦利亚书所记载的几个弥赛亚预言当中的两个。 

 如下预言中的任意两个： 

公义的苗裔 

  骑着驴子的卑微君王 

  是被人弃绝的牧者，被卖三十舍克勒银子  

  是被人所扎的  

  是那要来的审判者 

6. 我们为什么相信玛拉基传道的时间是在主前 475 年和 425 年之间? 

 因为他所谈及的罪恶现象正是以斯拉和尼希米所谈及的。 

7. 请列出玛拉基书给出的上帝之“辩论”各含有哪三个部分。 

 A) 上帝就犹大的所作所为提出一个论题。 

 B) 百姓以一个问题来回应。 

 C) 上帝回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