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课 

复习问题与答案 

1. 基督教护教学的定义是什么？ 

基督教护教学就是为基督信仰的真确性呈现证据。 

2. 我们为什么说护教学在传福音之前很重要呢？ 

因为许多人都是在研究了基督教真确性的证据之后才归向基督的。 

3. 我们为什么说护教学在传福音之后很重要呢？ 

知道你为什么信会使你的基督信仰更为坚定。 

4. 属灵上瞎眼之人的眼睛是由谁打开的？上帝。 

5. 圣灵是否会通过护教学来帮助某些人信基督？是的。 

6. “圣经是自证的”是什么意思？ 

因为圣经是上帝之道，它本身会把它的真实性说给我们的内心。 

7. 请列出上帝以哪四种方式把他自己的荣耀向人内心的属灵眼睛启示出来？ 

通过被造之物  借着耶稣基督的位格和牺牲 

在福音中  通过信徒的生命和见证 

8. 圣经新约中的那一节经文表明我们需要护教学？请背诵这一节经文。 

彼得前书 3：15 

9. 彼得前书 3：15回答了有关护教学的哪三个问题？ 

● 基督徒应该使用护教学吗？是，基督徒应该随时做好准备来捍卫我们的信仰。 

● 我们应该向谁讲护教学？无论是谁，只要他问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就要向他讲护

教学。 

● 我们应该怎样讲护教学？以温柔、敬畏的心。 

10. 当你分享信仰时，应该先分享什么？是先分享福音还是先分享护教学？为什么？ 

在大多数情况下先讲福音，因为福音才是最重要的信息。 

11. 人们不肯接受基督，有哪三个原因？无知、骄傲和道德问题。 



12. 我们为什么应该回应人们从理性上提出的疑义？哪怕是有深层次理由不信基督的人提

出的疑义？ 

我们还是需要回应他们从理性上提出的疑义。他们在意识到他们不肯信基督的真正

原因之前也还是需要答案的。 



第 2课 

复习问题与答案 

1. 科学方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受控的环境 

可重复做的实验 

2. 历史事件若不可用科学方法来证实，那么该用什么方法呢？ 

法律-历史学方法 

3. 法律-历史学的证据有哪三类？ 

书面见证  口头见证  实物证据 

4. 为什么说：“你无法以百分之百的确定性证明历史事件？” 

因为历史事件发生在过去，我们都没在场。 

5. 如果你无法绝对确定地证明某件事，但你也有足够的证据，乃至内心里确信这件事是

真的（而且你愿意依照这个信念来生活. ，你就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道德上的确定性 

6. “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这一观念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它不可能是

真的。 

自相矛盾的 

7. 单单信还不够，还要信正确的_________________。 

信仰对象 

8. 请把你在这一课中学到的四个错误观念列出来。为每一个错误观念给出一个简短的回

应。 

错误观念一：基督教一定要用科学方法证明 

回应：历史事件只能用法律-历史学方法来证明 

错误观念二：基督教一定要得到 100%的证明 

回应：我们无法以百分之百的确定性来证明任何历史事件。我们只能用

道德上的确定性来证明它们 



错误观念三：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 

回应：这句话自相矛盾 

错误观念四：真诚比真理重要  

回应：信心本身不能拯救我们，那能拯救我们的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第 3课 

复习问题与答案 

1. 宇宙论的论证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 

2. 宇宙论的论证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由一位有位格的、自有永有的上帝创造的。 

3. 关于宇宙的存在，有哪三个毫无道理的解释？ 

a. 有人说宇宙来自虚无。 

b. 有人说宇宙从亘古就一直存在。 

c. 有人说宇宙来自没有位格的物质或能量。 

4. 请以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的演绎推理的形式给出宇宙论的论证。 

前提 A：无论是什么，凡开始存在的事物都有因。 

前提 B：宇宙开始存在。 

结论：宇宙有一个因。 

5. 目的论的论证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宇宙是如何得到这样慎密的设计的？ 

6. 目的论的论证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宇宙的复杂设计要求有一位设计者。 

7. 道德律的论证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人类为何会有与生俱来的是非感？ 

8. 道德律的论证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人类的是非感来自颁赐律法、给我们道德的至高上帝。 

9. 请用三段论（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 的形式来陈述道德律的论证。 

� 前提 A：上帝若不存在，客观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责任就不存在。 

� 前提 B：客观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责任存在。 



� 结论：因而，上帝存在。 

10. 反对上帝存在的最常见的论点是什么？ 

这世界有罪恶与痛苦。 

11. “这个世界上若有邪恶，那么怎么可能会存在一位良善的、全能的上帝？”请给出三

个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世界有邪恶，表明这宇宙有上帝。 

邪恶是人出于自由意志选择逆悖上帝的结果。 

上帝已经为邪恶与苦难的问题预备了答案。  

  



第 4课 

复习问题与答案 

1. 说进化论和创造论都是“基于信心的命题”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用科学”来证明创造论，我们同样不能“用科学”来证明进化论。无论

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它们都试图解释发生在过去的事。 

2. 生物来源定律教导了什么？ 

生命只能来自生命。 

3. 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定律，宇宙中的可用物质和能量的总量是固定的。但

有越来越多的能量变得不可用。 

热力学 

4. 依进化论的说法，我们该发现哪种化石？ 

该发现许多过渡形态（从简单形态到复杂形态. 的化石。 

5. 圣经的创世记载会让人对遗传学变化做出什么样的结论？ 

生物体的不同品种之间的改变是有限度的，而由一个物种变成另一物种的证据却没

有。 

6. 请给出三个例证，来证明地球是相对年轻的。 

太阳的亮度 

恐龙骨骼中的软组织 

海水的含盐量 

  

  



第 5课 

复习问题与答案 

1. 在这一课中，我们为基督教提供的三个理由是什么？ 

圣经是上帝之道 

耶稣是去往天国的唯一出路 

基督信仰是真理 

2. 支持基督信仰的六块基石都是什么？ 

历史的可靠性 

先知 

复活 

耶稣是上帝 

耶稣是无谬误的 

基督教是真理 

3. 请列出支持基督信仰的六个前提和结论。 

前提一：新约是可靠的历史文献。 

前提二：耶稣应验了弥赛亚预言。 

前提三：耶稣从死里复活。 

前提四：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应验了旧约中的弥赛亚预言，这两点表明他

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肉身来到世间的上帝。 

前提五：因为耶稣是上帝，所以他是无谬误的。 

前提六：耶稣基督教导说，圣经是上帝之道，他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 

结论：耶稣若是上帝，我们就必须相信他所说的话：圣经是上帝之道，耶稣

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所以，基督教是真实可信的。 

 

 

  



第 6课 

复习问题与答案 

1. 有人说：“新约是在基督离世后的一两百年间写成的，新约中所记载的许多事件都是

神话。”请对这条理由做出回应。至少给出三点证据来支持你的回应。 

回应：新约是在基督离世后的六十年间写成的。 

证据（以下四点当中的任意三点.  

1. 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新约抄本出自二世纪早期。  

2. 像革利免和伊格纳修这样的早期教父早在主后 100 年的时候即在他们的作品中

引用新约书卷上的词句了。 

3. 主后 70年，罗马军队摧毁耶路撒冷，可新约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只字未提，所

以新约的大部分内容一定是主后 70年之前就写成了的。 

4. 保罗是在主后六十年代中期去世的，这样说来，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的

所有书信都写成于主后六十年代中期之前。 

 

2. 当我们使用文本考据学检验法来考证古文献时，我们想要证明什么？ 

文本考据学检验法想要证明我们手头的文本是不是原来写成的文本，文献经过好几

个世纪的抄写形成的文本准确度如何？ 

3. 请列出使用文本考据学检验法来证明新约文本的可靠性要涉及哪三方面的指标。 

 时间跨度  抄本数量  抄本质量 

4. 有人说：“我们无法信任现存的新约文本，因为在原始文本和现存的最早文本之间存

在太长的时间跨度了。”文本考据学检验法的“时间跨度”这一指标如何回答了这一

条反对理由？ 

新约文本的时间跨度比其它任何古代文献的时间跨度都短。学者们认为其它古代文

献的文本是可靠的，却为什么认为新约的文本不可靠呢？ 

5. “就算是在新约原始手稿和最早抄本之间的时间跨度很短，但因现存的手稿之间存在

太多的不一致之处，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原始手稿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们有太多彼此冲

突的抄本了。”请对这一条反对理由做出回应。 



现存的新约抄本数量众多，且彼此间出现冲突的数量却很少，这表明我们可以信任

新约圣经。 

 

6. “我们无法信任新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准确地记载了曾发生过的事。他们

不是可靠的见证人。”请对这一条反对意见做出回应。 

自证检验法和旁证检验法证明新约是可靠的历史记录。 

7.  请列出三条理由，来说明新约通过了“自证检验法”。 

目击者的见证 

尚在世之人的见证 

作者为信仰而死 

8. 什么是非矛盾定律？圣经违反了非矛盾定律吗？ 

一句陈述在同一意义上不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不真实的。如果一句陈述绝对与另

一句陈述相矛盾，那么这两句陈述至少有一句是不真实的。圣经并没有违反非矛盾

定律。  

9. 请列出三条证据，有助于证明新约通过了“旁证检验法”。 

出自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证据 

出自非基督徒的证据 

考古学的证据 

10. 请给出两项支持新约准确性的考古学发现。 

 考古学家发现了铺华石处和毕士大池 

 

 

 

 

  



第 7课 

复习问题和答案 

1. 请具体列出三条应验在耶稣生命中的弥赛亚预言。 

 表中所列出的任意三条预言 

2. 有许多条弥赛亚预言都极为具体地应验了，这表明这些预言来自哪里？ 

这些预言一定是上帝赐下的，因为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何事，谁

也不能超前这么多年预见到这么多的细节。 

3. 请一一列出不信的人为空坟墓给出的三个解释。为每一个解释给出一个理由，来说明

它为什么不成立。 

 1. 门徒偷走了耶稣的遗体。这个解释不成立，因为门徒绝没有可能制服罗马兵

丁。另外，门徒若知道耶稣复活是谎言，他们就不会为了这个谎言而送死。 

2. 罗马帝国或犹太人的当权者转移了耶稣的遗体。这个解释不成立。因为正当

基督教开始传播的时候，罗马人或犹太人尽可以把耶稣的遗体展示出来，这样就可证明耶

稣仍是死的。 

3. 耶稣根本没有死；他在被埋葬时只是失去知觉了。这个解释不成立，因为执

行钉十字架刑罚的士兵训练有素，他们知道如何判断犯人是死是活。另外，软弱不堪的耶

稣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力气推开大石头，而且他也不可能制服看守坟墓的兵丁。 

 

4.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在最早看到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中有妇女，这有什么重要之处？ 

一世纪的时候，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没有任何法律地位。耶稣复活的故事若是

福音书的作者编造出来的，他们就不会让妇女成为最先看见空坟墓的目击者，而是

会让男子成为目击者。足见福音书不是编造的，而是记载了历史事实。 

5. 早期基督徒在一周的头一日敬拜主，而且每年庆祝复活节，这有什么重要之处？ 

由于耶稣的复活发生在一个星期的头一日，他们就在一个星期的头一日敬拜主。此

外，早期基督徒还庆祝复活节，为的是纪念耶稣真实的、身体的复活。历史学家极

为珍视目击者的见证。 

 

  



第 8课 

复习问题与答案 

1. 请列出四句话，来说明耶稣在世服侍期间相信他就是上帝。 

耶稣自称是旧约中的“那自有的”。 

耶稣自称与父上帝原为一。 

耶稣自称有上帝的属性。 

耶稣声称有能力去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 

2. 请列出三句话，来说明耶稣在受审时相信他就是上帝。 

耶稣自称是弥赛亚。 

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自称是人子。 

3. 要确定耶稣的声称是否真实要考虑哪五个选项？ 

传说  上师  骗子  疯子  主 

4. 简单陈述前四个选项各有什么问题。 

耶稣是传说吗？不是，因为新约是可靠的历史文献。 

耶稣是上师吗？不是，因为耶稣是犹太人，是在严格的一神论文化中长大的。犹太

人不相信我们都可成神。 

耶稣是骗子吗？不是，因为，a. 欺骗人不符合他的品格；b. 因为他没有任何动机

去骗人；c. 因为耶稣的复活。 

耶稣是疯子吗？不是，因为他的人格完全正常。 

5. 再复习一下，写出支持基督教的一般性论证的五个前提和一个结论。 

前提 A：新约是准确的历史文献。 

前提 B：根据这一份可靠的历史文献，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相信耶稣应验了好几十

条弥赛亚预言，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了。 

前提 C：耶稣应验了弥赛亚预言，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两点表明耶稣就是他所自称

的那一位：弥赛亚、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前提 D：耶稣若是上帝，他说话就带着毫无谬误的权柄；他是绝对可信的。 

前提 E：耶稣是好无谬误的权柄，他声称圣经来自上帝，并且他是唯一的道路。 

结论：耶稣若这样说，我们就必须这样信：圣经是上帝之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所以基督教真实可信 

  



第 9课 

复习问题和答案 

1. 关于上帝的存在与本质，有哪五种主要信念？请给每一种下个定义。 

无神论教导说没有上帝。它否认在自然的世界之外还有其它事物。 

泛神论教导说有神圣的生命，但这神圣的生命与世界是不可分别的。 

万有在神论教导说上帝与世界是可分别的，但他依赖世界而存在。 

多神论教导说有许多位神。 

一神论教导说只有一位超越的、永恒的、有位格的、神圣的生命。  

2. 基督教和其它主要信仰有什么区别？  

只有基督教为人提供了通过信心使罪得赦免并进而与上帝和好的门路。只有基督教

为人提供了恢复到上帝造人之原初样式的门路。  

3. 支持三位一体教义之圣经根据的三个前提和结论是什么？  

前提 1：只有一位上帝。 

前提 2：圣经把父、子、圣灵都称作上帝。 

前提 3：这三者都是作为各自不同的位格彼此相交，并与世人相交。 

结论：圣经中的这一位独一的真上帝以三个不同的位格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父、

子和圣灵。上帝本质上为一，在位格上为三。 

4. 宇宙的哪三个方面可用来解释说明三位一体的教义？ 

空间、时间和物质 

5. 请给万物有灵论下个定义。万物有灵论信仰和基督教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万物有灵论把自然界的力量和祖先看成是有着独特身份的神灵世界的生命。万物有

灵论信仰和基督教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基督教的信息是一位满有爱的上帝追求和

人类有爱的关系。 

6. 请给混合主义下个定义。基督徒为什么不可接受混合主义？ 

 把基督教的真理和其它宗教融合到一起被称作混合主义。基督徒不可接受混合主义，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通向上帝的路只有一条。 



7. 什么是先在恩典的教义？ 

先在恩典就是在拯救临到之前的恩典。先在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但它也是可拒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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