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 (God) 
 

1. 建築物的存在是否證明必定有一個建築者？__________ 
2. 希伯來書 3：4 ～ 房屋都必有誰建造？__________ 

根據此經節， 萬物都是誰造的？__________ 
3. 羅馬書 1：19－20 ～ 神的神性， 像他的永能， 雖是眼不能見， 是明明可知

的， 「藉著__________ 就可以曉得」。 
4. 電腦的存在是否證明必定有一位設計師？__________ 
5. 精美的手錶存在是否證明必定有一位設計師？__________ 
6. 電腦跟手錶都是誰設計的？ 是誰造的呢？__________ 
7. 詩篇 139：14 ～ 大偉指著自己說， 「我受造__________ __________」。 
8. 世界書藉辭典第 2021 頁說 「自然發生」的定義是： 「假如由無生命的物質能

生出有生命的物質； 生物自生； 單性生殖； 比如由泥巴生出蚯蚓或由腐爛的

肉生出蛆」。 
但是， 法國化學家和細學者巴斯德 （1822～1895）推翻 「自然發生」理論， 
證明只有__________ 才能生出要生命的物質。 

9. 石頭和泥土是否能生出生命來？__________  
10. 無生命物質的創造力有多大？__________ 
11. 進化論者估計地球的年齡是 45 億年，可是 4，500，000，000 X 0 ＝

__________ 
12. 時間是否能行迹和創造東西？__________ 
13. 石頭， 泥土， 和氣體是否生出生命， 智力， 和道德？ 
14. 無生命的物質是否能生出知覺？__________ 
15. 人類是有知覺的， 有思想的， 有道德的， 因此， 人類存在的充分原因是他的

設計師和創造者必定是： （劃掉不對的） 
（1） 進化論力偶然在石頭和泥土裏發生作用。 
（2） 超過人類， 聰慧的建造者與設計師。 

16. 創世記 1：26－27 ～ 根據這個經節誰創造人？__________ 
17. 創世記 2：7 ～ 根據這個經節誰賜給人生命？__________ 
18. 使徒行傳 17：24－29 ～ 根據此經節人類與 神有何關係？__________ 
19. 詩篇 19：1－3 ～ 在各種語言中是什麽述說 神的榮耀？__________ 
20. 詩篇 14：1 ～ 根據此經節， 說 「沒有 神」的是什麽樣的人？__________ 

 
聖經入門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如果聖經真是由 神來的， 那麽我們所期待的就是聖經能給我們它超自然本性的憑

據。 
21. 約伯記 26：7 ～ 因望遠鏡的發明 （主後 1608 年）人類發現了北亟上沒有星

星， 可是三幹多年前約伯被聖靈感動說 「 神將北亟在__________」。 



22. 約伯記 26：7 ～ 在近代人類 （牛頓， 主後 1642～1727）發現地心引力律， 並
證明地球懸在空中， 但是三幹多年前約伯被聖靈感動說他， 「將大地懸 
_________________」。 

23. 箴言 8：27 ～ 在哥倫布的時代（主後 1451～1506）人爭辯地球的曲度， 可是

在主前 950 年左右所羅門寫， 「他在 ________ 面的周圍劃出圓圈」。 
24. 以賽亞書 40：22 ～ 在西元前 700 年以賽亞說， 「神坐在 __________ 大圈之

上」。 
25. 使徒行傳 17：24－26 · 因種族偏見， 曾經有人宣稱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血液， 

但是近代醫學證明各個種族的血型都一樣。 
可是 1900 年前 神說他從 __________ 造出萬族的人。 

26. 以賽亞書 13：19－22 ～ 這段經節是一個歷史預言的好例子。這個預言說到在

尼布甲尼撒大王（主前 605～562）的統治下， 古代的巴比倫城達到全盛時期。 
這座城被亟大的城牆重重地包圍著， 並擁有著名的空中花園及高過三百尺的

廟。 巴比倫城未達全盛時期的 150 年前， 以賽亞就預言到這座城的全然荒蕪。

他說， 「其內必永無 _______________ 。」 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聖經概論 (Bible Introduction) 
 
27. 創世記 1：1－5 ～ 起初 神 _______________ 天地. 
28. 創世記 1:26-27 ～ 神以什麽特殊的方法創造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創世記 2：24 ～ 關於婚姻, 神的法律是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馬太福音 19:3-9 ～ 耶穌說他容許人離婚唯一的理由是什麽？______________ 
31. 創世記 3:15 ～ _______________ 後裔要傷撒旦的頭。 
32. 創世記 12：1－3 ～ 神應許他必叫誰成爲大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創世記 22：18 ～ 神應許地上萬國都必因誰的後裔得福? __________________ 
34. 加拉太書 3：16 ～ 那一個子孫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 以賽亞書 7：14 ～ 他 (這個子孫)必如何誕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馬太福音 1：18－23 ～ _______________ 是童女所生的。 
37. 約翰福音 1：1－3 ～ 太初 _______________ 與 神同在。 
38. 約翰福音 1：14 ～ 道成了 _______________ , 住在我們中間, 他正是父獨生子. 
39. 約翰福音 3:16 ～ 神 __________ 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舊約 ～ 新約 (Old – New Testament) 
 
40. 出埃及記 20：1－17 ～ 在西乃山誰親自講律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加拉太書 3：16－17 ～律法是 神在他立約（有關亞伯拉罕的後裔之應許）的 

__________ 年後給的。 
42.  加拉太書 3：19 ～ 律法是爲什麽有的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耶利米書 31:31-32 ～ 有了律法的 850 年後， 神說什麽？_________________ 
 
44. 希伯來書 9:14-15 ～ 新約的中保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 希伯來書 9：16－17 ～ 遺命什麽時候才有效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加拉太書 3：23－26 ～ 律法是一個 _______________ , 引以色列人信基督. 
47. 以弗所書 2:14-16 ～ 基督廢掉什麽， 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歸爲一體？  
48. 歌羅西書 2：14－16 ～ 基督什麽時候廢掉律例上所寫的？ 
49. 希伯來書 7：12 ～ 舊約祭司的職任更改時，__________ 也必須 ___________. 
50. 哥林多後書 3:7 ～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的律法被稱爲 _______________ 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