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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研经辅读辅本 
 
你想知道…… 

•一些奇妙的信息吗？ 

•关于神的真理吗？ 

•怎样才能过更喜乐的生活呢？ 

若是这样的话，《约翰福音研经辅读本》就是为你

写的了。正如其他国家千千万万的学生一样，当你发现

本书所谈论的好消息是特别为你而预备时，你会感到万

分惊讶！     

本书采用新颖有趣的自我教导方法，帮助你轻松地

学习。你只要按照学习指示一边研读本课程，一边进行

自我测试即可。 

II/2 这个标志代表一系列的研习课程。《基督徒生

活丛书》分为三大单元，每个单元各有六个课程。《约翰

福音研经辅读本》是第二单元的第二个课程。如果你按

照正确的顺序来研读这些课程，必能获益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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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活丛书 

学业报告表 

试题小册子 

 

答 题 指 南 

当你学完了本课程的第一至第十课的内容时，你就

可以准备解答这本《学业报告表试题小册子》内“课程

试题 1-10”部分的问题了。请将你的答案填在第一部分

的“答卷一”上。 

当你学完了本课程第十一至第二十一课的内容时，

你就可以准备解答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课程试题

11-21”部分的问题了。请将你的答案填写在第二部分

的“答卷二”上。 

当你完成了《学业报告表试题小册子》内的全部试

题之后，请立即将上述两份答卷寄给你的导师。但不要

把寄回这本试题小册子。 

开始作答之前，请你仔细参考答卷开端所给出的例

子，这将会指导你如何回答各类问题，请清楚地标明你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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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习题类型及答题方式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将告诉你如何选择答案，并

把它们标在答卷纸上。试卷中有两种类型的试题：是非

题和选择题。 

是非题举例：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若句子是： 

正确的－－涂满小圈○a；错误的－－涂满小圈○b。 

[例 1]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 

这句子是对的，所以你当把代表“是”的小圆圈○a

涂满： 

      1 ●○b○c  

选择题举例：每一题中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请你

把它选出来，然后在答卷上涂黑代表相应选项的小圆

圈。 

[例 2] 重生的意思是 

      a)  青春年华。 

      b)  接受耶稣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正确的答案是 b）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你应该涂

黑代表 b）项的小圆圈，如下所示： 

      2 ○a ●○c    

普通问答题：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回答这部分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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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果你的答案是： 

是－－涂满小圈 ○a；否－－涂满小圈 ○b。 

现在请细读《学业报告表》第一部分的试题，并参

照上述例子，开始解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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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业报告 

回答所有的问题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上的编号必

须与该题在本小册子上的编号相同。 

是非题  

1、约翰福音的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 

2、彼得、安得烈和腓力都是来自同一个城镇的。 

3、有些人是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相信他。 

4、当耶稣说他要在三天之内重建圣殿时，他所说的是他

的死和三天后的复活。 

5、耶稣来到世上是为要施行审判。 

6、人是藉着相信耶稣而获得永生的。 

7、铜蛇被挂在木杆子上是预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选择题  

8、约翰福音的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 
   a)  他是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人。 
   b)  他因成为基督的亲密朋友而出名。 

c)  他只是一个短期传扬好消息的人。 

9、施洗约翰认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是因为 
a)  他的性情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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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c)  他擅长带领别人到祭坛前献祭。 

10、耶稣所行的头两个神迹是发生在 
a)  加利利省的加拿。 
b)  迦百农。 
c)  耶路撒冷。 

11、为了使我们的敬拜得神的悦纳，我们必须 
a)  按照一种固定的仪式来敬拜。 
b)  遵照圣经的教导并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c)  要在一间富丽辉煌的大教堂里敬拜。 

12、“重生”的意思是 
a)  重新开始生命的新方向。 
b)  把自己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 
c)  藉着信靠基督接受一种全新的性情。 

13、施洗约翰明白耶稣将成为 
a)  他生命中 重要的人物。  
b)  一位伟大的教师和传道伙伴。  
c)  他传讲悔改的道的继承者。   

14、耶稣对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他是“活水”，因为 
a)  他向她提供新的水源。 
b)  他满足她灵性的饥渴。 
c)  他对她的过去了如指掌。 

15、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之事表明了他在哪一方面的能

力的主权？ 
a)  魔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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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种药物。   
c)  口中所出的话语。 

16、池旁的瘸子得医治之事向我们显明了什么？ 
a)  神认真地选择那些领受他的祝福的人。 
b)  神按着特定的时间并为了他子民的益处来做

工。  
c)  神并不在乎我们在安息日做什么事。 

17、犹太领袖们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他 
a)  称呼神为他的父。 
b)  医治病人。 
c)  教训人们。 

18、耶稣用一个男孩子所奉献的五饼二鱼喂饱了 5000
人，表明了 
a)  神能够看顾我们的一切需要。  
b)  施比受更为有福。 
c)  问题的解决才是一项事工的关键。 

19、耶稣称自己为“生命的粮”，表明了他   的大能。 
a) 赐人永生。   
b) 生产足够的粮食。  
c) 喂饱饥饿的人。 

20、当耶稣说他是“自有永有的”时，犹太领袖们要用

石头打他，是因为 
a)  他们不喜欢他的教训。 
b)  他们不喜欢这个称谓。 
c)  这句话表示耶稣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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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耶稣邀请那些饥渴的人到他这里来喝，是为要让他

们： 
a)  接受更多的新生命。  
b)  满足他们的饥渴。 
c)  被圣灵充满。 

22、耶稣赦免了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的罪，他期望她 
a)  饶恕那些抓到她的人。  
b)  为她的罪而难过。  
c)  不要再犯罪了。 

23、耶稣是“世界的光”的意思是： 
a)  他将人的罪显明出来，并向他们指出通往天国

的道路。 
b)  他用他的权能维系万有，包括太阳、月亮和星

辰。  
c)  他是智慧和知识的源头。 

24、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是在宣告 
a)  他与亚伯拉罕同等。 
b)  他与神同等。 
c)  他是亚伯拉罕的父亲。 

25、耶稣医好了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之事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          的极好的例子。 
a)  医治与救恩同时发生。 
b)  神赦免人的罪。  
c)  信与不信之人的区别。 

26、在羊圈的比喻中，耶稣强调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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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往救恩的门。  
b)  关心每一只羊。  
c)  山羊和绵羊的看顾者。 

27、那些没有像犹太人一样拒绝耶稣的人 终会 
a)  认同他。 
b)  跟随他。 
c)  相信他。 

28、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认出耶稣的？ 
a)  当安得烈告诉他说他已找到了弥塞亚时。 
b)  当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形如同鸽子时。 
c)  当他的众门徒离开他转去跟从耶稣时。 

29、如何衡量一个人的行为是好或是坏呢？ 
a)  询问牧师或祭司。 
b)  听信自己的良心。 
c)  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 

30、耶稣在池旁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之后，他吩咐他 
a)  回到自己的家里。 
b)  不要再犯罪。 
c)  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 

31、耶稣是从哪里得到食物来喂饱五千人的？ 
a)  他吩咐众人彼此分享他们的食物。 
b)  他打发门徒们去买食物回来给他们吃。 
c)  他祝谢了一个孩童奉献的午餐，使它增多数千

倍。 

32、群众要拥戴耶稣为王，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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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看见了他所行的神迹。 
b)  爱戴他、并了解他。 
c)  认为那是神的旨意。 

33、犹太公会当局不能逮捕耶稣，是因为 
a)  他已躲藏起来了。 
b)  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c)  他们不够快捷。 

34、耶稣说犹太人的领袖们是魔鬼之子，因为他们 
a)  不相信耶稣向他们传讲的真理。 
b)  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c)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35、那瞎子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开了的？是在 
a)  耶稣向他讲话之后。 
b)  耶稣摸了他的眼之后。 
c)  他往西罗亚池子去清洗之后。 

普通性问题：  

36、你是否仔细阅读了本课程第 1-10 课的内容呢？ 

37、你是否完成了本课程第 1-10 课的习题呢？ 

38、你是否完成了本课程 11-21 课的习题呢？ 

39、你是否已经核对了你的答案呢？ 

40、你是否阅读了圣经中约翰福音的第一到第十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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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试题 1—10 已经结束了。请暂停并把你的学业

报告表（答卷 1）交给你的指导教师。 

然后请你继续研读第十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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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学业报告 

课程试题 11—21 

回答所有的问题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上的编号必

须与该题在本小册子上的编号相同。 

试题类型 

是非题 

1、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复活和生命

之主”。 

2、耶稣好象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 

3、一个人得救以后，便永远不会犯罪。 

4、耶稣的教训是从他的天父直接而来的。 

5、旧约圣经中并没有预言耶稣受死的详细情形。 

6、耶稣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今天仍旧是活着的。 

7、今天我们对耶稣做出的回应和抉择，将决定我们的永

恒命运。 

选择题  

8、 对拉撒路的姐姐们的请求，耶稣并没有立刻作出回

应，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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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他有足够的时间。  
b)  他有预定好的行程。  
c)  他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9、 耶稣是“复活和生命”的事实意味着相信他的人 
a)  即使是死了也会活着。    
b)  永远不死。 
c)  永远不会遭受疾病的痛苦。  

10、马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的脚的故事描绘了她全心委

身于基督的图画，与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a)  马大的部分委身。  
b)  犹大的自私。  
c)  这家主人的礼貌态度。 

11、当耶稣荣耀地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后，他对前来求见

他的希腊人的回答是 
a)  坚决拒绝。 
b)  呼召他们成为门徒。 
c)  先向犹太人解释他的呼召。 

12、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一事显明了 
a)  他完全的爱。  
b)  他希望做好每一件事。  
c)  教会的一种敬拜形式。 

13、犹大出卖耶稣之事是因为               的缘故。 
a)  他不同意和耶稣一起旅行。    
b)  对名利地位的追求。  
c)  贪爱钱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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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为要尽力增强他们的           。 
a)  信心  
b)  关心 
c)  兴趣  

15、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们，他要赐下圣灵作他们的 
a)  良知。 
b)  帮助者（保惠师）。  
c)  主。 

16 、修剪信徒的生命、并使他们结果子，这是          
的责任。 
a)  牧师。  
b)  信徒。  
c)  神。  

17、基督徒的同在使世人常常 
a)  为罪自责。 
b)  感到安全。 
c)  有被逼迫的感觉。 

18、耶稣说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将会是怎样的？ 
a)  是一种指控的工作。  
b)  保护和劝告的工作。  
c)  控制的工作。 

19、当耶稣邀请信徒们奉他的名祷告时，他的意思是要

他们  
a)  把他的名字置于每一个祷告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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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一种精确的祷告模式来祷告。  
c)  向父祈求那些他也会祈求的事（合他心意的

事）。  

20、耶稣被捕的前一夜，他为的门徒祷告，他祈求父 
a)  使他的门徒们离开世界。   
b)  保护他的门徒们得平安。 
c)  保守他们不至遭受苦难。  

21、耶稣祈求天父看顾众门徒， 
a)  保守他们脱离试探。 
b)  把他们从世界分离出来。 
c)  藉着他大有能力的圣名。 

22、耶稣被捕的那一夜，  
a)  他被强行带走。 
b)  他被骗而屈服。  
c)  他自己甘愿被交在敌人手里。 

23、彼拉多判处耶稣死刑是因为 
a)  他惧怕犹太人的权贵们。  
b)  他不确定耶稣是否有罪。 
c)  他要得众人的喜悦。 

24、在十字架上，耶稣把照顾他母亲的责任交托给了 
a)  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们。 
b)  马利亚的丈夫约瑟。 
c)  他的门徒约翰。  

25、耶稣死后，一个士兵拿枪扎他的肋旁，这事说明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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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真是多此一举，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b)  这事应验了旧约圣经指着耶稣所说的预言。  
c)   这是一种表示侮辱的行为。 

26、当耶稣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时，她 
a)  以为他是一个鬼魂。 
b)  认出了他的声音。  
c)  害怕得逃跑了。  

27、耶稣以怎样的方式连问彼得“你爱我吗”？ 
a)  耶稣饶恕了彼得以前三次不认他的事。  
b)  耶稣提拔彼得做教会的头。 
c)  耶稣鼓励彼得与他谈话。  

28、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神迹，是为要 
a)  归荣耀给神儿子。 
b)  导致门徒相信。 
c)  激动犹太人的领袖们。 

29、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成为 受人喜爱的经文之一，是

因为它 
a)  是用非常华丽的词句写成的。 
b)  给予一切相信的人有应许的盼望。 
c)  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奇妙故事。 

30、当我们得救后又再犯罪时，我们必须 
a)  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b)  尽可能忘记它。 
c)  再次祈求得救。 

31、任何一个希望能够多结果子的基督徒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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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为刚强。 
b)  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c)  常在基督里。 

32、耶稣在宗教法庭上受审问是不合法的，因为 
a)  那是在晚上，而且是秘密进行的。 
b)  那是在会堂中进行的。 
c)  那是在大祭司缺席之下进行的。 

33、那个否认耶稣的门徒是 
a)  约翰。 
b)  犹大。 
c)  彼得。 

34、宗教法庭（公会）的人把耶稣带到彼拉多面前，他

们控告他 
a)  在安息日治病。 
b)  在会堂里讲道。 
c)  企图自立为王。 

35、是谁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这句话？ 
a)  亚拿。 
b)  彼拉多。 
c)  大祭司。 

36、把耶稣的身体埋葬了的是 
a)  他的众门徒。 
b)  某些兵丁。 
c)  两个秘密的信徒。 

37、根据约翰一书一章 7 节，我们是因为什么得以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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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  耶稣的宝血。 
b)  圣灵。 
c)  圣水。 

普通性问题 

38、你是否仔细阅读了本课程第 11-21 课的内容呢？ 

39、你是否完成了本课程 11-15 课的习题呢？  

40、你是否完成了本课程 16-21 课的习题呢？  

41、你是否已经核对了你的答案呢？ 

42、你是否阅读了圣经中约翰福音的第十一到二十一章

吗？ 

 

课程试题 11-21 已经结束了。请把你的学业报告表

（答卷 2）交给你的指导教师。现在你已经学完了本课

程，你可以向你的指导教师咨询，请他向你推荐其它的

研读课程。 

 

  

基督徒生活指南学业报告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