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是谁 
 

单元学业报告和答题纸 
 
学业报告说明 
    当你学完每一单元后，将该单元学业报告试题答案填写在该
单元的答题纸上。一次只做一个单元，做完后马上交给你的指导
老师。 

下例示范你当怎样做题并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上。 
例： 

有一个 佳答案，涂黑你所选择的答案。 
1． 重生的意思是 
a）年龄小。 
b) 接受耶稣为救主。 
c) 开始新的一年。 
正确答案是 b)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你应当这样涂黑 b: 
1  A   ▋   C 
现在阅读学业报告，照上例所示，在答题纸上作答。 
 
 
                   第一单元学业报告 
 
     填写所有答案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纸上和在试题纸上的题
号必须相同。 
          
1． 为什么我们能依靠圣经？ 

a) 它是由好人写的。 



  

b) 它是一些想行神旨意的人写的。 
c) 它是一些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写成的。 

 
2 要认识耶稣，下列方法哪一种 好？ 

a) 通过亲身经历：自己和别人的经历。 
b) 通过学习圣经上的先知预言。 
c) 通过思考自然奇观并弄清万物都是神造成。 

 
3 希伯来书 13：8 说：耶稣基督 

a)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b) 道路和真理。 
c) 亚当的头生儿子。 

 
4 预言从哪方面 大地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是谁？ 

a) 预言向我们展示耶稣昨日今日和将来的工作。 
b) 预言说出耶稣生活的历史时期。 
c) 预言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以前发出的。 

 
5 旧约对启示耶稣为什么如此重要？ 

a) 它包含耶稣子民的历史。 
b) 它包含许多有关耶稣生平和事工的确切预言。 
c) 它象征基督的献祭，一只献祭的羔羊。 

 
6 耶稣以哪种方式成就圣经预言？ 

a) 耶稣出生在拿撒勒。 
b) 耶稣在许多方面都像摩西。 
c) 耶稣出生的具体日子被预告。 



  

7 首次的弥赛亚预言是记录在 
a) 创世记。 
b) 以赛亚书。 

 c) 马太福音。 
 
8 耶稣升天是在 
a) 祂刚复活时。 
b) 祂复活 3 年后。 
c) 祂复活 40 天后。 

 
9 耶稣的神迹印证耶稣是神的 
a) 儿子。 
b) 信使。 
c) 先知。 

 
10 我们救赎计划的制定者是 

a)  弥赛亚的先知。 
b)  三位一体的神。 
c)  公义的天使。 

 
11 任何人要成为基督徒，他必须 

a) 熟悉耶稣的教训。 
b) 遵守十条诫命。 
c) 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之主。 

        
12 以马内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 

a） 与我们同在”。 



  

b） 是全能的”。   
c） 是我们的旌旗”。  

 
13“耶稣是神的化身”的意思是耶稣 

a) 有如神一样的作为。 
b) 神成为人的样式。 
c) 不再是神。 

 
14 “道成肉身”的意义是 

a) 自有自存。 
b) 住在身体里。 
c) 受膏者。 
 

15.耶稣被称为我们的“中保”是因为祂 
a) 降世成为人。 
b) 死而复活。 
c) 替我们还债，好让我们得以亲近神。 

 
16 神成为人的样式是为了启示、预备、代替和 

a） 解释。 
b） 作中保。 
c） 奉献。 
 

17 为什么耶稣要服事人并为人类献上自己的生命？ 
a) 为了彰显神的性情。 
b)  显示荣美的身体外貌是神圣本质的表现。 
c)  要求高道德生活标准。 



  

18 耶稣是怎样 好地表现出神的品质的？ 
a) 耶稣为我们提供有关神的准确信息。 
b) 耶稣行神迹，特别强调医治。 
c) 耶稣的生命本身彰显出神的品质。 
 

19 下列哪一句描述了耶稣的永恒本质？ 
a)“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b)“我就是生命的粮。” 
c)“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20 耶稣引用圣名“我是”来 

a) 说明神和祂的怒气。 
b) 说明神和祂的怜悯。 
c) 解释神和祂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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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所有问题时，请注意每题在答卷上和在本小册子上的编
号必须相同。 
                                      
1． 耶稣在约翰福音 8：12 中说祂是 

a) 好牧人。      
b) 世界的光。 
c）大卫的子孙。 

 
2． 耶稣在哪方面像光？ 

a) 一个明亮的星表明耶稣的降生。 
b) 耶稣帮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 
c) 耶稣展示了早期智力目标。 
 

3． 接受耶稣需要做到下列哪一项？ 
a) 学习耶稣的教训。 
b) 运用意志的力量。 
c) 愿意跟随耶稣。    

                    
4 作恶的人恨光是因为光 
   a) 暴露他们的邪恶。 
   b) 单是照射在好人身上。 
   c) 单是照射着他们。 
 
5 耶稣所行的医治神迹的确向我们证明祂是我们的 

a) 老师。 



  

b) 法官。 
c) 创造主。 
 

6 在圣经里，油是象征 
a) 天父。 
b) 神的话语。 
c) 圣灵。 
 

7.约翰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形如 
a) 鸽子。 
b) 一团火。 
c) 油倒出来。 

 
8 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a) 耶和华拯救、拯救者。 
b) 神与我们同在。 
c) 万主之主、万军之神。  

 
9 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中，只有基督教 
   a) 解释人类的失败和受苦。 
   b) 能叫一切罪恶权势下的人得享自由。 
   c) 提供崇高理想的生活方式。 
 
10 耶稣答应把我们从什么困境中拯救出来？ 

a) 贫穷和饥饿。 
b) 罪恶和罪的权势。 
c) 身体上的残疾。 



  

11 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因为祂 
  a) 柔和又谦卑。 
  b) 用身体作为赎罪祭而死。 
  c) 过着纯良又清洁的生活。 
 
12 有一个十字架上的盗贼得救了，因为他 
  a) 根本没有犯罪。 
  b) 确知自己犯了罪。 
  c) 信靠耶稣。 
 
13 耶稣为我们而死，满足了神的怜悯和 

a) 权能。 
b) 公义。 
c) 合一。 

 
14 下列哪一条是耶稣胜过死亡的 佳证据？ 

a) 耶稣的神秘降生和无罪的生活。 
b) 安葬耶稣的坟墓已空。 
c) 耶稣复活后亲自向人们显现。 

 
15 以下哪一条是耶稣复活的确切结果？ 

a) 使地上的人免除疾病。 
b) 激励我们持守圣洁的标准。 
c) 是基督徒也将复活的保证。 

 
16 关于基督徒的身体，圣经有怎样的教导？ 

a) 现在的这个身体要朽坏并且要改变成不朽的身体。 



  

b) 现在的这个身体将不会朽烂。 
c) 现在的这个身体将增强以便能持续到永远。 
 

17 当我们复活时，我们将有  
 a) 根本没有身体。 
b) 一个属肉体，属地上的身体。 
c) 一个永不朽坏的属灵身体。 

         
18．罗马书 10：9 说我们承认     时就得救。 

a) 耶稣是主 
b) 神是一位 
c) 撒但是邪恶的        

                        

19 能说明耶稣有地上权柄的是哪一条？ 
a) 耶稣吸引并赢取人心的个性。 
b) 耶稣饶恕人的罪，接着又行了神迹。 
c) 耶稣被所有听众接受。 

 
20 在启示录 5：9-13 中，赞美是献给 

a) 带来和平的鸽子。 
b) 征服的狮子。 
c) 被杀的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