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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湯瑪斯教堂聖經知識問答題---答案 

 

1．舊約聖經共( 46 )卷，首卷是( 創世紀 )，末卷是( 瑪拉基亞 )。 

2．新約聖經共( 27 )卷，首卷是( 瑪竇福音 )，末卷是( 默示錄 )。 

3．伊甸園裡記載名字的樹有三種，分別是(生命樹 )、( 知善惡樹 )、( 無花果樹 )。創世紀 2:9 

4． 人類的第一件兇殺案是( 加音 )殺死( 亞伯爾 )，他們二人是( 兄弟 )關係。創世紀 4:8 

5． 舊約梅瑟五書指的是：（創世紀、出谷紀、肋未紀、戶籍紀、申命紀），這五部書又稱

為梅瑟法律 。  

6．舊約聖經中壽數最高的人是( 默突舍拉 )，他的壽數是( 九百六十九 )歲。創世紀 5:27 

7．創世紀中( 哈諾客 )不見死被天主提去，他是亞當的 7 世孫。創世紀 5:24  

8．舊約當中的歷史書有：若蘇厄、民長紀、盧德傳、撒慕爾紀上下、列王紀上下、編年紀上

下、厄斯德拉上下、多俾亞、友弟德傳、艾斯德爾、瑪加伯上下。 

9. 以色列國統一王國時期的三大君王是 ( 撒烏耳、達味、撒羅滿。) 《撒上》11:12-15 撒烏耳

登極為王 《撒下》2：1-4 達味受傅為猶大王 《列上》2：10-12 達味逝世撒羅滿即位  

10．以色列人的三位聖祖是：(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 

11．梅瑟的哥哥，也是第一位大司祭叫( 亞郎 )，梅瑟的姐姐，也是第一位女先知叫( 米黎

盎 )。戶籍紀 26:59 嬰兒梅瑟棄於河中被( 法朗的一個公主 )收養。出谷紀 2:5  

12．創世紀當中所載雅格博的十二個兒子分別是：（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

爾、則布隆、加得、阿協爾、若瑟、本雅明、丹、納斐耳塔里）。 

13．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 梅瑟 )，率領以色列人進入客納罕福地的是( 若蘇厄 )。 出谷紀

3:11； 若蘇厄書 1：18  

14．舊約中，四大先知是指：（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和達尼爾）。 

15．十二小先知是：（歐瑟亞、嶽厄爾、亞毛斯、亞北底亞、約納、米該亞、納鴻、索福尼

亞、哈蓋、匝加利亞、瑪拉基亞和哈巴穀） 。 

16．“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認識至聖者就是睿智。”這一經句記載在( 箴言 ) 書 9:10 裡。  

17．終生與培肋舍特人爭戰的力大無比的民長是( 三松 )。民長紀 15:20  

18．盧德傳中三位主人公的名字：( 盧德 )、( 納敖米)、( 波阿次)。盧德傳 

19．在加爾默耳山與巴耳的先知鬥法的先知是( 厄裡亞 )，被丟入獅子洞中未受傷害的先知是

( 達尼爾 )，被吞入魚腹又被吐出的先知是( 約納 )，被稱為流淚的先知的是( 耶肋米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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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火馬車接走的先知是( 厄裡亞)，然後繼承他的先知職位的是( 厄裡叟 )。列上 18 章 達尼

爾 6:17 《約納書》第二章 耶肋米亞 德訓篇 48:9 列下 2 章 

20．舊約聖經中“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的預言記載在( 依撒意亞 )先
知書。依 7：14 

21．被稱為與神面對面說話的人是( 梅瑟 )。出谷紀 33:11  

22．埃及十災中，第一災是( 水變血)，第七災是（冰雹），第九災是（黑暗），第十災是( 殺
長子)，還有四樣動物氾濫成災，它們是( 蝦蟆)、( 蚊子)、( 狗蠅)、( 蝗蟲)。出谷紀 7-12 章 

23．在耶穌基督的族譜當中提及到的女人有：（烏黎雅的妻子{巴特舍巴}，塔瑪爾，辣哈布，

盧德，瑪利亞）。 

24．舊約當中哪三部書以女人為主角：（ 盧德傳  ）、（   友弟德傳  ）、（  艾斯德爾傳 ）。 

25．天主應許諾厄不再以洪水滅世，以( 彩虹或霓虹 )為標記。創世紀 9:16 

26．人類因( 建巴貝耳塔 )而被天主混亂口音。創世紀 11:9  

27．亞巴郎獻依撒各的地點是在( 摩黎雅 )。創世紀 22:2  

 28．滅了猶大國的巴比倫王叫( 拿步高 )，下詔讓以色列民回國的波斯君王叫( 居魯士 )。耶肋

米亞 52:4 厄斯德拉上第一章 

29．（達尼爾）先知記載，因褻瀆聖物而見天主的手指在牆上寫字以示懲罰的君王叫貝耳沙

匝 。達 5:3  

30．厄裡叟吩咐納阿曼約旦河裡浸了七次以治好(麻風或癩病) 。列王紀下 5:14 

31．舊約 聖經當中的哪一個章節被稱為原始福音：（ 創 3:15  ）。 

32．從埃及出來僅有的兩個活著進入客納罕福地的成年男性是( 若蘇厄 )和( 加肋布 )。戶籍

14:38  

33．約旦地區稱為海的兩個內陸湖是( 加里肋亞海 )和( 死海 )。 

34．預言默西亞將由猶大最小的城白冷出生的先知是( 米該亞 )。 米該亞 5:1  

35．按照猶太人的傳統，他們習慣在( 耶路撒冷 )過逾越節。路加福音 2:41  

36．保祿書信中被稱為監獄書信的有( 厄弗所書 )、( 斐理伯書 )、( 哥羅森書 )、( 費肋孟書 )。
被稱為牧函的有( 弟鐸書 )、( 弟茂德前書 )、( 弟茂德後書 )。保祿論基督復活最長的一篇

在( 格林多前書 )書第(15 )章。 

37．“耶穌”意為( 天主拯救 )；默西亞意為( 受傅者 )；厄瑪奴耳的意思是( 天主與我們同

在 )；阿肋路亞的意思是( 讚美上主 )。 

38 ．舊約當中為兄長立嗣的法律出自（   申命記 ） 第（     25    ）章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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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按照族譜，瑪利亞的丈夫若瑟是（雅各伯）的兒子——流徙巴比倫的後裔。 

40．耶穌開始傳道時講的第一句話是( 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 。 瑪竇福音 4:17  

41．耶穌所行的第一件神跡是( 變水為酒 ) 。若望福音第二章 

42．為耶穌預備道路的是( 若翰 )。瑪竇福音第三章 

43．耶穌十二宗徒的名字：（稱為伯多祿的西滿，和他的兄弟安德肋，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

和他的弟弟若望，斐理伯，巴爾多祿茂，多默和稅吏瑪竇，阿耳斐的兒子雅各伯和達陡，

熱誠者西滿和負賣耶酥的猶達斯依斯加略）。瑪律谷福音 3:16 -19 

44．耶穌與少年人談（重生）之道，與撒瑪黎雅談（活水）之道。瑪竇 19：16-22， 若望：4 

45．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 去朝拜他。這句經文出自(若望)福音 4：2。 

46．沒有被基督新教列入聖經正典的書卷有：（多俾亞傳、友弟德傳、瑪加伯上下、智慧

篇、德訓篇、巴羅克）。 

47．十童女比喻的中心教訓是( 你們該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時辰。 )瑪
竇福音 25:13 

48．舊約肋未記當中規定做司祭的阻礙是：（ 身上有缺陷的  ）肋未記 21:17 

49．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之前，在臨近橄欖山的貝特法革（地名）派兩個門徒去找（驢駒）。

路加福音 19:29-35  

50．耶穌受難前在(革責瑪尼)山園祈禱，在( 加爾瓦略山)山被釘十字架，復活後在( 橄欖山 )升
天。瑪竇福音 27:33 

51．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給( 瑪利亞瑪達肋納 )。瑪律谷福音 16:9 

52．每年復活節的時間是(春分月圓) 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即 3 月 22 日到 4 月 25 日之間的任

何一天。 

53．耶穌升天時留下的大使命是(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

洗 )。瑪竇福音 28:19  

54．耶穌留下的誡命第一是( 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 )，其次是( 你應當愛近

人如你自己)。瑪竇福音 22:37  

55．保祿原名( 掃祿 )，是( 塔爾索)城人，曾在著名的經師(  加瑪裡耳 )門下受業，在去往( 大
馬士革 )的途中受聖神光照悔改。 

56．宗徒時代，( 阿納尼雅 )和( 撒斐辣 )這對夫婦因欺騙聖神而死。宗徒大事錄第五章 

57．宗徒時代，( 普黎斯加或普黎史拉)和( 阿桂拉 )這對夫婦是保祿在耶穌基督內的好助手。

羅馬人書 16:3，宗：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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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宗徒時代，為幫助宗徒們處理日常事務；首批選出的七位執事是：( 斯德望 )、( 斐理

伯 )、( 僕洛曷洛 )、( 尼加諾爾 )、( 提孟 )、( 帕爾默納 )、( 尼苛勞 )，其中( 斯德望)是首位

殉道者。宗 6:5  

59.十二門徒中，第一個為主殉道的是( 長雅各伯 )。宗徒大事錄 12:2 

60．門徒被稱為“基督徒”是從( 安提約基雅 )（地名）開始的。宗徒大事錄 11:26  

61．默示錄是寫給小亞細亞的七個教會的信，它們是：( 厄弗所教會書)、( 斯米納教會書 )、
( 培爾加摩教會書 )、( 提雅提辣教會書 )、( 撒爾德教會書 )、( 非拉德非雅教會書)、( 勞
狄刻雅教會書 )。默：2-3 章 

62．耶路撒冷會議記載在宗徒大事錄第( 十五 )章，主要解決的問題是( 不按梅瑟的慣例行割

損，不能得救 )。宗徒大事錄第十五章 

63．伯多祿在( 裡達 )（地名）治好癱子( 艾乃阿 )（人名），在( 約培 )復活死人，復活的死者

名叫( 塔彼達 )，其希臘名叫作(多爾卡 )，她是教會內婦女獻身慈善事業的第一個模範。

宗：9  

64．第一個加入聖教會的外邦人是( 科爾乃略)，他是 ( 凱撒勒雅)人，為他授洗的是( 伯多

祿 )。宗：10 

65. 聖詠共有( 150 )篇；最長的一篇是第( 119 )篇，共有( 176 )節；最短的一篇是( 117 )篇，只

有( 2 )節。 

66．保祿曾經在兩位總督面前受審，他們是( 斐斯托 )和( 斐理斯 )。宗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67．保祿看見給“未識之神”的祭壇是在( 阿勒約帕哥 )。宗徒大事錄 17:22-23 

68．耶穌基督所行的第一個神跡是在：（加里肋亞的迦納） 

69．“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這句經文出自( 伯多祿後書 )。伯多祿後書 3:8 

70．根據得撒洛尼前書記載，主再來的時候，首先復活的是( 那些死於基督內的人 )。得撒洛

尼前書 4:16 

71．有一個奴隸名叫( 敖乃息摩 )，從主人( 費肋孟 )家裡逃走，保祿寫信請求其主人收留他，

不再把他當奴隸，而是當作弟兄。費肋孟書 引言： 1:16  

72．“誰若不願意工作，就不應當吃飯”出自保祿的書信( 得撒洛尼後書 )。得後 3:10  

73．伯多祿形容假教師的時候，曾用過兩樣動物（ 狗 ）和( 豬 )，此比喻出自( 伯後 2:22 )。 

74．保祿有兩封書信著重講末世論的資訊，它們是( 得撒洛尼前書 )和( 得撒洛尼後書 )。得撒

洛尼前書第 4 章 得撒洛尼後書 第 2 章 

75．“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愛德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有的堅忍”，這

句經文出自( 得撒洛尼前書 )。得撒洛尼前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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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保祿一生主要的傳教行程有(三)次，第一次的傳教行程從(安提約基雅)出發。宗：十三章 

77．“你是耶路撒冷的榮耀，你是以色列的大喜樂，你是我們民族的大光榮……”這句話是

約雅金大司祭及耶路撒冷的眾長老歌頌( 友弟德)的，教會禮儀中引用這句贊詞歌頌聖母瑪

利亞。友弟德傳 15:9  

78.“看！這確是一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詭詐。”這句話是耶穌稱讚( 納塔乃耳 )的。出自

（若望福音 1:47）  

79．因狂妄自大，而被蟲咬死的是( 黑落德 )。宗徒大事錄 12:23 

80．因狂妄自大而受罰吃草如牛的是( 拿步高 )。達尼爾 4: 28-29 

81．割禮的約是從( 亞巴郎 )開始的。按律法以色列男丁須在出生後第( 八 )天受割禮。創 17:9 

82．（瑪律谷）福音又被稱為伯多祿福音。 

83. （歐瑟亞）先知用自己的婚姻生活比擬天主與以民訂立的盟約關係。歐 1:2 

84．三賢士朝拜聖嬰耶穌時獻上的禮物有黃金，代表( 聖嬰的國王尊威 )；乳香，代表( 他的神

性 )；沒藥，代表( 他將死於十字架上及他的人性 )。 

85．因身材矮小欲看耶穌而爬上桑樹的是( 匝凱 )。路加福音 19:2-3 

86．耶穌說“人子固然要按照指著他所記載的而去，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卻是有禍的！不活

在世上為他更好”（猶大斯以斯加略）所說的。瑪竇福音 26:23  

87．不親手摸過主的釘痕就總不信主已復活的是( 多默 )宗徒。若望福音 20:25  

88. 耶穌把 ( 黑落德 ) 比作狐狸。路加福音 13:31-32  

89．舊約以色列子民所獻上的祭獻有：（全燔祭、素祭、和平祭、贖過祭、贖罪祭）。  

90．耶穌曾稱讚( 百夫長 )、( 客納罕婦人 )信心大。路加福音 7:9 瑪竇福音 15:28  

91. 舊約當中的（瑪納）是聖體聖事的預像。 

92．主耶穌在耶裡哥醫治的個瞎子名叫( 巴爾提買)。瑪律谷福音 10:46 主耶穌一次醫治了

（10）個患癩病的人。路加福音 17：11-19 

93．主耶穌在貝特匝達治好病了（38）年的癱予，這是耶路撒冷靠近羊門的一個水池。若 5:2 

94．“他（耶穌）救了別人，卻救不了自己”，這句話是( 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們)說的。 瑪
竇福音 27:42  

95．耶穌生前前三次預言自己復活：第一次是在( 凱撒勒雅境內， 瑪竇 16:21 )；第二次是在

(加里肋亞周遊時，瑪竇 17:22 )；第三次是在(耶路撒冷，瑪竇福音 20:17 -19)。 

96．耶穌生平唯一一次說咒詛的話是咒詛( 無花果樹 )。瑪廿一 18-29；穀十一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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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耶穌一生唯一一次出國是到( 埃及 )。瑪竇福音 2:14  

98．耶穌一生唯一一次問天主“為什麼”，是怎麼說的？( 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我？ )瑪
竇福音 27:46 

99. 以下的話是聖經中哪位女性說的： 

●“你將這孩子抱去，為我乳養他，我必給你工錢”。( 法朗的公主 )出谷紀 2:9 

●“我是個遭遇不幸的女人，清酒烈酒總不沾唇；我是在上主面前傾吐我的心意。”她是厄

耳卡納的妻子，( 撒慕爾)的母親名叫( 亞納 )。撒慕爾紀上 1:15-19-20 

●“你去召集一切住在穌撒的猶太人，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同時，我與我的宮

女，也同樣禁食；此後，我就越規去見君王，即便我死，死也情願！”( 艾斯德爾 )艾斯德

爾傳 4:15 

●“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 瑪利亞 )路加福音 1:38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 依撒伯爾 )路加福音 1:42  

請寫出以下的話是聖經中哪位男性說的：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 達味 )聖詠集 51:12  

●“哎呀！我主上主！你看，我還太年輕，不會說話。”( 耶肋米亞 ) 耶肋米亞 1:6 

●“吾主，請原諒！我不是個有口才的人，以前不是，你向你的僕人說話以後，也不是；我

原是笨口結舌的人。”( 梅瑟 )出谷紀 4:10 

●“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因為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援…”。( 西默

盎 ) 路加福音 2:28 

●“主啊！……只請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葛法翁的百夫長 ) 路加福音 7:6-7 

●“保祿，你瘋了！學問太多把你弄瘋了。”( 斐斯托 ) 宗徒大事錄 26:24  

 

100．思高漢譯聖經的編纂 這部聖經的翻譯編纂，為義大利方濟會士（雷永明司鐸 Fr. 
Giovanni S. Allegra, 1907-1976）實屬功臣。他於 1931 年來華，獲悉中國教會僅有聖經節譯

本，立志將「天主的聖言」全部譯為漢文。1935 年任小修院院長，每日 3 小時從希伯來

文和亞拉美文聖經譯為中文。1944 年譯妥「聖經初稿」，成立聖經學會，邀集方濟會數

位精英神職，重譯舊約，期望編纂出一部高水準的聖經。1948 年聖經學會遷到香港繼續

翻譯工作。 1954 年聖經學會完成「舊約」翻譯，1956-1960 年再從事「新約」翻譯，

1964-1968 年印刷完成，稱「白冷聖經本」。1969-1973 年該會又編纂「聖經辭典」， 
1975 年出版，漢譯聖經全套 12 巨冊於焉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