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的衆地方教會 (Local Churches of Christ) 
 
122. 提摩太後書 1:13 ～ 爲了作基督真正的教會， 我們必須常常守著那純正話 
 語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3． 使徒行傳 2：42 ～ 早期的教會都恒心遵守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4． 提摩太前書 4：16 ～ 一個人如何去行才能救自己， 又救聽他的人？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5． 以弗所書 1：22－23 ～ 教會的頭是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6． 使徒行傳 14：23 ～ _______________ 被選立來照管各地方教會. 
127. 使徒行傳 20:28 ～ 在這個經節裏長老們被稱爲什麽？__________________ 
128． 提多書 1：5－9 ～ 請列舉長老的一些資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9． 腓立比書 1：1～在此跟監督列在一起的教會之僕人被稱爲_______________ 
 

合而爲一 (Unity) 
 
130． 馬太福音 16：18 ～ 耶穌建立了多少個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1． 歌羅西書 1：18，24 ～ 基督的身體是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2． 以弗所書 4：3－4 ～ 有多少身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3． 哥林多前書 12：20 ～ 教會的肢體很多, 但是身子有幾個? _____________ 
134. 約翰福音 17:20,21 ～耶穌爲跟從他的人祈求 神, 「使他們都________.」 
135． 哥林多前書 1：10－13 ～ 關於分黨的事或宗派， 保羅說什麽？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的敬拜 (Worship of the Church) 
 
136． 以西結書 44:23 ～ 神期待他的子民能夠分辦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 
137． 使徒行傳 20：7 ～ 特羅亞的教會爲何在七日的第一日聚會？____________ 
138． 哥林多前書 11：23－26 ～ 主的晚餐是由那二部分所組成？_____________ 
139． 使徒行傳 20：7 ～ 教會聚會的時候， 保羅作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 
140． 哥林多前書 14：34 ～ 誰在聚會中不應該講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1． 歌羅西書 3：16 ～ 哪一種沒樂器伴奏的音樂是聖經所認爲可的？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2． 希伯來書 13：15 ～ 我們要以什麽頌贊 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3． 以弗所書 5：19 ～ 另外我們要用什麽來應和讚美 神？_________________ 
144． 提摩太前書 2：1－5 ～ 在敬拜中基督徒還要作什麽？__________________ 
145． 哥林多前書 16：2 ～ 基督徒何時要捐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6． 哥林多後書 9：6－7 ～ 基督徒應該如何捐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 基督徒在敬拜中所做的五項事情： 
 
1．哥林多前書 10：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提摩太後書 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希伯來 2：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使徒行傳 4：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路加福音 6：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罪的實體 (The Reality of Sin) 
 
147. 約翰一書 3:4 ～ 什麽是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8． 約翰一書 5：17 ～ 「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都是罪」 
149. 羅馬書 3:23 ～ 世人都作什麽， 虧欠了 神的榮耀？_________________ 
150． 羅馬書 6：23 ～ 「罪的公價乃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51． 以西結書 18：1－4， 19－20 ～ 兒子是否有繼承父親的罪孽？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2. 馬太福音 18：3 ～ 進天國的人都必須變成 ___________________ 的樣式. 
153. 馬太福音 15:19 ～ 邪惡是從那裏發出來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4. 創世記 8:21 ～ 「人從 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裏懷著惡念」 
155． 哥林多前書 6：9－10 ～ 請列舉一些使人不能進天堂的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6． 馬太福音 5：27－28 ～ 耶穌說， 「凡看見婦女就動姦淫的， 這人心裏已 
 經與他犯 __________________ 了」. 
157． 以弗所書 4:29 ～ 聖經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句不可出口」 
158. 啓示錄 21：8 ～ 一切不信， 殺人的， 奸亂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說謊 
 話的終必怎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9． 彼得後書 3：9 ～ 神願人人都作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0． 路加福音 19:10 ～ 人子 （耶穌）爲何來到這個世界？_________________ 
 

拯救人的計劃 (The Plan of Salvation) 
 
161． 約翰福音 3:1-5 ～ 耶穌說， 人必須從 _______ 和 _______ 重生才能進 
 神的國. 
162． 希伯來書 11：6 ～ 「信」爲何重要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3． 加拉太書 5：6 ～ 那一種信使我們稱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4． 彼得前書 1：23－25 ～ 重生的種子是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5． 羅馬書 10：17 ～ 「可見通道是從 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 _________ 來 
 的。」 
166． 雅各書 2：17－26 ～ 人稱義爲何不是單因著信？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7． 約翰福音 8：24 ～ 我們若不信耶穌是基督， 就必怎樣？_______________ 
168． 路加福音 13：1－5 ～ 除相信之外， 人還必須做什麽？________________ 
169． 使徒行傳 26：20 ～ 真正的悔改必須做到那兩件事？___________________ 
170． 使徒行傳 17：30－31 ～ 人爲何必須悔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1． 羅馬書 10：9－10 ～ 人必須口裏作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2． 路加福音 1：31－32； 馬太福音 3：17；16：16； 約翰福音 1：34，49；  



 使徒行傳 8：37 ～ 在這些經節裏， 所承認的是什麽？_________________ 
173． 使徒行傳 22：16 ～ 保羅信並悔改之後， 有人吩咐他做什麽？__________ 
174． 羅馬書 6：3－4 ～ 在聖經上受浸的方式是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5． 加拉太書 3：26－27 ～ 浸禮使人歸入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6． 使徒行傳 2：38 ～ 我們必須悔改並  爲了得到兩種福氣， 就是 ________ 
 和 __________  
177． 使徒行傳 8：26－39 ～ 太監何時歡歡喜喜的走路？____________________ 
178． 使徒行傳 16：25－34 ～ 禁卒何時被傳授真道受浸？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舉得救五個間要步驟： 
 
1． 約翰福音 6：44－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使徒行傳 16：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使徒行傳 17：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馬太福音 10：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馬可福音 16：15－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離道反教的事 (The Apostasy) 
 
179． 提摩太前書 4：1－5 ～ 保羅說在後來的時候必發生什麽事？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舉他們講的兩個假道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0． 使徒行傳 20：17， 28－30 ～ 從那一群人中間必有假師傅興起？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1．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9 ～ 這段經節如何描述教宗的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2 羅馬書 16：17 ～ 我們要如何對待那些在基督的身體裏離間弟兄的假師 
 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