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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布道学的最后复习与答案 

 

以下的资料在三个不同方面上用作复习整个布道学。   

1. 用在课堂上与学生口头复习。 

2. 用来课堂测试 (看课文或不看课文)。 

3. 可来派发给学生作为作业  (如果是作为作业，学生当然会使用到课本来帮助他们找出

正确的答案)。 

每一个句子后面的数字是指出学生所学过的内容就在那一课。 

 

回答问题 

 

在空白处回答以下的问题. 

(每一条题后面的数字指出答案能在此课找到) 

1. 你在这个布道学里学了哪三种布道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详细布道法里，使用哪五个词?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谁教导和提醒我们，在传福音时要说些什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们应以什么动机来传福音?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为每一个福音点写出一节经文 –9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传福音时，应该首先告诉对方什么?  (约壹 4:8 下-10)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我们首先帮助他人明白上帝满有无条件的什么?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一个财富的人能经历爱、喜乐和平安的丰盛生命，同样地，贫穷的人藉着与谁的关系

也能经历爱、喜乐和平安的丰盛生命?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写出一些在天堂上有的东西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写出一些在天堂上没有的东西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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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约 3:16 经文，在你要说出一个非基督徒的名字的地方留下空位，帮助他们明白这

节经文也是给他的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上帝以哪两个主要方面表达了对我们的爱?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如何你做一张海报，一面是这样写着的，“上帝爱谁？在另一面看答案，”你会在

另一面写上什么?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我们向一个传福音时，首先告诉他上帝的爱还是对方的罪?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万族的人是从哪一个人来的？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亚当保守圣洁还是犯了罪?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藉着他的罪，什么进入了世界?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我们继承了亚当的罪，这罪称为原罪。我们所犯的罪称为什么罪？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有哪三种实行罪?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罪，称为犯过罪。但我们经常在应想，应说，应做事上

没有做，这些称为什么？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当我们向某人传福音，我们当然需要承认自己也是罪人。但我们应该加多三样事情。

就是我们应该告诉对方我们为自己的罪难过，我们请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也应该祈

求和倚靠上帝做些什么?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我们领圣餐前要时常做什么?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藉着领受圣餐，我们能得到哪两种属灵的祝福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在基督里成长的七个方面是什么?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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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上帝以哪三个方面来回应祷告?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五个手指的祷告提醒我们哪五个祷告对象? –8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藉着洗礼，我们可以脱离哪三种敌人?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藉着哪两种圣礼来领受上帝的恩?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 在无字书里，各个福音点是用什么颜色代表的?  解释 –10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福音八爪鱼的额外三种颜色和其意思是什么? –11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以下的经节包含了哪些福音点? –16  

1) 赛 5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约壹 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赛 26: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诗 2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在简短布道法里“上帝怜悯我们”。哪两个字出现了 7 次? –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 在弥 7:19 里，上帝用哪种方式告诉我们祂完全除掉我们的罪? –17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人能用哪些方式可借着对话来谈及基督?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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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当一个非基督徒说他的问题有多复杂，没有人能够明白他时，你可以说些什么来回应

他，而借此向他传福音?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一个人说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你有什么传福音方式作为回应?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为了与人在对话中谈及基督，你会提出哪些关于属灵方面的事情？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 你会从圣经中选用哪些经文作为谢饭祷文?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真/假 

 

以下的每条题，在真实陈述的句子前画上 “+”号，在错误陈述的句子前画上 “–” 号。  

1. ___在别人方便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准备好随时传福音。 –1   

2. ___一个人在传福音前，他应当清楚知道他自己有永生且得救。 –1 

3. ___详细布道法包含有五个基础福音点。分别是爱、罪、代替、信/受洗、成长。–2  

4. ___我们传福音，应该首先告诉别人上帝的爱作为开始 (约壹 4:8 下-10) 。–2 

5. ___我们应当努力取悦上帝，就能从祂那里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2 

6. ___关于上帝的事，最重要记得的是，上帝设立了规则，如“不喝酒、不抽烟、不赌

博 ”。–2 

7. ___我们说上帝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意思就是无论我们何时祷告，祂都会应允我们

一切所祈求的。 –2 

8. ___从约 15:9,15:11 和 14:27 中，我们学到丰盛的生命包括爱、喜乐和平安。 –2 

9. ___约翰福音解释到丰盛的生命是藉着大量的财富。 –2 

10. ___所有富裕的人在他们生活中一定有许多喜乐。 –2  

11. ___画一幅在地上很可怕的生活的图画是错误的。 –2 

12. ___我们传福音时，也应当承认自己是罪人。 –3   

13. ___上帝的道包含了律法和福音。 –5 

14. ___一个字概括律法的要求是“爱”。 –5 

15. ___律法告诉我们去爱上帝和爱人。 –5 

16. ___律法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行善，因此我们就能上天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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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___福音的目的是带领我们悔改 (罗 2:4)。 –5   

 

18. ___我们传福音时，应当多说律法和我们的罪，在地狱里受刑罚。 –5 

19. ___我们总要说福音和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爱，不要说太多的律法。 –5 

20. ___信心由知识、            和信靠组成。 –5 

21. ___教导初信者去祈求上帝给他一个清洁的心是一个好的主意。 –5 

22. ___藉着洗礼，我们脱离了我们的敌人罪，死亡和魔鬼。 –5  

23. ___当一个人相信基督后，我们应当赞扬此人。 –5 

24. ___当我们向某人传福音，他信了基督，我们应当感到自豪。 –5 

25. ___我们应当尽所能强迫人要立即信耶稣，不然的话，我们的传福音就是失败的。 –5 

26. ___我们作为枝子，如果是连接葡萄树，耶稣的话，我们就能自然地在祂里面生长。 

–6 

27. ___我们在基督里得力量成长，是藉着祂的话语，记住我们的洗礼和领受圣餐礼。  –

6 

28. ___我们应当鼓励初信者要赶快，在同一时间里在七方面成长的地方成长。 –6 

29. ___一个基督徒不用其他基督徒同伴的帮助就能很容易地成长。 –6 

30. ___很好的读经方式就是打开圣经，随意地指着一处经文，上帝就肯定会用那处经文

指引你。 –6 

31. ___我们一旦已经祈求上帝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就不再需要祈求上帝的赦罪。 –6 

32. ___基督徒应当不与引诱他做错事的非基督徒交往，即使那个非基督徒是他的配偶。 

–6 

33. ___最重要的是，初信者应该给予一张很长的清单，“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这样他

就能知道作为基督徒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6 

34. ___大多数的传福音事工应当由教会同工做。 –6 

35. ___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回应他们生活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 –6 

36. ___我们应当勤劳工作，因此我们就能够完全补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6 

37. ___基督徒的生命以喜乐为特质而被认识。 –6 

38. ___读了圣经后，同样用上帝的话以祷告回应上帝用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的事。–7 

39. ___记录我们的属灵生命和上帝藉着经文所教导我们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7 

40. ___旧约只是告诉我们家谱、旧约的律法和历史，是没有必要读的。 –7 

41. ___我们不应在圣经上作标记。 –7 

42. ___更重要的是，想自己的罪，如何作变改而不想上帝，不想祂的爱和看顾。 –7 

43. ___上帝能使用相同的经文信息，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向我们显现不同的事。 –7 

44. ___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努力研究和学习圣经，就能够明白所有经文。 –7 

45. ___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上帝就会完全按照我们所要求的赐给我们。 –8 

46. ___传福音时重要的是，你向对方所指出的每个福音点是在圣经中指到，有经文根据

的。 –9 

47. ___当第一次向某人传福音时，最重要的是强调罪，因此就能保证说服那人他就是一

个可怕的罪人。 –9 

48. ___说任何关于洗礼的事是不重要的，因为人相信基督已足够。 –9 

49. ___见证时用任何的图片或视觉教材是没有用的。 –11 

50. ___基督教诗歌能被用来传福音。 –11 

51. ___耶稣基督用祂的宝血使用脱离罪的好处。这叫作救赎。 –13 

52. ___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害怕上帝惩罚他，你应该向他多律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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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___如果一个人不信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应与他分享更多福音。 –13 

54. ___律法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善，宽容和忍耐。 –13 

55. ___当我们爱他人时，就能反影出上帝的爱。 –12 

56. ___我们行善应当得到一些荣耀。 –12 

57. ___当我们受洗，我们就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14 

58. ___我们一旦受了洗，就不需要在基督里成长。 –14 

59. ___律法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大能使我们在祂里面成长。 –14 

60. ___福音经文是告诉我们上帝的赦罪。 –14 

61. ___我们要记住律法经文和福音经文。 –14 

62. ___上帝看事物对与错的标准与非基督徒的标准是不同的。 –14 

63. ___作为基督徒，我们呼喊各肢体成员为义的器皿而不是软弱的器皿。 –14 

64. ___我们传福音时，不需要让非基督徒知道我们仍然在与罪争战。 –14 

65. ___如果一个人足够努力，就能爱上帝，爱人爱得完全。 –12 

66. ___我们藉着爱人来表过对上帝的爱。 –12 

67. ___在地上，我们能完全地反影出上帝的形象。就如亚当和夏娃犯罪前一样。 –12 

68. ___上帝是因应人的行为而改变。–12 

69. ___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就可以从上帝中求什么就得什么。 –8 

70. ___耶稣受各样我们所受的试探。 –12 

71. ___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害怕死亡。 –12 

72. ___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完全反影上帝的形象。 –12 

73. ___详细布道法包括六个福音点。 –15 

74. ___简短布道法总是只包括两个福音点。 –15 

75. ___第二点，罪从不包括在任何布道法里，因为如果我们讲罪，就是不好的消息。 –

15          

76. ___这个课程的资料只能用在向个人传福音，不能向群体传福音。 –15 

77. ___因为耶稣是公义的，祂不能忽视我们的罪。 –15 

78. ___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公义和爱完全得彰显。 –15   

79. ___当耶稣在十字架时，祂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祂与上帝

隔绝，遭受地狱的痛苦。 –15 

80. ___我们能够除掉上帝与我们之间的罪的阻隔。 –15 

81. ___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祂会挪走我的负担，因此我们从此不再有任何问题。 –15 

82. ___当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上帝，只是第一次听到时，我们从不应该鼓励他马上祷

告。–15 

83. ___使用图片与经文结合能清晰地帮助听者集中注意力，是很好的。 –16 

84. ___平安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没有任何困难。 –16 

85. ___藉着祈求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行一个特别的神迹，相信祂会按我们祈求的所行，

来显示我们对祂的信靠。 –17 

86. ___当想起我们过往的罪，为了得赦免，我们应当感到罪疚感和不断地悔改 (启 

12:10)。 –17 

87. ___当一个非基督徒告诉你他个人的不幸时，你应当告诉他真上帝爱他，并且一定会

除掉他的问题。 –18 

88. ___谢饭祷文必须是即席地说出来，就是说不能使用背诵下来的经文。 –18 

89. ___尽管小孩不会读字，但向他指出他所背诵的经文的出处是好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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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___让小孩学经文的目的是用来炫耀和得赞赏，同时他的心又会被上帝的话语充满。–

19  

91. ___让年纪较大的儿童记住经文的章节是好的，因为儿童记得快，当他们成年时，经

文仍然会在他们心里。 –19 

92. ___儿童背诵经文，应当使他们有愉快的经历。 –19   

93. ___如果小孩不能背诵好经文，应该告诉他上帝不喜悦他。 –19   

94. ___惩罚儿童不守行为的好方法，就是让他背经文。 –19 

95. ___当经文出现如我，我们，他或他们的字时，儿童就能自然地知道那些字是指谁。–

19 

96. ___我们所教儿童的歌知道包括哪些福音点是重要的。 –19 

97. ___应该主要教导儿童难懂的歌词和旋律。 –19 

98. ___有些儿童歌曲包括五个福音点。 –19 

99. ___不要花过多的时间教导儿童上帝的话语，反正他们也不能明白。 –19 

100. ___当去家庭探访时，你不应提前作任何计划，然而当你到了那个家庭时，倚靠圣灵

的带领。 –20 

101. ___探访时，不要离开自己的方式去留意此家庭中的不同的人，然而让事情顺其自然

地发生。 –20 

102. ___当你去某家探访时，不需要预备信息。  –20 

103. ___你正在探访中的家庭，使所有家庭成员都与你一起参与下一个你要去探访的地

方，参与你会做的事等等。使他们的思想可以远离问题。 –20 

104. ___越多人组成一队去探访其他人就越好。 –20 

105. ___你不应给予家庭任何的物质需要的帮助，因为你探访的目的是与他们分享上帝的

话语。 –20 

106. ___在探访某人的家时，你不应与任何人争论，即使是你不同意他们。 –20 

107. ___在旧约里有许多使用视觉教材的例子。 –20 

108. ___耶稣经常使用视觉教材用教导上帝的话语。 –20 

109. ___视觉教材太小，太复杂或画得不好是不紧要的。不管视觉教材看起来怎么样，最

要紧的是使用它。 –20  

110. ___当要画一幅视觉教材代表地狱时，应当用坟墓来代表地狱。 –20   

111. ___你告诉他人上帝爱他们，你不应以你听众者的年纪来画人的图画。 –20 

112. ___一个人会信基督是因为你有好的视觉教材。–20 

113. ___视觉教材能够帮助且清晰地解释上帝的话。 –20 

 

最后的问题 

 

当你回到自己的教会，你如何使用你学过的资料？包括你如何具体使用详细布道法的其中

一项，简短布道法的其中一项，生活方式的布道法的其中一项的答案？     

 

 

                                                      问题的答案 

 

1. [1.详细布道法，2.简短布道法，3.生活方式的布道法]  

2. [爱，罪，代替，信/受洗，成长]  

3.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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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上帝的爱感动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被上帝的爱充满，喜欢上帝，也想其他人经历上

帝的爱] 

5. [可能答案:  

1) [爱—罗 5:8，约 14:2，约壹 4:10 上，启 21:18] 

2) [罪—赛 53:6，可 7:21-23，雅 3:2] 

3) [代替—罗 5:8, 林前 15:3, 林后 5:21, 彼前 1:18-19] 

4) [信/受洗—可 16:16, 约 3:5, 徒 2:38, 罗 6:3-5] 

5) [成长—罗 6:6-7, 弗 4:15,  贴后 1:3, 彼后 3:18] 

6. [上帝的爱]  

7. [爱]   

8. [主耶稣]   

9. [可能答案：活物，宝座，长老，许多，许多天使，用珍珠造成的十二道门，城中的黄

金街道，河，生命树，上帝和羔羊，大屋] 

10.[可能答案：圣殿，夜晚，灯，太阳，眼泪，死亡，呻吟，哭泣，痛苦] 

[上 帝 爱 ______ 甚 至 将祂 的 独 生 子 ，赐 给  ______，叫______信祂 的，______

不 至 灭 亡， ______ 反 得 永 生 。约 翰 福 音 3:16]  

11. [身体的所需和属灵需要]  

12. [一块镜或“我”字]  

13. [上帝的爱] 

14. [亚当]  

15. [他犯了罪]  

16. [死亡]  

17. [实行罪]  

18. [思想，言语和行为]  

19. [忽略罪]  

20. [给我们力量停止犯那罪]  

21. [灵里自我省察]  

22. [赦免罪和得力量克服我们的罪]  

23. [教会生活，个人读经，祷告，亲密朋友的选择，爱人如已的生活方式，传福音，信靠

上帝]   

24. [答应，不答应，等待]  

25. [你最亲的人，教会领袖，政府官员，软弱的人，自己]  

26. [罪，死亡，魔鬼]  

 [圣洗礼，圣餐礼]  

27. [以下福音点和有关颜色的解释: 

1) [爱: 金色—上帝爱我们，祂给我们地上的祝福，像金色的 稻谷和阳光，就

如为我们永恒的国度预备漂亮的金色的天堂一样，来显示祂对我们的爱] 

2) [罪: 黑色—人犯罪。圣经有时用黑暗代表罪] 

3) [代替:红色—耶稣流出宝血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的刑

罚。红色代表耶稣的血] 

4) [信/受洗: 白色—当我们相信耶稣和受洗，上帝洁净我们的罪。我们的心被

造如雪般白] 

5) [成长: 绿色—我们藉着圣道和圣礼长进。就如绿色的植物成长一样] 

28. 三种额外的颜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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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紫色—上帝创造天地。这是个具色彩之世界，包括这美丽的紫色]  

2) [浅蓝色—我们受洗。浅蓝色代表洗礼的水]  

3) [蓝色—主耶稣必从天上再来，接我们到天堂去。天空是蓝色的] 

29. 福音点是 

1) [爱，罪，代替] 

2) [爱，罪，代替，信/受洗] 

3) [爱，相信] 

4) [爱，代替，相信]   

30.[怜悯]  

31.[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32.[可能答案:    

1) [回应他人的问题] 

2) [普通对话—由浅至深] 

3) [你提出的问题] 

4) [你自己的看法，如告诉对方上帝在你困难的时候如何帮助了你，告诉对方 你想与

他说一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或者分享过去一星期你在教会所学的东西]  

33. [可能答案：你可以告诉对方真上帝是全知的，完全明白他，并且想要帮助他和安慰他]  

[说出邪恶的起源，包括亚当与夏娃的故事]  

34. [可能答案:  

1) [你对属灵的事感兴趣吗?]   

2) [什么属灵的事你感兴趣?] 

3) [你认为人最大的属灵需要是什么?] 

4) [你觉得人如何才能上天堂?]  

35. [可能答案: 诗 145:15-16, 诗 107:1]   

 

真/假题答案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 

111. – 

112.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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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问题的答案 

 

[教学笔记：学生最终还是会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使学生思考他会如何

运用他所学过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