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ERS Joint-school Mock Exam 

Paper 2 Marking Guideline (Buddhism) 

 

Module 1: Buddhism 單元一：佛教 

甲部 佛教歷史 

兩題選答一題 

 

1. 請參考佛陀生平及其身處時代背景，回答以下問題： 

 (a) 有什麼因素促使佛教與其他反吠陀傳統的革新派思想在印度出現。 (9 分) 

 (b) 你認為佛教的思想有沒有繼承婆羅門教的地方？試加以說明。 (3 分) 

 (c) 為什麼僧團要舉行結集？如果沒有結集，會對佛教的流傳帶來什麼影響？ (8分) 

 

評卷參考 

 (I) 相關的課程內容： 

佛教的興起：時代背景及結集 

 

 (II) 設題目標： 

本題目主要測驗考生對生命倫理的思考。考題的重點在於有甚麼理由支持

或反對安樂死。 

 

(a) 分別有社會及信仰因素促使他們的出現。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前五世紀，隨著經濟發

達，帶來了君權提升，刹帝利的地位越來越高，因而對婆羅門的特權感到不滿。同

時，婆羅門奢華頽廢的生活，也開始令許多民間信徒對他們的信心動搖。至於婆羅

門教奉行複雜繁瑣的祭祀儀式，更使人漸覺煩厭。這個時期，婆羅門教已不再像昔

日般受人尊敬和重視了。在思想方面，＜奧義書＞的義理也逐漸受到質疑。人們對

於宇宙人生的真理探討，開始脫離婆羅門教及傳統「吠陀」思想的局限，而轉向自

由解放的革新思潮。這些立志要重新尋求真理的修道者，被稱為「沙門」。 

 

(b) 立場一：繼承的地方 

- 輪迴：人有來生的生命 

- 業說：人由於業感而輪迴諸趣 

- 認為輪迴是苦，要求解脫 



立場二：不繼承的地方 

- 婆羅門主張梵天是宇宙的創造者，佛教認為宇宙是因緣和合而成。 

- 婆羅門認為祭祀萬能，佛教認為要靠自己去解決問題。 

- 婆羅門認為自己地位至上，因是梵天代表，佛教則反對種壯 

 

(c) 佛在世時，教法是口耳相傳，並無文字紀錄，佛入滅後，僧團恐怕遺教散失，於是

舉行結集，把遺故教搜集、整理、編成統一的經典流傅。 

對佛教的流傳沒有必然答案，合理即可給分，如： 

佛陀的遺教可能會失傳、由於缺乏統一經典，因而導致佛教的分裂、失去經典作為

依據，佛教無法傳播開去。 

 

  



2. 依據佛教發展的歷史，回答下列問題： 

 (a) 試說出「部派佛教」出現的經過。 (4 分) 

 (b) 試說出南傳佛教的「佛陀觀」。 (4 分) 

 (c) 南傳佛教的「佛陀觀」如何影響南傳佛教的教義及修行方式？ (8 分) 

 (d) 「嚴持戒律」如何能提升現代信徒的修行成效？ (4 分) 

 

評卷參考 

 (I) 相關的課程內容： 

佛教的傳播：古印度佛教的發展。今日佛教(南傳佛教) 

 

 (II) 設題目標： 

本題測試考生對南傳佛教的發展及對相關內容之理解。 

 

(a) 試說出「部派佛教」出現的經過。 (4分) 

在佛陀涅槃的一百年後，由於對戒律和教義產生不同見解，僧團開始分裂。

初時只劃出革新派的大眾部和保守派的上座部，稱為根本二部。 

隨著佛教逐漸在印度普及和發展，僧團與僧團之間的關係和聯絡慢慢中斷，

便形成各自獨立，各自發展的局面。經過二、三百年後，終於再分裂為十八

部或二十部，稱為枝末部派。以上座部為主的佛教，慢慢發展為南傳佛教。 

 

(b) 試說出南傳佛教的「佛陀觀」？ (4分) 

南傳佛教相信除了釋迦牟尼佛以外，還有其他佛存在，例如過去的七位古佛

和當來下生的彌勒佛，但只推崇歷史上出現過和在人間成道的釋迦世尊。 

因此南傳佛教的佛陀觀，是依從原始經典所說的“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

由天而得也”。他們認為當釋迦牟尼佛的教化還流傳於世，便不可能再有其

他佛出現。 

 

(c) 南傳佛教的「佛陀觀」如何影響南傳佛教的教義及修行方式？ (8分) 

由於推崇歷史上出現過和在人間成道的釋迦世尊。故對釋尊的教化及修行方

式特別推崇。 



南傳佛法的教義根據初轉法輪時說的四聖諦法，並建基於四聖諦，強調世間

的無常，並以“苦”作為出離心和修行的依據；由於重視佛陀，故同時強調

佛陀臨涅槃時的遺教，即在修行中以戒律為師，並以個人的努力和正法作為

依據。 (4分) 

南傳佛教認為當釋迦牟尼佛的教化還流傳於世，便不可能再有其他佛出現，

所以一般南傳佛教的行者，都以阿羅漢的果位為修行目標。南傳佛教的行者

要達到阿羅漢的境界，就必須嚴持戒律，刻苦修行，依從早期原始佛教的修

行方式。  (4分) 

 

(d) 「嚴持戒律」如何能提升現代信徒的修行成效？ (4分) 

- 個人主義盛行，「嚴持戒律」能減少犯錯，令信徒改善與他人的關係，增

加善知識，提升修行環境 

- 當代多元價值觀及開放的觀念，有時會令道德判斷模糊，「嚴持戒律」令

人易有準則跟從，令人更易作出判斷，減少修行上的疑惑。 

 

  



乙部 佛教教義及佛法實踐 

四題選答兩題 

3. 細閱下列一篇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澳門治安警拘捕一名涉嫌販毒及吸毒的澳門女子，檢獲近十萬元毒品及六千元毒資，

該女子聲稱受僱於香港販毒集團，按對方指示到各區交收毒品。據指涉案三十歲女子

為澳門人，前日凌晨一時許，治安警在城市日大馬路巡邏期間截查她，在其身上檢獲

九十一小包共重廿八點七五克可卡因，約值九萬五千元，她被送院檢驗後證實曾吸毒。

據報有人聲稱早前在香港居住期間，認識一名陌生男子，並受僱在澳門販毒，並於剛

過去周日晚上坐船返回澳門交收毒品。 

 (a) 試以惑、業、苦的觀念分析文中女子販毒及吸毒一事。  (6 分) 

 (b) 何謂「緣起法」？該女子聲稱在香港居住認識一名陌生男子，並受僱在澳門販

毒。這符合佛教緣起的觀念嗎？試說明之。 (6 分) 

 (c) 根據佛教的說法，試以四聖諦解釋她販毒及吸被捕的經過。  (4 分) 

 (d) 你會以哪些佛理，教導該女子捨邪歸正。 (4 分) 

 

評卷參考 

(a) 惑是指煩惱、無明；澳門女子的惑是以為吸毒可以令自己更快樂，故吸毒；

又以為眅毒無問題，所以販毒。 (2分) 

業是指行為；業是因吸毒而形成業力，潛藏破壞身體健康的業力。 (2分) 

苦是指痛苦；苦是因吸毒而招致被捕的苦果。 (2分) 

 

(b) 正因緣法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因果

法則 (2分) 

符合(1分) 因為因緣法中提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因：誤夜損友。 (1分) 

緣：治安警在城市日大馬路巡邏期間截查。 (1分) 

果：被捕。 (1分) 

 

(c) 苦諦：指苦的狀況，(1分) 被捕，受牢獄之苦(1分) 

集諦：明白苦積集的成因。(1分) 該女子明白知道自己痛苦形成的原因是誤



夜損友。(1分) 

 

(d) 八正道的正見。 (1分) 

正見是指符合因緣果報的見解 (1分) 

我會勸他要明白因果，以正見作主導，改變自己的行為，改過自新。 (2分) 

  



4. 細閱下列一篇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李先生為了讓兒子有機會入讀心目中的名校，他在填寫報名表時刻意隱瞞兒子患有

精神病。現在兒子已被取錄，他卻擔心學校在知悉兒子病況後會要求兒子退學。  

 (a) 說明「正見」和「正語」的相互關係。 (4 分) 

 (b) 試就「正見」和「正語」兩方面來分析李先生的行為如何違反了「八正道」。

 (10 分) 

 (c) 試從業論出發，分析李先生的業因和業果。 (6 分) 

 

評卷參考 

(a) 眾生的行為是以「正見」的智慧為主導。如果沒有正見的主導，一切行為便

會因此隨邪見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4分) 

 

(b) 正見： 是就事物的實在情況，去明白和了解而得出的正確見解。先要明白兒

子的資質、健康等實際情況，因材施教，選擇適合的學校，而不是盲

目透過隱瞞病況來達到入讀名校的目的。這位家長沒有這樣的「正

見」，故屬違反八正道中「正見」一項。 

 正語： 是指由正見和正思維的引導，從而遠離妄語、兩舌、惡口和綺語。這

位家長在填寫報名表時刻意隱瞞兒子患有精神病，是違反了「遠離妄

語」一項。 (10分) 

 

(c) 這位家長在填寫報名表時刻意隱瞞兒子患有精神病，這「妄語」是欺騙他人

的一種惡的業因；而這位家長的業果，就是兒子已被取錄，他卻擔心學校在

知悉兒子病況後會要求兒子退學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8分) 

 

  



5. 細閱下列一篇文章，然後回答問題： 

青年五日禪 2019 

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2019 青年禪修營，為期一連五日，專為 18-35 歲的青年人而設的禪修初階活動。 

今年的主題是【#遇見自己】— 在這五日中，透過動靜兼備的藝術活動及遊戲，學習

基礎的禪修方法，讓我們培養專注、找回安定、建立自信，探索人生路上的無限可能。  

 (a) 禪是什麼意思？能夠對治個人的那些煩惱。 (4 分) 

 (b) 禪與般若有什麼關係？請以例子說明。 (6 分) 

 (c) 禪是六度之一，度是什麼意思？六度中以哪一項為主？試解釋原因。 (6 分) 

 (d) 作為今年公開試考生的你，除了禪修外，六度中哪些項目最可以幫助你斷除考

試的煩惱，試加以說明。 (4 分) 

 

評卷參考 

(a) 是梵語 “禪那” 的簡稱，含有 “靜慮” 、 “思維修” ，以及把散亂的心收攝起

來，專注於一處的意思。禪定所對治的是散亂。 (4分) 

 

(b) 禪定能夠集中專注，不為內在煩惱和外境所干擾時，便可澄靜下來，讓正念

和覺照生起，發揮智慧的光明作用。如《大智度論》中說： “譬如燃燈，燈

雖能照，在大風中不能為用；若置之密室，其用乃全。散心中智慧亦如是，

若無禪定靜室，雖有智慧，其用不全，得禪定則實智慧生。” (6分) 

 

(c) 六度以般若為首  (1分) 

經過般若的引導和駕馭，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才能與 “緣起” 、 

“空正見” 相應，而達至圓滿成就的波羅蜜。 (3分) 

 

(d) 列舉任何一度並加說明，言之成理最高可給 4分。 

 

  



6. 依佛法實踐回答下列問題： 

 (a) (i) 試說明「四攝」的教理及修行效果。 (8 分) 

  (ii) 一佛教團體向工廠購買數百件禦寒衣物送贈予露宿者及獨居長者。受惠

的陳婆婆向派發禦寒衣物的義工表示感恩，暖在心頭。義工覺得參與此

善舉能與自己的修行相應。 

   以「四攝」中的其中一項內容，說明義工覺得上述善舉與自己修行相應

的原因。 (4 分) 

 (b) 試說明「六度」與「四攝」在修行目的上之分別。 (4 分) 

 (c) 有說：「佛教團體向公眾提供慈善服務，有利於弘揚佛法。」你同意嗎？試加以

說明。 (4 分) 

 

 

評卷參考 

(a) (i) 四攝即： 

(一) 布施：即是將自己所擁有的捨予他人的行為，是菩薩修行的重要

法門。菩薩行布施，能令眾生解決現前的困苦，從而得到滿足和

安樂，更可令其生起親近之心，樂受引導。 

(二) 愛語：就是眾生喜愛聽到的語言。菩薩以和樂的容顏，誠懇的態

度向眾生講說讚歎隨喜、諒解關懷、慶賀慰問等的句語。菩薩順

應眾生的根基和修行境界，作出適當的教導和指引，令其發菩提

心，乃至在修行次第上能有所晉升，步向無上菩提。 

(三) 利行：即是能利益眾生的行為。菩薩以種種善巧方便的行為饒益

眾生，使能獲得現在以至未來的利益。菩薩以愛語攝受眾生，教

授正法後，應繼續以慈悲心、無愛染心，引導如法思維，隨法而

起行，令其得到真正的利益。 

(四) 同事：即因應眾生不同的根性和習氣，隨其所樂，與其共事或作

修行助伴。這樣能使其生起親近心和信心，得入正法。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8分) 

 

(ii) 上述善舉是「布施攝」。義工能以自己的能力協助派發禦寒衣物，能解

決露宿者及獨居長者現前的困苦，令他們得到滿足和安樂，更可令其

生起親近佛法之心，樂受引導。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4分) 



 

(b) 六度的修行目的是從生死煩惱的此岸到達菩提涅槃的彼岸，證得圓滿的成

就。四攝的修行目的則在於菩薩攝受眾生的四種方法，是為了究竟利益一

切有情，令得離生死苦，便要攝受眾生歸向正覺的道路。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4分) 

 

(c) 合理。 

- 能與眾生結善緣。 

- 能讓公眾認識佛教。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8分) 

 

  



Module 2: Christianity 單元二：基督宗教 

Answer 3 out of 5 questions 五題選答三題 

 

7. (a) (i) “Both Abrahamic and Davidic Covenant help the formation of Messianic 

hope of the Israelites.” Explain this viewpoint. 「上帝和亞伯拉罕及大

衛立的約促成了以色列人對彌賽亞的盼望。」請解釋這個觀點。  

 (6 分) 

  (ii) Explain in what ways Jesus strengthened the beliefs you mentioned in 

(a)(i)? State TWO points. 耶穌在哪一方面增強了(a)(i) 提到以色列

人對彌賽亞的信念？請以兩點說明你的答案。 (6 分) 

 (b) In your opinion, why did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important to the Israelites? 

為何以色列人重視對彌賽亞的盼望？闡述你的看法。 (4 分) 

(c) In what ways the beliefs of Christianity can help Hong Kong people to overcome 

adversities in life? 基督教的信仰如何幫助香港人克服逆境？ (4 分) 

 

Marking Scheme 

7. (I) Relevant Course Content: 

 

 

 (II) Purpose of the question: 

 

 

 (a) (i) Throughout the history (after the exile) the Israelites hoped that there would 

be a Messiah who would lead them reestablished their na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God. Both the Abrahamic Covenant and Davidic Covenant helped the 

formation of such hope. 

- Abrahamic Covenant 

The covenant between God and Abraham include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God requested Abraham and his descendant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venants (e.g. every male had to undergo circumcision on the 8th day after 

birth), while God would bless them and regard them as His chosen people. 

This encouraged the formation of Messianic hope that a spiritual Messiah 

who helped them to re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after they sinned 

against him.  



Moreover, God also promised Abraham to give the Promised Land to him 

and his descendants in the covenant, while they were required to obey God’

s commandments. This also encouraged the formation of Messianic hope that 

a political Messiah would lead them overthrown the occupation of foreigners 

such as Greek and Romans, so that their nation could be reestablished / they 

could go back to the Promised Land after the exile. 

- Davidic Covenant 

God promised King David that his descendants would sit on the throne forever, 

while God himself would be the father of the kings and the kings would 

become the sons of God. These two promises also encouraged the formation 

of Messianic hope that a political Messiah would eventually restore the nation 

of Israel, so that their nation (Davidic dynasty) would last forever. Moreover, 

they also believed that they would still be God’s chosen people as God has 

promised to be their father in the covenant, while this would be fulfilled 

through the Messiah. 

Or any reasonable answers. (6 marks) 

 

(ii) Jesus’ birth, deeds and words strengthened the beliefs as mentioned above: 

- Jesus’ birth 

Jesus was the son of Joseph and Mary, who was the descendant of King David. 

Moreover, the identity of the coming Messiah was prophesied in the Old 

Testament, while Jesus has fulfilled these prophecies as well. For example, it 

was prophesied that the birthplace of the Messiah would be in Bethlehem and 

he would be given birth by a virgin. These strengthened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 Jesus’ deeds and words (Political Messiah) 

There were occasions that Jesus’ deeds and words strengthened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For example, when Jesus entered Jerusalem, he rode on a colt 

which symbolized the identity of a political king as prophesied in the Old 

Testament. Moreover, when the crowd spread cloaks and braches on the road 

to welcome Jesus, Jesus accepted it, yet this was how people would welcome 

an earthly king. These behaviours of Jesus strengthened the belief that Jesus 

would be the Messiah to lead them reestablish their nation.  

Alternative Answer: Jesus ruled with justice as prophesied by Isaiah 



 - Jesus’ deeds and words (Spiritual Messiah) 

Jesus’ teachings add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which also strengthened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For example, Jesus 

reinterpreted the meaning of Sabbath Day and the meaning of sin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se teachings help people to let go religious rituals 

and empower them to experience God’s love personally. Moreover, Jesus was 

eventually crucified on the cross to redeem people’s sin so that people could 

reestablish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se behaviours of Jesus strengthened the 

belief that Jesus is the spiritual Messiah to bring spiritual blessing to people.  

Alternative Answer: Jesus has wisdom / fear of God as prophesied by Isaiah. 

Or any reasonable answers. (6 marks) 

 

 (b) -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helped the Israelites to remain hopeful 

towards God’s promises 

After the fall of Israel, many Israelite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ir n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s the chosen 

people.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helped them to remain hopeful towards 

God’s promises despite the adversities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Greek and 

Romans / were not able to worship God due to the suppressive policies of 

Antiochus IV) that they were facing. 

  -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helped the Israelites to uphold their religious 

life 

During exile and Greek occupation, the Israelites were not able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us faith and rituals. For example, they were forced to worship other 

Greek gods, while their own Temple was robbed and destroyed. However, with 

the belief of Messianic hope, the Israelites were able to remain faithful to God 

and uphold their religious life. 

  Or any reasonable answers. (4 marks) 

   

 (c) The beliefs of Christianity can help Hong Kong people to overcome adversities: 

-  The belief that God’s promises never fail helps Hong Kong people to 

overcome adversities in life. Hong Kong is a high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city, many people are under great stress in order to strive for the best, such as 

having high salaries, comfortable living condition and good quality of life. The 



belief that God’s promises never fail can help Hong Kong people to shift their 

focus from material possessions to spiritual blessing as God has promised that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life since he would provide us everything that 

we need. 

- The belief of eternal life also helps Hong Kong people to overcome adversities 

in life. Some people may suffer from terminal illness and lose hope for 

recovery. The belief of eternal life can help Hong Kong people (both patients 

and family members) to remain hopeful as they would know that their 

suffering is temporarily and eventually they can meet in God’s kingdom. 

  Or any reasonable answers. (4 marks) 

 

  



8. (a) (i) 經文中的「油」是指哪些重要的東西？ (4 分) 

(ii) 耶穌說這個比喻有甚麼目的？ (6 分) 

(iii) 耶穌以比喻說明道理，對當時的人有什麼好處？ (4 分) 

 (b) (i) 為什麼耶穌說有錢財的人進天國是何等的難？ (3 分) 

(ii) 初期教會如何實踐上述經文內的教導？ (3 分) 

 

評卷參考 

8.  (I) 相關的課程內容： 

 

 

 (II) 設題目標： 

 

 

 (a) (i) 經油是可以是指個人的品格或是指與神的關係，是需要培養的，是

不能借回來的，或在臨急時取用/買回來。 (4 分) 

(ii) - 說明未世來臨的時候是沒有人知道的 

- 但我們要預先預備油，即是要有好的品格/與神有好的關係 

- 要隨時預備等候主再來 

- 有良好預備便能在末世的時候與主進入天國，共享天國的福

樂 (6 分) 

(iii) 當時一般的人教育水平不高，以日常生活習慣作比喻，能幫助聽眾

明白訊息 

產生親切感因此容易聽進去及記憶 (4 分) 

 (b) (i) 因為他依戀世間財富，不善用它們，分給有需要的人 (3 分) 

(ii) 凡物公用，將所需的分給各人(徒二：44-45) 

初期教會的信徒，選擇相信耶穌是要冒著生命危險，以及來自家族和

政府的逼害等。他們加入教會時，因看到肢體間的貧乏，所以願意賣

了田產家業，互補不足，供應各人所需。他們彼此關心，相愛及犧牲；

他們彼此相助的美德及善行，實踐了耶穌的教導。 (3 分) 

  



9. (a) 參考以下經文，指出我們對耶穌有甚麼認識？試以兩點作出說明。 (8 分) 

 (b) 耶穌時代，法利塞黨 (法利賽人) 的經師並不了解耶穌的真正身份。試舉出兩點

並以例子說明。[不可重覆上述 (a) 的答案] (8 分) 

 (c) 經師的角色在今天的社會裏為我們帶來甚麼警惕？  (4 分) 

 

評卷參考 

 (I) 相關的課程內容： 

單元二：基督宗教之源頭 – 耶穌基督 ：對法律的爭論 

單元三：耶穌基督的身份 – 經師對耶穌身份的看法 

 

 (II) 設題目標： 

本題測試考生對耶穌赦罪權柄的理解，以及經師如何理解耶穌的身份 

 

 (a) 認識耶穌： (8 分) 

  - 與經師的關係：經師與耶穌為敵，耶穌週遊加里肋亞省，當時已在加里

肋亞一帶講道及治病，大概因為祂的名聲已流傳各地，激起了猶太宗教

領袖們的嫉妒和攻擊，他們處處與耶穌為敵，乘機誹謗及陷害耶穌。 

- 憐憫他人的處境：癱子的朋友充滿信德，耶穌就動了憐憫的心，治好癱

子，亦即赦了他的罪。 

- 重修人和天主的關係：耶穌表示祂來世間不只為治好人的疾病，更要為

赦免人的罪過，使人與天主重新和好，獲得心靈上的平安，於是在顯奇

蹟之前，先赦免癱子的罪過。 

或 其他合理答案。 

 

(b) 耶穌時代，法利塞黨(法利賽人)的經師並不了解耶穌的真正身份： 

法律角度：經師不明白耶穌是安息日的主這一身份，更想找機會來責難耶穌。

能解釋天主定立安息日為人的好處，為慶祝人類享受自由的日子，意思是叫人

類在這一日無論是奴隸或者主人都能安享休息；意思是聲明人本身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法利塞人不明白耶穌是天主子的身份，有解釋並完滿法律的能力。 

[安息日門徒掐食麥穗 (谷 2:23 一 28)] 

重視人人平等，拯救所有人包括罪人：法利塞人視稅吏為罪人，但耶穌願意接



納他，顯示出耶穌有超人的慈愛。他們不明白耶穌的真正身份是為世人贖罪的

天主子，他們只認為耶穌與有罪的人交往而對他非議，在猶太人的傳統是不可

以與罪人來往。 [召選瑪竇為徒 (瑪 9:9-13)] 

行奇蹟的目的：耶穌行奇蹟(神蹟）是有一定的原則/目的:他會為了人的需要，

以及光榮上主等原因而施行奇蹟，他不會為證明自己而行奇蹟。法利塞人實質

上是要求耶穌證明自己，所以耶穌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耶穌知道即使他行奇蹟，法利塞人亦不會接受他的身份和教訓，因為他們早已

有了不信的立場，所以耶穌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或 其他合理答案。 (8 分) 

 

 (c) 提醒我們對人的態度： 

 耶穌時代的經師，自恃過高，自鳴清高，不與世俗人的妥協，只予人高高在上

之感；在今天的社會，無論面對無情的戰火、天災人禍的發生、貧富懸殊的現

象等等，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而非自鳴清高地歧視他人，這樣才為紛亂

的世界帶來美善。 

耶穌曾斥責經師們對法律的態度是偽善人，只遵守表面的意思卻忽略法律的

真義愛主愛人。在今天的社會，提醒我們要作一個真誠良善的人，切忌表裏不

一，每個人也願意以誠摰待人，才能共建和諧的社會。 

或 其他合理答案 (4 分) 

  



10. (a) 請舉出伯多祿 (彼得) 的兩個性格特徵。這些特徵對早期教會有甚麼重要? 請

以兩點說明你的答案。 (8 分) 

 (b) 耶穌在世時如何栽培伯多祿 (彼得) 成為教會領袖?請以兩點說明你的答案。 

   (8 分) 

 (c) 基督徒教師可以怎樣栽培今天的香港學生成為未來的社會領袖? (4 分) 

 

評卷參考 

 (a) 彼得的兩個性格特徵對早期教會的重要： 

  彼得很勇敢 

- 在客西馬利園，耶穌被捉拿的時候，彼得仍然守護著耶穌 

- 耶穌被捕後，彼得仍然跟隨主耶穌到耶穌被捉拿的地方， 

- 早期教會常常受到逼迫，很多人都退縮起來。但彼得不怕被逼迫，仍然勇

敢地站出來，作為教會的領袖，向信徒講道教導及帶領信徒成長。 

  彼得很願意承擔 

- 耶穌被殺後，門徒因為害怕都各散東西，但彼得仍然和其他門徒一起，

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 

- 初期教會面對很多被迫，包括猶太領袖和羅馬人。但彼得仍然忠心地承

擔帶領教會的使命沒有退縮。 

  彼得願意面對自己的錯誤 

- 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主，也曾被耶穌說撒旦退去吧。 

- 但彼得後來痛改前非，專心跟從主。 

- 在早期教會，彼得起初也不接納外邦人可以跟從耶穌作信徒，但他能夠

面對自己的錯誤，領受新的異象，明白耶穌的吩咐你，順服聖靈向外邦

人百夫長哥尼流傳道及為他們一家施洗。 

- 帶領教會接納外邦人，讓教會能夠繼續擴展到外邦的地方。 

或 其他合理答案。 (8 分) 

 

(b) 耶穌在世上栽培彼得： (8 分) 



耶穌常常教導彼得要分辨神的意思或人的意思 

- 有一次耶穌預言自己受難，彼得勸阻耶穌，但耶穌向彼得說撒旦退去吧！ 

- 讓彼得能分辨神的意思和人的意念，並要跟從神。 

耶穌幫助彼得面對自己的軟弱 

- 耶穌在他吃最後晚餐的時候跟彼得說雞叫之前，彼得會三次不認主，雖

然彼得認為沒有可能，但耶穌預早給他知道，當犯了錯誤的時候，能夠

記起耶穌的說話，並改悔改和接受耶穌的寬恕。 

 

 (c) 上帝栽培今天的香港學生： (4 分) 

 - 耶穌昔日常常教導門徒 

- 今天香港有很多教會和基督教中學 

- 香港的中學生能夠得到很多教導，學習真理。 

- 也能在教會、學校和家庭行出真理。 

- 遇上困難時也有同學和導師鼓勵和勸勉，令他們悔改和接納他們。 

 

  



11. (a) 說明保祿 (保羅) 對救恩的其中兩種看法。 (10 分) 

 (b) 雅各伯 (雅各) 對救恩的看法如何補充了因信成義  (因信稱義) 的觀點？ 

   (6 分) 

 (c) 舉出一個方法說明基督徒如何展示經歷耶穌基督的救恩。  (4 分) 

 

評卷參考 

 (a) 解說主權的轉移/與主結合(契合)/ 因信成義的其中兩種看法： 

  - 主權的轉移：人在信主之前對罪惡來說是奴隸，但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

付出了極大的代價，信徒在信主後不再是罪惡的奴隸，其主權乃屬於耶

穌。 

  - 與主結合(契合)：耶穌基督的死和復活代表了他戰勝罪惡和死亡，而信徒

與主在這方面是緊密地聯繫在一起的。這代表信徒向罪來說是死了，不

再活在罪中，而且像基督一樣勝過死亡的權勢，不受罪的影響。 

  - 因信成義：人因信耶穌基督，上主便不再看他為有罪，而且因其信心可

以稱為義人。這是上主的恩典，叫人可以與衪和好，重建美好的關係。 

  或 任何合理的答案。 (10 分) 

 

(b) - 雅各伯(雅各)的教導是保祿(保羅)「因信成義(因信稱義)」觀念的補充； 

  - 信德 (信心)與行為相輔相承； 

  - 行為亦反映一個人的信德(信心) ； 

  - 雅各伯(雅各)的教導叫人不要錯誤地演繹「因信成義(因信稱義)」的觀念，

因而忽略了一個人的好行為。 

  或 任何合理的答案。 (6 分) 

 

(c) - 宣講作見證 

  - 愛德行動 

  或 任何合理的答案。 (4 分) 

 

END OF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