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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佛教
題目 1 至 6 題為佛教題目。

單元二：基督宗教
注意：為方便考生閱讀中文版本的試題，
1.

題目中部份字詞有天主教及基督教的版本。斜體的字詞為天主教常用的版
本，括號內的字詞為基督教常用的版本。

2.

個別題目或會分別列出經文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的版本。

五題選答三題
7.

瑪利亞(馬利亞)按照梅瑟(摩西)法律(律法)的規定，一滿了取潔的日期，便帶着
嬰孩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獻給天主(上帝)。那時，瑪利亞(馬利亞)在耶路撒冷聖殿
遇見一位名叫西默盎 (西緬)的義人，西默盎(西緬)即抱着耶穌，並作出一些預
言。
(a) (i) 西默盎(西緬)怎樣預言嬰兒耶穌的身份、將來的工作及命運？

(8 分)

(ii) 試從耶穌的生平中各舉一例，說明你在(i)所述，關於耶穌的工作的三
項預言，並解說這些預言如何在耶穌身上應驗了。

(6 分)

(b) 你認為天主(上帝)讓西默盎(西緬)遇見聖母，並向她說預言的目的是甚麼？
(2 分)
(c) 你認為基督徒若遇上別人向他說關於他的「預言」
，該如何面對以後的人生
呢？試想像一可能情境及預言者所說的一句「預言」，並加以解釋。
評卷參考
(I) 相關的課程內容
單位二：基督宗教之源頭一耶穌基督：誕生與兒時、傳道事工
(II) 設題目標
本題測試考生對耶穌的身份、工作及命運的認識，學生亦要應用相關的資料
於現今的環境。
1.

(a)

(i) 西默盎(西緬)怎樣預言嬰兒耶穌的身份、將來的工作及
命運？
評卷參考
耶穌的身份：

(8 分)

 他會被認定為天主的兒子
耶穌將來的工作：
 啓示外邦人(異邦人)
 成為百姓以色列的榮耀
 使許多人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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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許多人復興
 揭露人心底的意念
耶穌將來的命運：
 他會被人譭謗/反對
 他的遭遇會令母親瑪利亞(馬利亞)飽受利劍穿心
之痛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a)

(ii)

(8 點 x
1 分)

試從耶穌的生平中各舉一例，說明你在(i)所述，關於耶穌的 (6 分)
工作的三項預言，並解說這些預言如何在耶穌身上應驗了。
評卷參考
耶穌將來的工作：
 啓示外邦人異邦人
 耶穌是全人類的救主，他同樣關懷外邦人的需要，
如：治好客納罕(敘利腓尼基)婦人的女兒 (谷/可 7：
24-30)
 成為百姓以色列的榮耀


耶穌以以色列人的身份在加里肋亞(加利利)境內到
處醫病及宣講天國的來臨(谷/可 8：32-39)，最終更

為人的罪而死。
 使許多人跌倒


祂指責猶太領袖外表行為的虛偽，欠缺對天主的虔

敬(瑪/太(?)谷/可 6：5-18)
 使許多人復興


接受耶穌的人便得著新生命，如：漁夫安德肋(安
得烈)及西滿(西門) 伯多祿(彼得)被召 (谷/可 1：

16-18)， 稅吏瑪竇(肋未)被召(谷/可 2：13-14)等。
 揭露人心底的意念


祂常暴露猶太領袖的虛偽，指責人內心的罪惡(谷/
可 6：1-4)。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任何 3 點 x 2 分)

2018-19-聯校模擬考試-倫理與宗教科 卷二(基督宗教)

3

(b)

你認為天主讓西默盎(西緬) 遇見聖母，並向她說預言的目 (2 分)
的是甚麼？
 回報西默盎(西緬)的信德，讓他在臨死前可向聖母
送上誕下天主子/救世主的祝福
 天主想聖母早作心理準備，知道耶穌帶來的救恩不
會被一切人所接受，甚至會遭人反對
 天主想讓瑪利亞(馬利亞)對將來所遭受的利劍穿心
之痛早作準備，以便將來她能承受這椎心之痛或明
白自己有責任分擔民族及家庭的不幸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c)

(任何 1 點 X 2 分)
你認為基督徒若遇上別人向他說關於他的「預言」
，該如何 (4 分)
面對以後的人生呢？試想像一可能情境及預言者所說的一
句「預言」，並加以解釋。
4分
評卷參考
 可能情境及預言：一擅長看臉相的親朋戚友，預言
你將來必會飛黃騰達。
 對應該情境的面對方法：該相信他們可能是假先
知，不要輕言相信這預言，只會相信憑藉個人努力
才可令自己富起來。而且，追求心靈的財富比追求
物質的財富更重要。要謹記，耶穌曾說過富人進入
天國比駱駝穿過針孔更難(瑪/太 18：23-30)。
 可能情境及預言：基督徒在街上遇到祈福黨，騙徒
預言基督徒將遭逢不測，如想趨吉避凶，就要交出
大量財物消災解難。
 對應該情境的面對方法：基督徒應提防街上遇見的
陌生人，他們可能是企圖騙財的假先知。面對未來
未知的吉凶，基督徒應在日常生活中多祈求天主的
保佑或聖神的臨在，依靠天主比依靠陌生人更可
靠。應時常謹記，天主的權能能令基督徒逢凶化吉，
如耶穌當日也能呼風喚雨，平息風浪，讓門徒安然
過海。
 或應謹記耶穌承諾把平安留給我們，勸我們不要憂
愁、煩亂與膽怯的教誨(若/約 14:27) ，並把自己的
一切交託給天主。
或 任何合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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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細閱馬爾谷馬可福音 9：2-9。試說明以下現象所表明的意義：
2 六天後，耶穌帶著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單獨帶領他們上了一座高山，在他
們前變了容貌：3 他的衣服發光，那樣潔白，世上沒有一個漂布的能漂得那樣白。
4 厄里亞和梅瑟也顯現給他們，正在同耶穌談論。5 伯多祿遂開口對耶穌說：「師
傅，我們在這裏真好！讓我們張搭三個帳棚：一個為你，一個為梅瑟，一個為厄
里亞。」6 他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因為他們都嚇呆了。7 當時，有一團雲彩遮
蔽了他們，從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從他!」8 他們忽然向
四周一看，任誰都不見了，只有耶穌同他們在一起。9 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
耶穌囑咐他們，非等人子從死者中復活後，不要將他們所見的告訴任何人。
2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
像，3 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4 忽然，有
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5 彼得對耶穌說：「拉比，我們在
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6 彼得不
知道說甚麼才好，因為他們甚是懼怕。7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
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8 門徒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
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裏。9 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
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i)

梅瑟摩西和厄里亞以利亞的顯現

(ii) 耶穌的衣服發光放光
i)

(6 分)

梅瑟(摩西)：表明基督來到世上是要成就法律(律法)，而不是取締法律(律法)；
厄里亞(以利亞)：表明耶穌是舊約先知所預言的默西亞(彌賽亞)，來到世上是要
糾正猶太人僵化的信仰。

ii)

耶穌衣裳發出的光芒顯明了天國(上帝國)的榮耀，這種榮耀將會在祂再來審判
世人再度彰顯。
或其他合理答案

（最多給予 6 分）

(b) 耶穌在施行神蹟後，有時會刻意隱藏，要求受眾不要到處宣揚。試解釋
耶穌不欲公開施行神蹟的原因。
(4 分)


祂不欲公開默西亞(彌賽亞)的身份，是為了避免以色列人對誤解其工作，為他
們帶來災難（如屠殺和戰爭）



耶穌不欲引起司祭(祭司)和法利塞(法利賽人)等猶太社會領袖的注意，引起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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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爭端，阻礙救贖計劃的執行。
或其他合理答案

（最多給予 4 分）

(c) 細閱馬爾谷《馬可福音》13:32-36，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32 至於那日子和那時刻，除了父以外，誰也不知道，連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
知道。33 你們要當心，要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期什麼時候來到。34
正如一個遠行的人，離開自己的家時，把權柄交給自己的僕人，每人有每人
的工作；又囑咐看門的須要醒寤。35 所以，你們要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
家主什麼時候回來：或許傍晚，或許夜半，或許雞叫，或許清晨；36 免得他
忽然來到，遇見你們正在睡覺。
32「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
道，惟有父知道。33 你們要謹慎，警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
到。34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
做的工，又吩咐看門的警醒。35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
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36 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
們睡著了。37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警醒！」
(i)

末日將會出現那些景象？試指出其中一項。

(2 分)



死人復活；



一連串的天災人禍（戰爭、饑荒和瘟疫等）



天主(上帝)將臨到世間，審判一切生人和死人



人子（基督）將要再臨世間，坐在上帝的右邊，統治人世一千年

（以上任何一點 x2）
(ii) 在遠行主人的比喻（谷可 13：34-36）中，耶穌說主人分派僕人「當做
的工」
，請指出其中一項工作。


把福音傳到世界每個地方（傳到地極）；



信徒要為基督的救恩作見證；



事奉教會和有需要的人，發揚基督的博愛精神。

(2 分)

（以上任何一點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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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耶穌對門徒的末世教導，祂希望門徒關注哪些事情？請指出其中兩
項，並解釋你的答案。


(6 分)

他不想門徒把天國(上帝)國到來的日子和時間的消息四處散播，
導致人因知道天國(上帝)國到來的確切時間而不願積極追求天主
(上帝)的真理，甚至等到日子將近時才悔改歸信天主(上帝)；



耶穌希望門徒更關注個人在品格和靈性(屬靈)層面上的成長，而
不是去擔心末日時將有甚麼遭遇，失去了對天主(上帝)的信心，
因而窒礙了他們對真理的追求；



耶穌不去求問天國(上帝)國降臨的確實時間，是因為祂信服天主
(上帝)的安排；同時，祂也希望門徒（基督徒/信徒）保持警醒，
在追求天主(上帝)真理的過程中不要怠懈。
（以上任何兩點 x3）

9.

(a) 在 一些猶太人眼中，耶穌的身份就是 默西亞( 彌賽亞 )，然而猶太人
和 耶穌對 默西亞 (彌賽亞)的身份卻有不同的理解，試分別詳細說明
猶 太人與耶穌對 默西亞 (彌賽亞 )的理解。

(6 分)

(a) 猶太人理解的默西亞 (彌賽亞)是一個君王，
- 是達味(大衛)的後人；
- 是舊約先知所預言、天主(上帝)所傅油(膏立)的、與聖神(上帝的靈)同
在的默西亞 (彌賽亞)，
- 是一個軍事/政治的領袖，
- 帶領猶太人推翻羅馬人的統治，重建一個強大、民族自主的以色列國。
- 傑出的統治者，在地上建立公義與和平的統治
耶穌知道默西亞 (彌賽亞)是一個為人贖罪的救世主
- 不是一個政治上的君王，
- 是天主(上帝)所差派的僕人，
- 他用愛去感染世人，
- 呼召罪人、勸人悔改，帶領世人脫離罪惡、戰勝罪惡，
- 為洗清人類的罪而犧牲，
- 建立天國(上帝)的國。
(每個身份，最多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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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從福音 書中各選一個例子，說明以上兩種對 天主(彌賽亞 )的不同

理 解。

(6 分 )

以下例子都可以說明耶穌在一些人心目中君王身份。
-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群眾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從田野裡砍了些樹
枝鋪在路
上，並向他高呼賀三納(「和散那」)，將耶穌視為以色列的王一樣迎接
他進城。
- 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雅各伯(雅各)及若望(約翰)向耶穌發出請求，望
將來可以在他的國中得高位，就是他們將耶穌視為政治上的君王。
(最多 3 分)
以下例子都可以說明耶穌清楚自己是受苦默西亞 (彌賽亞)身份：
- 耶穌曾三次預言自己的受苦及死亡。這表明他明白自己的使命是要作一
個受苦的僕人。
- 福音書記載耶穌經歷受苦及死亡。他雖然在聖神(聖靈)的充滿，亦有行
奇蹟的能力及明白律法的精義，但他仍然選擇以受苦、死亡替世人贖罪，
這顯示他的確是受苦的默西亞 (彌賽亞)。
(最多 3 分)
(c)

另 一方面，耶穌時代不少猶太 人對耶穌的身份都有不同的理解，
試舉一例說明他們的理解及其原因。 (不可重覆(a)及(b)的答案。 )
(4 分)
- 一名百夫長認為耶穌是天主(上帝)的兒子
因為在耶穌臨終時，他目睹耶穌要求天主(上帝)寬恕傷害他的人，並看
見耶穌離世一刻的天昏地暗、地動山搖等異象。
- 部份以色列人會認為耶穌就是舊約的先知、或是厄里亞(以利亞)、或是

洗者若翰(施洗約翰)；
因為耶穌四處講道，直斥社會上不公義之事，並勸人遵守上帝的誡命，
叫人悔改行善，這些工作就和昔日的先知一樣，故不少人會視他們為先
知。
- 法利塞人(法利賽人)和經師(經學家)會認為耶穌是與魔鬼為伴；
因為耶穌在傳導期間，曾多次行驅魔(驅鬼)的奇蹟(神蹟)，但他們卻不
相信及承認耶穌的力量是源自天主(上帝)，故他們會指耶穌是魔鬼的同
行者。
- 納匝肋(拿撒肋)人會認為耶穌只是一個平凡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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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穌是他們的同鄉，他們自少與耶穌一起成長，加上耶穌是出生於
工匠家庭，社會地位低微，故他們會輕看耶穌。
或 任何合理答案
(任何 2 點，每點 2 分)
(d)

對 於今天的基督徒，耶穌的哪個身份角色對他們至為重要 ?

(4 分)

自由作答：
為人受苦贖罪的救世主：
 現今世界，不少人為了金錢和權力而不擇手段、為了財富，父子、兄弟
相爭，社會正需要一個為人帶來愛的救世主，以愛去感動他人、去改變
這世界。
君王默西亞 (彌賽亞)：
 現今世界，不少人都是金錢和權力掛帥，傳統道德值不斷被衝擊，社會
風氣日趨
敗壞，基督若能統治今日世界，必能重建社會道德，為社會上的低下階
層的人/受歧視的人伸張正義。

天主(上帝)的兒子：
 現今世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人們健康正受威脅；天災問題越見
增加，生命面對自然災害更見脆弱；人的緲少更需要造物主向我們施
恩。

辣彼(拉比)：
 現今世代，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心靈卻越見軟弱，情緒病、
自殺個案不斷增加；人更需要一位生命導師，教我們如何自處
或 任何合理答案

(最高 4 分)

10. (a) 試討論以色列人如何透過逾越節，了解天主(上帝)的兩個屬性？ (8 分)
a) 天主(上帝)的屬 :
 拯救的天主(上帝)，透過羔羊的血，以色列人能避過殺長子之災。
 憐憫人的天主(神)，天主(上主)明白以色列人的苦難，把他們從苦難
人拯救出來。
 大能之神，能擊敗埃及法朗(法老)王及其神祗。
 守約的天主(神)，天主(神)曾與以色列人祖先亞巴朗(亞伯拉罕)立約，
祂必引領及保守以色列人。
 任何合理答案
任何 2 點 x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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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簡述以色列作為選民的身份兩個主要特徵。

(8 分)

選民的身份兩個主要特徵：
 立約與守約/法律(律法)，遵守法律為守約的其中一個要求，作為上主的
子民的義務。
 守割損禮(守割禮)，守這禮儀為上主子民的其中一個外在記號，表明
自己與上主立約的群體。
 以民族為基礎，基本上上主的子民主要是以色列人。外邦人的加入的可
能性是微乎其微。
 上主主動的揀選，確認他們是天主(上帝)的子民，天主(上主)絕不會棄



絕他們。
選民有天主(上主)的祝福，因為他們與天主(神)立約。
任何合理答案
任何 2 點 x 4 分
選民這個身份如何幫助現代基督徒活出信仰？

(c)



選民這個身份時刻提醒信徒是天主(上主)揀選的人，有尊貴身份。
信仰生活，應該與身份相配。因此會努力作見證工作，為主傳福音
 見證天主(神)的大愛。



或 任何合理答案

(4 分)

(4 分)

11.
(a) 參考以下經文，用自己的文字作答 :
谷 8：29-33
「……耶穌又問他們說：
『你們說我是誰﹖』伯多祿回答說：
『你是默西亞。』
……耶穌便開始教訓他們：人子必須受許多苦，被長老、司祭長和經師棄絕，
且要被殺害；但三天以後必要復活......伯多祿便拉他到一邊，開始諫責他。
耶穌卻轉過身來，注視著自己的門徒，責斥伯多祿說：「撒殫，退到我後面
去! 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
可 8：29-33
「……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從此他教訓
他們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
三天復活。耶穌明明的說這話、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耶穌轉過來、看著門
徒、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
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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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試解釋耶穌與伯多祿 (彼得)對耶穌的身分的理解有何不同。

(6 分)

伯多祿對耶穌身分的理解：
 伯多祿雖然宣認耶穌是基督（默西亞），是永生天主子，因為他見過耶
穌行神蹟，如：醫治、驅魔、給數千人吃飽和行在水面上，知道祂到來
是要拯救百姓。
 伯多祿對耶穌寄予厚望，以為他是政治性的默西亞、屬地的君王，將帶
領群眾推翻羅馬帝國的統治。因為伯多祿受着耶穌時代猶太人對默西亞
信念的誤解，對默西亞的使命一知半解。在耶穌時代，有些猶太人希望
默西亞的到來，帶領猶太人推翻羅馬帝國的統治，以建立自己的國家，
建立自己的民族絕對主權，不受任何外邦人政治、軍事的影響。
 伯多祿希望默西亞的到來能以政治和軍事方式，維持以色列永遠和公義
的統治。因此他被耶穌斥責他不自覺地做了撒殫的工具，想去改變默西
謙下的、受苦的、為人服務的面貌。
(任何 1 項具充分的說明，最高可給 3 分)
耶穌對其身分的理解：
 作為默西亞的他到來世上所作的拯救，不是政治上的拯救，而是要為人
類受苦，甚至受死。
 耶穌自稱「人子」啓示了自己愛人愛到極點，甘心情願去接受苦難和死
亡，絕對去服從天父，貫徹天父的旨。他願意去拯救人類，主動去受苦、
蒙羞。但這只是一個過程，光榮才是人子的結局。
 耶穌自稱「人子」啓示了自己受死之後會復活、升天，與天主一起，將
來更會駕着雲彩光榮地再來。耶穌的光榮並不是現世的榮耀，而是指向
未來天國的圓滿。
 耶穌自稱「人子」啓示了自己是天主子，只有祂才有權赦罪，其最重要
的任務是在於赦免人的罪過，使人與天主和好。
 耶穌自稱安息日的主，申明人子有權解釋安息日法律，重視法律的真義，
強調法律是為人而設。人子關心人的需要，叫人從法律的條文中得到釋
放。
(任何 1 項具充分的說明，最高可給 3 分)
(ii) 耶穌復活此事對基督徒的信仰有何重要性？試以三點說明。
(8 分)
死而復活的基督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礎：基督以死亡救贖人類，使信他的
人獲得永生
 耶穌的復活表示他已戰勝死亡，令人不再受罪惡控制，有能力過著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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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
 人因罪而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進入天國，耶穌的死亡為人贖罪，使人與
天主修好，耶穌的復活正是見證這個事實
 他的苦難、死亡和復活帶給信徒永生的希望／成為信徒力量的來源；否
則死亡只會是人生命的終結，人的生命便會失去目標
- 任何合理的答案

(任何 3 項具充分的說明，最高可給 8 分)

(b) 耶穌升天後，初期教會的門徒在傳福音時遭到不少挑戰。試以三點說明聖神
(聖靈) 如何幫助門徒傳福音。

(6 分)

聖神幫助門徒傳福音：


宗徒在領受聖神前後，在心態上有很大改變。例如在耶穌被捕後，宗
徒都由於膽小怯懦，害怕受到牽連，因此撇下耶穌逃跑了。伯多祿更
三次否認耶穌。但宗徒在領受聖神後，變得勇敢剛毅，例如伯多祿勇
於站在眾人前向百姓講道；又例如伯多祿與若望由於為主作證而被捕，
在接受大司祭的審問及恐嚇不要再因耶穌的名字施教時，仍然勇敢為
耶穌作證(宗 4:1-22)；甚至宗徒們更因為能夠為主作證而被捕及被鞭
打而感到歡喜，因為他們配為耶穌的名字而受侮辱(宗 5:17-42)。



宗徒在領受聖神前後，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改變。在領受聖神前，宗徒
對耶穌的使命一知半解，以為追隨耶穌，是要建立一個屬於地上的國
度，因此耶穌在首次預言受難時，伯多祿諫責耶穌；甚至在耶穌升天
前，宗徒們仍然問祂何時會復興以色列國 (宗 1:6)。但在領受聖神後，
他們深切明白到耶穌是為所有人的得救而受苦犧牲的默西亞，這可從
伯多祿向群眾講道的內容得見；他們亦明白到他們的使命不是政治性
的，而是宗教性的，是要將福音傳到地極，建設基督的教會。



宗徒在領受聖神前後，在能力上亦有很大的轉變。例如宗徒曾無法治
好一個附魔的兒童 (谷 9:14-29)；但在領受聖神後，宗徒們卻能說各
國的方言，並能施神蹟治病 (宗 3:1-10, 5:12-16)，甚至復活死人 (宗
9:36-43)。



或

任何合理答案

(任何 3 點，每點 2 分)

試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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