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期（题目）

范围：哥林多前书 1-7 章 (30/05/202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_

乐龄 成年 妇女会 初成 青年 少年 儿童 BB/GB
注意：作答时，请用和合本或新标点和合本圣经为准。

A．填充题 【60% 一个字一分】

1.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 ）（ ），（ ）（ ）、

（ ）（ ）都全备。

2.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 ）（ ）的人为（ ）

（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 ）（ ）。

3.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 ）（ ）、神奥秘的（ ）

（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 ）（ ）的。

4. 我是用（ ）喂你们，没有用（ ）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

是如今还是不能。

5.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 ）（ ），乃在乎（ ）（ ）。

6. 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 ）（ ）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

团；因为我们（ ）（ ）（ ）的（ ）（ ）基督已

经被杀献祭了。

7.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

神的灵，已经（ ）（ ），（ ）（ ），（ ）

（ ）了。

8.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 ）吗？这圣灵是（ ）（ ）

（ ）（ ），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9. 倘若自己（ ）（ ）（ ）（ ），就可以嫁娶。与其

（ ）（ ）（ ）（ ），倒不如（ ）（ ）为

妙。

10. （ ）（ ）（ ）的，是为（ ）（ ）的（ ）

挂虑，想怎样叫（ ）（ ）喜悦。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基督差遣保罗，原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

的十字架落了空。-------------------------------------------( )

2. 神却拣选了世上聪明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

的羞愧。---------------------------------------------------( )

3. 我在你们那里，满有信心惧怕，又甚战兢。---------------------( )

4. 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

成为有智慧的。---------------------------------------------( )

5. 因此我已打发巴拿巴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

子，他必提醒你们，记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

人。-------------------------------------------------------( )

6.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

7.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思想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

8.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

在身子里。-------------------------------------------------( )

9.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

子，乃在妻子。---------------------------------------------( )

10.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

-----------------------------------------------------------(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2.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

神，
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

3.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

慧委婉的言语，

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4.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

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5.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

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

的；我们软弱，

何况今生的事呢？

6.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

在你们那里，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7.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

督里为婴孩的。

8.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

辱骂的、勒索的，

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

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

主里面的人。

9.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10.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

束的；
不是命你们的。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哥林多前书 1-7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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