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一期题目

范围：哥林多前书 8-14 章 (06/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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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 ）偶像（ ）（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

自大，惟有（ ）（ ）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

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 ）（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2.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 ）（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3. 你们岂不知为（ ）（ ）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

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 ）（ ）（ ）的靠着（ ）（ ）

（ ）（ ）。

4. 既是这样，我的（ ）（ ）是的，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

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 ）（ ）。

5.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 ）（ ）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 ）（ ），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

（ ）（ ）。

6. 男人本不该（ ）着（ ），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

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

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 ）（ ）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

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 ）（ ），男也不是无女。因

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 ）。

7. 所以，无论何人，（ ）（ ）（ ）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 ）

（ ）主的身、主的血了。

8. （ ）（ ）原有分别，（ ）（ ）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

（ ）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9. 如今常存的有（ ），有（ ），有（ ）这三样，其中（ ）（ ）

的（ ）（ ）。

10. 我愿意你们都说（ ）（ ），更愿意你们作（ ）（ ）讲道；因为说

（ ）（ ）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作（ ）（ ）讲道

的，就比他强了。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於他；我们也归於他─并有一位

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 )

2.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

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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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向华人，我就作华人，为要得华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

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

5.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甚麽，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

6.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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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

洗，成了一个身体，饮於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

体。-------------------------------------------------------( )

8. 眼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

9.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嫉妒；爱是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

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

10.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

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

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2.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

的缘故，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

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3.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

的；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

一同快乐。

4.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5.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6.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

的杯，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7.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

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

而行。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8.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

杯，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

督。

9.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

肢体就一同受苦；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

灭。

10.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

们众人还多。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哥林多前书 8-14________(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一期题目

范围：哥林多前书 8-14 章 (06/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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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 ）偶像（ ）（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

自大，惟有（ ）（ ）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

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 ）（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2.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 ）（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3. 你们岂不知为（ ）（ ）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

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 ）（ ）（ ）的靠着（ ）（ ）

（ ）（ ）。

4. 既是这样，我的（ ）（ ）是的，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

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 ）（ ）。

5.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 ）（ ）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 ）（ ），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

（ ）（ ）。

6. 男人本不该（ ）着（ ），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

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

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 ）（ ）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

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 ）（ ），男也不是无女。因

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 ）。

7. 所以，无论何人，（ ）（ ）（ ）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 ）

（ ）主的身、主的血了。

8. （ ）（ ）原有分别，（ ）（ ）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

（ ）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9. 如今常存的有（ ），有（ ），有（ ）这三样，其中（ ）（ ）

的（ ）（ ）。

10. 我愿意你们都说（ ）（ ），更愿意你们作（ ）（ ）讲道；因为说

（ ）（ ）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作（ ）（ ）讲道

的，就比他强了。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於他；我们也归於他─并有一位

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 )

2.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

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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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向华人，我就作华人，为要得华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

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

5.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甚麽，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

6.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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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

洗，成了一个身体，饮於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

体。-------------------------------------------------------( )

8. 眼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

9.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嫉妒；爱是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

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

10.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

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

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2.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

的缘故，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

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3.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

的；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

一同快乐。

4.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5.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6.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

的杯，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7.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

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

而行。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8.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

杯，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

督。

9.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

肢体就一同受苦；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

灭。

10.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

们众人还多。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哥林多前书 8-14__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