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期题目 

范围：马太 8–14 章 (24/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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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你们这（     ）（     ）的人哪，为甚麽胆怯呢？於是起来，

（     ）（     ）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      ）（      ）了。 

2. 耶稣走遍各城（     ）（     ），在（     ）(      )里教训人，宣讲

(      )(     )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3. 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     )(     ) 

(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     )(     ) 

(     )(     )，多马和税吏(     )(     ) ，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

太,(     )(     )(     )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4.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     )(     )恨恶。惟有忍耐到(     )的必然得

救。 

5. 凡劳苦担(     )(     )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

柔和(     )(     )，你们当负我的(     )，学我的样式； 

6.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

呢？人比羊何等(     )（     ）呢！所以，在安息日（     ）（     ）

事是（     ）（     ）的。 

7. 因为（     ）（     ）所充满的，(     )(     ) 就说出来。善 人从他

心里(     )（     ）的善就发出善来。 

8. 这原是百种里（     ）（     ）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

（     ），且成了树，天上的（     ）（      ）来宿在他的枝上。 

9. （     ）（     ）要差遣（     ）(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

的，从他(     )里挑出来, 

10. 只因见风甚大，就(     )(     )，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阿，救

我！”（     ）(     ) 赶紧伸手（     ）（     ）他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说：牛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 

2.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

子回家去罢。------------------------------------------------(     ) 

3.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

收割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 

4.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

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 

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以利亚的；然而

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 

6.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

的了。-----------------------------------------------------(     ) 

7.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

家财。-----------------------------------------------------(     ) 

8.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後来有世上的事、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 

9. 他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文士，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

来。-------------------------------------------------------(     ) 

10. 於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七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

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

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

子。 

2.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

不着医生，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3.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

群；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

十倍的。  

4.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 

5.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麽？  
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6.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有病的人才用着。 

7.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

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8.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  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9.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

见了就把他藏起来，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

掉在地上  

10. 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

姓，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

的弟 兄姐妹和母亲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马太 8-14 章____________(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期题目 

范围：马太 8–14 章 (24/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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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你们这（     ）（     ）的人哪，为甚麽胆怯呢？於是起来，

（     ）（     ）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      ）（      ）了。 

2. 耶稣走遍各城（     ）（     ），在（     ）(      )里教训人，宣讲

(      )(     )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3. 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     )(     ) 

(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     )(     ) 

(     )(     )，多马和税吏(     )(     ) ，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

太,(     )(     )(     )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4.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     )(     )恨恶。惟有忍耐到(     )的必然得

救。 

5. 凡劳苦担(     )(     )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

柔和(     )(     )，你们当负我的(     )，学我的样式； 

6.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

呢？人比羊何等(     )（     ）呢！所以，在安息日（     ）（     ）

事是（     ）（     ）的。 

7. 因为（     ）（     ）所充满的，(     )(     ) 就说出来。善 人从他

心里(     )（     ）的善就发出善来。 

8. 这原是百种里（     ）（     ）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

（     ），且成了树，天上的（     ）（      ）来宿在他的枝上。 

9. （     ）（     ）要差遣（     ）(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

的，从他(     )里挑出来, 

10. 只因见风甚大，就(     )(     )，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阿，救

我！”（     ）(     ) 赶紧伸手（     ）（     ）他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说：牛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 

2.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

子回家去罢。------------------------------------------------(     ) 

3.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

收割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 

4.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

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 

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以利亚的；然而

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 

6.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

的了。-----------------------------------------------------(     ) 

7.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

家财。-----------------------------------------------------(     ) 

8.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後来有世上的事、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 

9. 他说：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文士，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

来。-------------------------------------------------------(     ) 

10. 於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七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

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

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

子。 

2.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

不着医生，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3.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

群；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

十倍的。  

4.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 

5.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麽？  
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6.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有病的人才用着。 

7.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

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8.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  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9.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

见了就把他藏起来，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

掉在地上  

10. 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

姓，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

的弟 兄姐妹和母亲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马太 8-14 章______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