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期题目 

范围：马太 15-21 章 (31/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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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百姓用（    ）（    ）尊敬我，（    ）却远离我；他们将（    ）

（    ）（    ）（    ）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2. 因为从（    ）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    ）（    ）、

偷盗、妄证、(    )讟。这都是（    ）（    ）人的； 

3.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

的，乃是我 在天上的（    ）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

的（    ）（    ）建造在这（    ）(    )上  

4. “但恐怕（    ）（    ）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

起来，开了它的口，必得一块（    ）  

5.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    ）（    ）

（    ） 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

两三个人奉我的（    ）聚会，那里就有（    ）（    ）他们中间。 

6. 凡（    ）（    ）（    ）（    ）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

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    ）倍，并且承受（    ）

(    )。 

7. 他们要（    ）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    ）（    ），鞭打，

（    ）（    ）（    ）（    ）（    ）上  

8. 耶稣就动了（    ）（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    ）

（    ）（    ）（    ），就跟从了耶稣。 

9.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    ）（    ），不疑惑，不

但能行 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    ）说：你挪开此地，投在

海里！也必（    ）（    ） 。 

10. 不料，（    ）（    ）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    ）

（    ）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

（    ）（    ）园外，杀了。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甚至众人都希奇；因为看见哑吧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

见，他们就 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 

2. 约翰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 

3. 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

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 

4.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 

5. 你们各人若不从思想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 

6.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

样的人。”------------------------------------------------(      ) 

7. 约在早晨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      ) 

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

赎价。----------------------------------------------------(      ) 

9.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敬拜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

了。------------------------------------------------------(      ) 

10. 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

不能污秽人，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2.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

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

子。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3.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

吗？ 

4.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

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

座山说：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

四千。 

5.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

的， 

 
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6.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

母，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7.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

不能的，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8.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

用吗？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

去。 

9.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在神凡事都能。 

10. 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 
 

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马太 15-21章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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