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四期题目 

范围：马太 22–28 章 (07/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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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    ）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    ）

（    ）去；其馀的拿住仆人，（    ）（    ）他们，把他们杀了。 

2.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    ）（    ），也不晓得神的

（    ）（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

（    ）（    ）一样。 

3.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    ）起誓的，这算不得

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    ）（    ）起誓的，他就该（    ）

(     ) 。” 

4.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    ）（    ）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

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    ） 的是应当

（    ）（    ）的。 

5. 只因（    ）（    ）（    ）（    ）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

（    ）（    ）了。惟有（    ）（    ）到底的，必然得救。 

6. （    ）（    ）的拿着（    ），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

候，他们都（    ）（    ），睡着了。 

7.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    ）（    ）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    ）（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

（    ）（    ） 。 

8.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    ）（    ）（    ）（    ），就

对他们说：你们（    ）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    ）（    ）。 

9. 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    ）（    ）的一块田，为要埋葬

（    ）（    ）（    ）。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    ）田 

10. 所以，你们要去，使（    ）（    ）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凡我所（    ）（    ）你们的，都（    ）（    ）他们

遵守。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 

2.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 

3.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外面，好叫里面也乾净了。-(      ) 

4. 闪电从西边发出，直照到东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 

5. 把山羊安置在右边，绵羊在左边。---------------------------(      ) 

6.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      ) 

7.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

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麽应验呢？--------------------------(      ) 

8. 这就应了先知以賽亞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

钱，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      ) 

9.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下到上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

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 

10.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

而全都信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 

    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

喝。 

2.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 

        己。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

报 给他的门徒。 

3. 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 

        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

招聚了来。 

4.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

来。 

5.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 

        声，将他的选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

了。 

6.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

的。 

7. 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 

        牧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

加利利去。 

8. 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 

     惑。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

理的总纲。 

9. 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 

       拿海绒 

 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

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10.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马太 22-28章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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