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六期题目

范围：马可福音 8–14 章 (21/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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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 ），就（ ）（ ）（ ）在

他（ ）（ ）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 看见甚麽了？

2.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 ）（ ）彼得说：（ ）

（ ），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 ）（ ），只体贴

人的意思。”

3.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 ）（ ）的人，（ ）（ ）都

能。”

4. “盐本是（ ）（ ），若失了（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

们里头应当（ ）（ ），彼此和睦。

5.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 ）（ ）进神的国（ ）（ ）

（ ）呢 。

6. 因为（ ）（ ）来，并不是要受人的（ ）（ ）， 乃是要服

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 ）（ ）。

7. 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 ）（ ）

（ ）（ ）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 ）（ ）了。”

8. 经上写着说：“匠人（ ）（ ）的石头，已作了（ ）（ ）

的（ ）（ ）（ ）（ ）。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

（ ）（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麽？”

9.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 ）（ ）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

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 ）（ ）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不要（ ）（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

没有到。

10.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 ）（ ）恨恶。惟有（ ）（ ）到

底的，必然（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十二筐子。---------( )

2.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保住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

了生命。----------------------------------------------------( )

3. 凡因你们是属上帝，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

赐。--------------------------------------------------------( )

4.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

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象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

6.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

得着。------------------------------------------------------( )

7. 耶稣说：“神的物当归给神，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

8. 因为假祭司、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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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耶稣在伯利恒长大麻疯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

的真哪哒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

10.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

2.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

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

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

3.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 因为神凡事都能。

4.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也不记得吗？

5.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

是不能，在神却不然，

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

6.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

样。你们中间，谁愿为

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7.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8.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

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

人的仆人。

9.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

就是

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

白。

10. 你们要谨慎，儆醒祈祷，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

丢在地狱里。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马可福音 8-14 章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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