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七期题目

范围：马可福音 15–16 章；路加福音 1–5章 (28/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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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 ）（ ）（ ）（ ）和（ ）

（ ）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

十字架。

2. 有（ ）（ ）（ ）（ ）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 ）

（ ），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3. 你们可以（ ）告诉他的门徒和（ ）（ ），说：他在你们以先往

（ ）（ ）（ ）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

的。

4. 天使对他说：（ ）（ ）（ ）（ ），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

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 ）（ ）（ ）（ ）要给你生一个儿

子，你要给他起名叫（ ）（ ）。

5. 耶稣说：为什么（ ）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 ）的（ ）为念

吗？

6. 你们要结出（ ）（ ）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

（ ）（ ）（ ）（ ）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

（ ）（ ）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7.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 ）（ ），瞎眼的得（ ）（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

由，（ ）（ ）神悦纳人的禧年。”

8. 耶稣伸手（ ）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 ）（ ）

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9. 但要叫你们知道，（ ）子在地上有（ ）（ ）的权柄。就对

（ ）子 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10. （ ）（ ）（ ）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

税吏并（ ）（ ）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 ）（ ）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殿里的幔子从下到上裂为两半。---------------------------------( )

2. 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

罗米----------------------------------------------------------( )

3.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位天使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 )

4.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

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

5.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尔文，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

你。---------------------------------------------------------( )

6.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割礼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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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

鞋带也不配。他要用活水与火给你们施洗。-----------------------( )

8. 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玛达他的儿子；玛达

他是所罗门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 --------------------------( )

9. 耶稣站在她旁边，斥责那热病的邪灵，热就退了。她立刻起来服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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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2. 那少年人对她们说：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

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3.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

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

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

恒，

不要怕！从今以後，你要得人

了。

5. 他就来到约但河一带地方，

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

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

物，对众人作证据。

6.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彷佛鸽

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

尼？

7.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

城传神国的福音，
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

8. 耶稣对西门说： 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9. 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

子。

10.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
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马可 15-16 章；路加 1-5 章__________(请签名)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七期题目

范围：马可福音 15–16 章；路加福音 1–5章 (28/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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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 ）（ ）（ ）（ ）和（ ）

（ ）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

十字架。

2. 有（ ）（ ）（ ）（ ）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 ）

（ ），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3. 你们可以（ ）告诉他的门徒和（ ）（ ），说：他在你们以先往

（ ）（ ）（ ）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

的。

4. 天使对他说：（ ）（ ）（ ）（ ），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

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 ）（ ）（ ）（ ）要给你生一个儿

子，你要给他起名叫（ ）（ ）。

5. 耶稣说：为什么（ ）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 ）的（ ）为念

吗？

6. 你们要结出（ ）（ ）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

（ ）（ ）（ ）（ ）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

（ ）（ ）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7.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 ）（ ），瞎眼的得（ ）（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

由，（ ）（ ）神悦纳人的禧年。”

8. 耶稣伸手（ ）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 ）（ ）

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9. 但要叫你们知道，（ ）子在地上有（ ）（ ）的权柄。就对

（ ）子 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10. （ ）（ ）（ ）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

税吏并（ ）（ ）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 ）（ ）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殿里的幔子从下到上裂为两半。---------------------------------( )

2. 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

罗米----------------------------------------------------------( )

3.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位天使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 )

4.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

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

5.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尔文，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

你。---------------------------------------------------------( )

6.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割礼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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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

鞋带也不配。他要用活水与火给你们施洗。-----------------------( )

8. 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玛达他的儿子；玛达

他是所罗门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 --------------------------( )

9. 耶稣站在她旁边，斥责那热病的邪灵，热就退了。她立刻起来服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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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2. 那少年人对她们说：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

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3.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

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

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

恒，

不要怕！从今以後，你要得人

了。

5. 他就来到约但河一带地方，

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

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

物，对众人作证据。

6.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彷佛鸽

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

尼？

7. 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

城传神国的福音，
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

8. 耶稣对西门说： 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9. 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

子。

10.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
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马可 15-16 章；路加 1-5 章____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