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八期题目

范围：路加福音 6–12 章 (07/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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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 ）（ ）！恨你们

的，（ ）（ ）他好！

2. 你们要（ ）（ ），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

按，上尖下流地（ ）（ ）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

人，也必用什么（ ）（ ）（ ）给你们。

3. 我告诉你们，凡（ ）（ ）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 ）

（ ）的；然而神国里（ ）（ ）的比他还大。

4. 他说：“神国的（ ）（ ）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

（ ）（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 ）

（ ）。’”

5. 耶稣回答说：“听了神（ ）（ ）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 ）

（ ），我的（ ）（ ）了。”

6.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 ）（ ），制伏一切

（ ）（ ），（ ）（ ）各样的病

7. 又说：“（ ）（ ）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

（ ）（ ），并且被杀，第三日（ ）（ ）。

8. 忽然有（ ）（ ）、（ ）（ ）（ ）两个人同（ ）

（ ）说话；

9. 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 ）（ ）我；（ ）（ ）

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 ）（ ）我来的。”

10.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 ）（ ），就给你们；（ ）（ ），

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不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

2. 因为，没有好树结好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

3. 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

信心，就是在犹大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

见仆人已经好了。------------------------------------------( )

4.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

见亮光。--------------------------------------------------( )

5. 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一千只猪里去。於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

死了。----------------------------------------------------( )

6. 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孩子，起来吧！”----------------( )

7.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

先知又活了。----------------------------------------------( )

8.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时时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 )

9. 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好像羊羔进入狼群。----------------( )

10. 掩盖的事没有不被公开的；遮盖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2.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

他们，
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3. 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

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
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

4.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

的；隐瞒的事没有不
赔上自己，有甚麽益处呢？

5.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

怕，

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

的。

6.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

鱼，望着天祝福，擘开，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

样是可以的呢？

7.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

己，
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8. 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

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9.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

欢喜，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10.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

认我的，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路加福音 6-12 章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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