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期题目

范围：路加福音 20–24 章；约翰福音 1-2 章 (21/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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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 ）（ ）

已作了（ ）（ ）（ ）（ ）（ ）( ) （ ）。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至於（ ）（ ）复活，摩西在（ ）（ ）篇上，称主是亚伯

拉罕的神，（ ）（ ）的神，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

3.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 ）（ ）、（ ）（ ）， 又有可

怕的（ ）（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4. 是谁为（ ）？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 ）席的大么？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 ）（ ）人的。

5.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 ）（ ）他，说：他（ ）

（ ）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 ）（ ）的，可以救自己吧！

6. 但我们素来所（ ）（ ）、要（ ）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

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 ）天了。

7.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 ）（ ）的律法、先知的书，和（ ）（ ）上（ ）

（ ）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8. 这等人不是从（ ）（ ）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

（ ）（ ）生的，乃是（ ）（ ）生的。

9. 从来没有人（ ）（ ）神，只有在父怀里的（ ）（ ）子将

他（ ）（ ）出来。

10. 耶稣回答说：“你们（ ）（ ）这（ ）， 我（ ）（ ）

内要再建立起来。”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

2.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馀，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有足，把他

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

3.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与许多见证人驾云降临。--------( )

4.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

定给他一块地。---------------------------------------------( )

5. 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哭泣，免得入了迷惑！----( )

6. 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 )

7.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一些天使，说他活了。( )

8.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

你们身上。-------------------------------------------------( )

9.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就是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

10.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

他的名。---------------------------------------------------(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

句话，你们且告诉我。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2. 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

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3. 天地要废去，
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

随耶稣。

4. 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

理他们，

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

5.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

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

间来的呢？

6.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

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

抓住他，

『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

亚所说的。」

7.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8.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不被拆毁了。

9.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

声喊着说：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10.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

他的荣耀来；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

见过 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

荣光。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路加 20-24 章；约翰 1-2 章________(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期题目

范围：路加福音 20–24 章；约翰福音 1-2 章 (21/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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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 ）（ ）

已作了（ ）（ ）（ ）（ ）（ ）( ) （ ）。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至於（ ）（ ）复活，摩西在（ ）（ ）篇上，称主是亚伯

拉罕的神，（ ）（ ）的神，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

3.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 ）（ ）、（ ）（ ）， 又有可

怕的（ ）（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4. 是谁为（ ）？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 ）席的大么？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 ）（ ）人的。

5.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 ）（ ）他，说：他（ ）

（ ）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 ）（ ）的，可以救自己吧！

6. 但我们素来所（ ）（ ）、要（ ）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

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 ）天了。

7.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 ）（ ）的律法、先知的书，和（ ）（ ）上（ ）

（ ）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8. 这等人不是从（ ）（ ）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

（ ）（ ）生的，乃是（ ）（ ）生的。

9. 从来没有人（ ）（ ）神，只有在父怀里的（ ）（ ）子将

他（ ）（ ）出来。

10. 耶稣回答说：“你们（ ）（ ）这（ ）， 我（ ）（ ）

内要再建立起来。”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

2.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馀，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有足，把他

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

3.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与许多见证人驾云降临。--------( )

4.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

定给他一块地。---------------------------------------------( )

5. 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哭泣，免得入了迷惑！----( )

6. 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 )

7.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一些天使，说他活了。( )

8.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圣灵降临在

你们身上。-------------------------------------------------( )

9.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就是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

10.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

他的名。---------------------------------------------------(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

句话，你们且告诉我。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2. 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

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3. 天地要废去，
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

随耶稣。

4. 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

理他们，

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

5.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

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

间来的呢？

6.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

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

抓住他，

『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

亚所说的。」

7.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8.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不被拆毁了。

9.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

声喊着说：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10.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

他的荣耀来；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

见过 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

荣光。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路加 20-24 章；约翰 1-2 章__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