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一期题目

范围：约翰 3–9 章 (28/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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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 ）不（ ）

（ ），就不能见（ ）（ ）（ ）。”

2. 我对你们说（ ）（ ）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 ）（ ）的

事，如何能信呢？除了（ ）（ ）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

（ ）（ ）（ ）。

3. 耶稣说：妇人，你（ ）（ ）我。时候将到，你们（ ）父，也不在

这山上，也不在（ ）（ ）（ ）（ ）。

4.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 ）他；因他不但（ ）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

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 ）（ ）。

5.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 ）个大麦饼、( )条鱼，只是分给这

（ ）（ ）人还算什么呢？

6. 耶稣说：我的（ ）（ ）不是我自己的，（ ）（ ）那（ ）

我来者的。

7.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 ）（ ）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

他（ ）（ ）（ ）（ ）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

吗？

8.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 ）（ ）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

（ ）（ ）（ ）（ ）（ ）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

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9.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 ）了（ ） ， 是要

在他身上（ ）（ ）神的（ ）（ ）来。

10. 所以法利赛人（ ）（ ）次（ ）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

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

的国 ------------------------------------------------------( )

2. 就来见耶稣，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

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

3. 妇人说：「我知道在旷野中的那声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

们。」-----------------------------------------------------( )

4.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甚麽，惟有看

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

5.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

6. 人要暗处行事，没有在显扬名声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别当将自己显明

给世人看 --------------------------------------------------( )

7.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

生命的光。-------------------------------------------------( )

8.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高举我，这是亚

伯拉罕所行的事。-------------------------------------------( )

9. 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

了呢？-----------------------------------------------------( )

10.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

何能重生呢？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

之时被拿的。

2.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

照样被举起来，
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3. 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

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4.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

久，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5.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6.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

活着；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

未得着荣耀。

7.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

灵说的。
上了船，要过海往迦百农去。

8.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

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9.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

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

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

他的儿子活了。

10.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

道；
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约翰 3-9 章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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