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二期题目

范围：约翰福音 10–16 章 (04/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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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 ）（ ），并且出入得

（ ）（ ）。

2. 我是好（ ）（ ）；我认识我的羊，我的（ ）也认识我，正如

（ ）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3. 耶稣听见，就说：（ ）（ ）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 ）

（ ），叫神的儿子因此（ ）（ ）（ ）。

4. 主叫他们（ ）（ ）眼，（ ）（ ）心，免得他们眼睛看

见，心里（ ）（ ），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5.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 ）（ ）。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

（ ）对我所说的。

6.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 ）门徒的脚，并用自己（ ）

（ ）的手巾（ ）（ ）。

7. 你们若爱我，就必（ ）（ ）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 ）（ ）（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

（ ）（ ）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

他。你们却（ ）（ ）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8. 我是（ ）（ ）（ ），你们是（ ）（ ）。常在我里面

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 ）（ ）；因为离了我，你们

就不能做什么。

9. 有几个（ ）（ ）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 ）（ ）

（ ），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 ）（ ）（ ），你们还要

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我将这些（ ）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 ）（ ）。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 ）（ ）世界。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因为我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 )

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当他看见狼来，就会立刻维护

羊群；狼被伤了，赶散了羊群。------------------------------( )

3.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而玛利亚紧紧跟随在后。----( )

4.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

信了耶稣。------------------------------------------------( )

5.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

到永生。--------------------------------------------------( )

6.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

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

7.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

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

8.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

给你们成就。----------------------------------------------( )

9. 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 )

10.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

人能夺去。------------------------------------------------(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

声音。
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2.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

稣对他们说：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

了。

3.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

路。听见拉撒路病了。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

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4. 耶稣说：由她吧！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

来。

5.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6.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

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

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7.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

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8.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

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

以世界就恨你们。

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

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

么，他就赐给你们。

10.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

要痛哭、哀号，世人倒喜乐；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

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约翰福音 10-16 章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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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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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

稣对他们说：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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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6.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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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

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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