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三期题目

范围：约翰福音 17–21 章；使徒行传 1-2 章 (11/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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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你曾赐给他（ ）（ ）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 ）（ ）

赐给你所赐给他的。

2. （ ）（ ）（ ）（ ）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

人也知道你（ ）了我来。

3. 卖耶稣的（ ）（ ）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 ）（ ）屡次

上那里去（ ）（ ）。

4. （ ）（ ）（ ）（ ）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

（ ）了一刀，削掉他的（ ）（ ）。

5.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 ）的那门徒站在（ ）（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看，你的（ ）（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

门徒就接他到自己（ ）里去了。

6. 耶稣说：不要（ ）我，因我还没有（ ）（ ）去见我的父。你往我

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 ）（ ）去见我的（ ），也是你

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7.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 ）耶稣是（ ）（ ），是神的儿子，并且叫

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 ）（ ）（ ）得生命。

8.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 ）（ ）（ ）

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 ）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

破。

9.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 ）（ ）

（ ）（ ）、（ ）（ ）全地，和（ ）（ ）（ ）

（ ），直到（ ）（ ），作我的见证。

10.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

为（ ），为（ ）（ ）了。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能力。--------------------( )

2.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

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

3. 耶稣一说我是基督，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

4.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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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

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

6. 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你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

知道放在哪里。--------------------------------------------( )

7. 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

中，对他们说：施恩与你！----------------------------------( )

8.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

9. 於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太；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

10. 信的人都散了，一无所有；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

人。------------------------------------------------------(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父阿，时候到了，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

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2.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

是我的，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

现，这是第三次。

3.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

话说：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

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

地方。

4.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

要疑惑，总要信。

5.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

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

你；

6.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

来，摸我的手；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7.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8.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

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

往来；

擘饼，祈祷。

9. 约翰是用水施洗，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10.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

交接，
加上香料裹好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约翰福音 17-21 章；使徒行传 1-2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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