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四期题目

范围：使徒行传 3-9 章 (18/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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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一个字一分】

1. 有一个人，生来是（ ）（ ）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 ）（ ），要求进殿的人周济。

2. 你们杀了那（ ）（ ）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 ）（ ） 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作（ ）（ ）。

3. 但听道之人有许多（ ）（ ），男丁数目约到（ ）（ ）。

4. （ ）（ ）、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 ）（ ）吧！

5. 有一个人，名叫（ ）（ ）（ ）（ ），同他的妻子（ ）

（ ）（ ）卖了（ ）（ ）

6.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 ）（ ）（ ）教门的人，都起来，

满心（ ）（ ）

7.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 ）（ ）神的（ ）去管理

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8. 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作奴仆，苦待他们（ ）

( )年 。

9. 使徒在（ ）（ ）（ ）（ ）听见（ ）（ ）（ ）

（ ）（ ）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10.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 ）（ ），四面（ ）

（ ）他

B. 是（）与否（×）. 【30%, 一题二分】

1.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

名，叫你起来行走！-----------------------------------------( )

2.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消灭。--------------------( )

3.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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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

是大家公用。-----------------------------------------------( )

5.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施洗百姓。( )

6.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迦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

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

7. 保罗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

8.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

9.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

10.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保罗。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

亚。他说：主，我在这里。-----------------------------------(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以色列人哪，为什么把这事当

作希奇呢？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2.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

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

治。

3.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4.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

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5.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

缠磨的，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

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

6. 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

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7.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

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

满、智慧充足的人，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

道。

8.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

司提反咬牙切齿。
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9. 於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

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

施洗。

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10.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

皿，要在外邦人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使徒行传 3-9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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