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五期题目

范围：使徒行传 10-16 章 (25/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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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 ）（ ）（ ），是义大利营的

（ ）（ ）（ ）。

2. （ ）（ ）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 ）（ ）

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3. 你进入（ ）（ ）（ ）（ ）之人的家和他们一（ ）

（ ）（ ）了。

4. 我一开讲，（ ）（ ）便降在他们身上，正象（ ）（ ）

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5. 彼得敲（ ）（ ），有一个使女，名叫（ ）（ ），出来

探听。

6.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作（ ）（ ）（ ）的

光，叫你（ ）（ ）（ ）（ ），直到地极。

7.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 ）（ ）衣裳，跳进（ ）

（ ）中间。

8. 我们进入（ ）（ ）（ ），必须经历许多（ ）

（ ）。

9. 又借着（ ）（ ）（ ）（ ）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

们。

10. 他们说：（ ）（ ）主耶稣，你和（ ）（ ）（ ）都

必得救。

B. 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被尊敬，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蒙一

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 )

2. 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但

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

3.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

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

4. 于是保罗被锁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

5. 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 )

6.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

那权柄、可靠的产业赐给你们。---------------------------( )

7. 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耳米，因为他说话领首。---( )

8. 惟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

9. 我们就差了犹大和西拉，他们也要写信诉说这些事。---------( )

10. 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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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觉得饿了，想要吃。 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2. 神借着耶稣基督，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

召他们所做的工。

3. 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

力量
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4. 希律不归荣耀给神，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

游象外

5.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

候，圣灵说：

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

事是不可少的

6. 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

哪，

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

7. 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

雨，赏赐丰年，

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

人。

8. 所以据我的意见，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9.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 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10.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

咬，气就绝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使徒行传 10-16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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