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十六期题目

范围：使徒行传 17-23 章 (02/0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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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在（ ）（ ）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 ）

（ ），就心里着急。

2. 每逢安息日，保罗在（ ）（ ）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 ）

（ ）（ ）。

3. 那（ ）（ ）（ ） 的，多有人来（ ）（ ）（ ）

（ ）自己所行的事。

4. 保罗想要进去，到（ ）（ ）那里，（ ）（ ）却不许他

去。

5.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 ）（ ）（ ）,坐在（ ）（ ）

（ ）困倦沉睡。

6. 因为神的（ ）（ ），我并没有一样（ ）（ ）不传给你们

的。

7. “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这（ ）（ ）的主人，把

他交在（ ）（ ）（ ）手里。’

8. 主向我说：（ ）（ ）罢！我要差你远远的往（ ）（ ）

（ ）那里去。

9. 第二天，（ ）（ ）（ ）为要知道（ ）（ ）（ ）

控告保罗的实情。

10. 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 ）（ ）

（ ）（ ）。

B. 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拉撒

路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

2.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宣告，不要闭口。--( )

3. 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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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那时，因为这福音起的扰乱不小。----------------------------( )

5. 过了逾越节，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

住了七天。------------------------------------------------( )

6. 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

上。------------------------------------------------------( )

7. 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上耶路撒

冷去。----------------------------------------------------( )

8. 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强光，四面照着

我。------------------------------------------------------( )

9. 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

有。------------------------------------------------------( )

10. 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腊

的衙门里。------------------------------------------------(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

的人，

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

的，就是耶稣。

2.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

罗，来到以弗所。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事；

3.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

的洗，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4. 有一个银匠，名叫底米丢，

是制造亚底米神银龛的，

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

复活。

5.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

迫切

热心事奉神，象你们众人今日

一样。

6.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

惠的道；

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

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7.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

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

中信主的有多少万，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

死他之人的衣裳。

8.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

在基利家的大数，长在这城

里，在迦玛列门下，按着我

们祖宗严紧的律法受教，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

9. 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被害

流血的时候，

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

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10. 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

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他生在亚力山大，是有学问

的，最能讲解圣经。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使徒行传 17-23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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