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二期 （题目） 

范围：哥林多前书 15-16 章；哥林多后书 1-5 章(13/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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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    ）（    ）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    ）（    ）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    ）（    ）了，并且显给矶法看，

然后显给 二使徒看。 

2.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

事，（    ）（    ）也就没有复活了。若（    ）（    ）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

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3. 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提法那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我劝

你们（    ）（    ）这样的人，并一切同（    ）同（    ）的人。司提（    ） 那和

（    ）（    ）（    ） 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

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    ）（    ）。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 

4.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

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

（    ）（    ）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

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

为你们所存的（    ）（    ）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5. 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

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

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象那许

多人，为（    ）混乱神的道；乃是由於诚实，由於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6. 若是（    ）（    ）的职事有（    ）（    ），那称义的职事（    ）（    ）就越发

大了。那从前有（    ）（    ）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    ）（    ）了；若

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    ）（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

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8.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    ）（    ）；心里作难，却不至（    ）（    ）；遭逼迫，却不被（    ）

（    ）；打倒了，却不至（    ）（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

我们身上。 

9.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    ）（    ） ，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

为人是凭着（    ）（    ），不是凭着（    ）（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

身体与主同住。 

10.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

着基督使我们与他（    ）（    ），又将劝人与他（    ）（    ）的职分赐给我们。这

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    ）（    ），不将他们的过犯（    ）（    ）他们

身上。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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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

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 

3.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

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

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 

4.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 

5. 死的毒钩就是律法，罪的权势就是死。----------------------------------------(     ) 

6. 倒不如安慰他，赦免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     ) 

7.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 -------------------------------------------(     ) 

8.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     ) 

9.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

前。----------------------------------------------------------------------(     ) 

10.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要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还再这样认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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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2.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 

3.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4.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

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5.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地流泪，写信

给你们，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

活。 

6. 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

字句，乃是凭着精意； 
 

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

格外的疼爱你们。 

7.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

算比众人更可怜。 

8.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 叫基督荣耀福音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9.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

主， 
 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10.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  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哥林多前书 15-16；哥林多后书 1-5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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