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三期题目  

范围：哥林多后书 6-12 章(20/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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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    ）、 

穷乏、（    ）（    ）、鞭打、（    ）（    ）、（    ）（    ）、勤劳、

儆醒、（    ）（    ）、廉洁、（    ）（    ）、恒忍、（    ）（    ）、 

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

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    ）（    ）

（    ）（    ）（    ），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

（    ）（    ），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    ）（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2.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和（    ）（    ）有甚麽相交

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麽相通呢？ 

3.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後悔的（    ）（    ）来。以致（    ）

（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4. 我原不是要别人（    ）（    ），你们受累，乃要（    ）（    ）。 

5. 少种的（    ）（    ），（    ）（    ）的（    ）（    ），这话是真的。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    ）（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

神所喜爱的。 

6. 叫你们凡事（    ）（    ），可以多多（    ）（    ），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

於神。 

7.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    ）战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

属（    ）（    ）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

谋，各样拦阻人（    ）（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

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

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8. 我们不愿意分外（    ）（    ），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到你们那里。 

9. 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    ）（    ）的事便了。 

10. 他对我说：我的（    ）（    ）（    ）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    ）（    ）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 

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 

2.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 

3.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 

4.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 

5. 因为我们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

己，乃是不通达的。-----------------------------------------------(      ) 

6. 但我想，我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 

7.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

役，也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 

8.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 

9.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 

10. 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

兄阿，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麽相同呢？因

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於神。 

2. 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

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3. 少种的少收，  乃是主所称许的。 

4.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

舍， 
 

因我甚麽时候软弱，甚麽时候就

刚强了。 

5. 你们是看眼前的麽？倘若有人自

信是属基督的，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

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

你们以外的地方 

6.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

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

候， 

 
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

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7. 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

的，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

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8.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

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

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

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

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9.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

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10.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

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

的； 

 
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

体。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哥林多后书 6-12 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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