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四期题目  

范围：哥林多后书 13 章；加拉太书 1–6 章(27/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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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    ）（    ）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

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馀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

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

（    ）（    ）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

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2.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    ）（    ）、神的（    ）（    ）、圣灵的

（    ）（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3.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    ）（    ），若传（    ）（    ）给你们，与我们所传

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    ）（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

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    ）（    ）。 

4.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    ）（    ）

领受的，也不是人（    ）（    ）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5. 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    ）（    ）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 徒；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

（    ）（    ）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

记念（    ）（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6. 我们若求在（    ）（    ）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    ）（    ）的

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    ）（    ）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    ）

（    ）的人。 

7.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    ）（    ）我们脱离律法的（    ）（    ）；因为经上

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    ）

（    ）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8.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    ）（    ）生的逼迫

了那按着（    ）（    ） 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

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    ）（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9.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    ）（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    ）（    ）当作放纵

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

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    ）（    ）了。 

10. 顺着（    ）（    ）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    ）（    ）撒种的，必从圣灵

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    ）

（    ）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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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

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

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 

3.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 

4. 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 

5.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 

6.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後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 

7.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 

8.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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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

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

下。----------------------------------------------------------------------(      ) 

10.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甚麽，收的也是甚麽。--------------------(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

神的心呢？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

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2. 我因律法，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

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3. 我不废掉神的恩；  从恩典中坠落了。 

4.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

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

伯拉罕，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5.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

的；因为经上记着：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了。 

6.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

子，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

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

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7.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

隔绝， 
 

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8. 我说，  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9.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

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10.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哥林多后书 13 章；加拉太书 1 – 6 章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四期题目  

范围：哥林多后书 13 章；加拉太书 1–6 章(27/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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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    ）（    ）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

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馀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

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

（    ）（    ）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

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2.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    ）（    ）、神的（    ）（    ）、圣灵的

（    ）（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3.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    ）（    ），若传（    ）（    ）给你们，与我们所传

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    ）（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

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    ）（    ）。 

4.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    ）（    ）

领受的，也不是人（    ）（    ）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5. 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    ）（    ）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 徒；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

（    ）（    ）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

记念（    ）（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6. 我们若求在（    ）（    ）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    ）（    ）的

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    ）（    ）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    ）

（    ）的人。 

7.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    ）（    ）我们脱离律法的（    ）（    ）；因为经上

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    ）

（    ）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8.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    ）（    ）生的逼迫

了那按着（    ）（    ） 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

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    ）（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9.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    ）（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    ）（    ）当作放纵

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

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    ）（    ）了。 

10. 顺着（    ）（    ）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    ）（    ）撒种的，必从圣灵

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    ）

（    ）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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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

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

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 

3.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 

4. 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 

5.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 

6.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後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 

7.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 

8.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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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

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

下。----------------------------------------------------------------------(      ) 

10.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甚麽，收的也是甚麽。--------------------(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

神的心呢？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

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2. 我因律法，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

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3. 我不废掉神的恩；  从恩典中坠落了。 

4.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

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

伯拉罕，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5.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

的；因为经上记着：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了。 

6.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

子，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

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

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7.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

隔绝， 
 

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8. 我说，  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9.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

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10.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哥林多后书 13 章；加拉太书 1 – 6 章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