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六期 （题目） 

范围：腓 2 - 4章；歌 1 - 4 章 (1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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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不可（    ）（    ），不可（    ）（    ）虚浮的荣耀；只要存

心（    ）（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2. 反倒（    ）（    ），取了（    ）（    ）的形像，成为（    ）的

样式。 

3.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底下的，因（    ）（    ）的名

无不（    ）（    ）。 

4. 因为真受（    ）（    ）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    ）敬拜、在

（    ）（    ）（    ）（    ）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5. 向着标竿（    ）（    ），要（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    ）

（    ）召我来得的奖赏。 

6. 他们的结局就是（    ）（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

己的羞辱为（    ）（    ），专以地上的事（    ）（    ）。 

7. 他（    ）（    ）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    ）（    ）他爱

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    ）（    ），罪过得以赦免。 

8. 要叫他们的心得（    ）（    ），因爱心（    ）（    ）（    ）

（    ），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

（    ）（    ），就是基督。 

9. 所以，要（    ）（    ）你们在地上的（    ）（    ），就如淫乱、

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    ）（    ）一样。 

10. 你们要爱惜（    ）（    ），用（    ）（    ）与（    ）（    ）

交往。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除了祂自己，之上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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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

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

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 

3.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 

4.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 

5.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的话，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 

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 

6.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

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      ) 

7.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新人和新人的行为。------------(      ) 

8.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合法的。------------(      ) 

9.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 

10.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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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当以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2.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

你们心里运行， 
 在此儆醒感恩。 

3.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 

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

的，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4.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5.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

子，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6.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

里。 

7.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

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凡事都能做。 

8.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

的时候，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9.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

的气， 
 心却与你们同在 

10. 你们要恒切祷告，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

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腓 2-4；歌 1-4  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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