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五期 （题目） 

范围：以弗所书：1 - 6 章；腓立比书 1 章 (4/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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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    ）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    ）

（    ）给我们天上（    ）（    ）属灵的福气。 

2.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    ）（    ），过犯得以（    ）（    ），

乃是照他丰富的（    ）（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

足赏给我们的。 

3. 又将（     ）（    ）服在他的脚下，（    ）（    ）为教会作万有

（    ）（    ）。 

4. 你们得救是本乎（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

（    ）（    ）的；也不是出于（    ）（    ），免得有人自夸。 

5. 我们（    ）（    ）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    ）

（    ）（    ）的（    ）（    ）神 面 前。 

6. （    ）（    ）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    ）（    ）人

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    ）（    ）。 

7.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    ）（    ）

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    ）（    ）自己，当作（    ）

（    ）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8. 口唱（    ）（    ）的赞美主。（    ）（    ）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名常常（    ）（    ）父 神 。 

9. 并戴上救恩的（    ）（    ），拿着圣灵的（    ）（    ）， 就是神

的（    ） 

10. （    ）（    ）你们行事（    ）（    ）与基督的福音（    ）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

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 

2.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 

3.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你们的义，已经得亲近

了。------------------------------------------------------(      ) 

4.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

透的恩典传给犹太人。--------------------------------------(      ) 

5.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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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

世代短暂。------------------------------------------------(      ) 

7.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教会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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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五条带应许的诫命。--(      ) 

9.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

基督一般。------------------------------------------------(      ) 

10.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

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

样。 

2.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

同复活，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

守圣灵 
 我死了就有益处。 

4.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

和教师，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5.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

的心，彼此饶恕， 
 都蒙恩惠！ 

6.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7.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

装，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

瑕疵 

8.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

作带子束腰，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 

9.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人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10.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一同坐在天上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弗 1-6；腓 1  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五期 （题目） 

范围：以弗所书：1 - 6 章；腓立比书 1 章 (4/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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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    ）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    ）

（    ）给我们天上（    ）（    ）属灵的福气。 

2.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    ）（    ），过犯得以（    ）（    ），

乃是照他丰富的（    ）（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

足赏给我们的。 

3. 又将（     ）（    ）服在他的脚下，（    ）（    ）为教会作万有

（    ）（    ）。 

4. 你们得救是本乎（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

（    ）（    ）的；也不是出于（    ）（    ），免得有人自夸。 

5. 我们（    ）（    ）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    ）

（    ）（    ）的（    ）（    ）神 面 前。 

6. （    ）（    ）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    ）（    ）人

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    ）（    ）。 

7.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    ）（    ）

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    ）（    ）自己，当作（    ）

（    ）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8. 口唱（    ）（    ）的赞美主。（    ）（    ）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名常常（    ）（    ）父 神 。 

9. 并戴上救恩的（    ）（    ），拿着圣灵的（    ）（    ）， 就是神

的（    ） 

10. （    ）（    ）你们行事（    ）（    ）与基督的福音（    ）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 

2.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 

3.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你们的义，已经得亲近

了。------------------------------------------------------(      ) 

4.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

透的恩典传给犹太人。--------------------------------------(      ) 

5.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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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

世代短暂。------------------------------------------------(      ) 

7.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教会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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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五条带应许的诫命。--(      ) 

9.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

基督一般。------------------------------------------------(      ) 

10.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

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

样。 

2.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

同复活，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

守圣灵 
 我死了就有益处。 

4.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

和教师，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5.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

的心，彼此饶恕， 
 都蒙恩惠！ 

6.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7.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

装，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

瑕疵 

8.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

作带子束腰，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 

9.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人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10.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一同坐在天上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弗 1-6；腓 1  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