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七期题目 

范围：帖前 1-5 章；帖后 1-2 章 (18/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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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    ）（    ），（    ）

（    ）真道就（    ）（    ）我们，也效法了主。 
2.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    ）（    ）你们各人，

好像（    ）（    ）待自己的（    ）（    ）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
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3. 我们的（    ）（    ）和（    ）（    ），并所夸的（    ）
（    ）是甚麽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麽？ 

4.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    ）（    ）你们，我们必受（    ）
（    ），以後果然（    ）（    ）了，你们也知道。 

5. 所以那（    ）（    ）的，不是（    ）（    ）人，乃是弃绝
（    ）（    ）圣灵给你们的神。 

6. 办（    ）（    ）的事，（    ）（    ）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
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甚麽（    ）
（    ）了。 

7.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    ）（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
（    ）（    ），把得救的（    ）（    ）当作头盔戴上。 

8. 要（    ）（    ）喜乐，（    ）（    ）的祷告，（    ）（    ）
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9. 不要藐视（    ）（    ）的讲论。但要凡事（    ）（    ），善美的
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    ）（    ）不做。 

10. 因为那（    ）（    ）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    ）
（    ）的，等到那拦阻的被（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

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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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

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甚麽话。--------(      ) 

3.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资源也愿意

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 

4.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母亲待自

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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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 

6. 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 

7.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 

8. 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

的人与我们同得盼望。--------------------------------------(      ) 

9.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

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 

10. 神藉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荣

光。------------------------------------------------------(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

神， 
 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2.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

辱，这是你们知道的；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

要坚守。 

3.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

这国受苦。 

4.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

苦患难之中，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

的。 

5.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6.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

昼之子。 
 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7.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

可以恶报恶；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8.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

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9.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

蒙的召，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

求良善。 

10.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

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

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帖前 1-5；帖后 1-2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七期题目 

范围：帖前 1-5 章；帖后 1-2 章 (18/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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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    ）（    ），（    ）

（    ）真道就（    ）（    ）我们，也效法了主。 
2.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    ）（    ）你们各人，

好像（    ）（    ）待自己的（    ）（    ）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
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3. 我们的（    ）（    ）和（    ）（    ），并所夸的（    ）
（    ）是甚麽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麽？ 

4.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    ）（    ）你们，我们必受（    ）
（    ），以後果然（    ）（    ）了，你们也知道。 

5. 所以那（    ）（    ）的，不是（    ）（    ）人，乃是弃绝
（    ）（    ）圣灵给你们的神。 

6. 办（    ）（    ）的事，（    ）（    ）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
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甚麽（    ）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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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    ）（    ）不做。 

10. 因为那（    ）（    ）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    ）
（    ）的，等到那拦阻的被（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

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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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

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甚麽话。--------(      ) 

3.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资源也愿意

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 

4.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母亲待自

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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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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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 

10. 神藉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荣

光。------------------------------------------------------(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

神， 
 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2.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

辱，这是你们知道的；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

要坚守。 

3.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

这国受苦。 

4. 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

苦患难之中，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

的。 

5.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6.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

昼之子。 
 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7.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

可以恶报恶；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8.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

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9.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

蒙的召，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

求良善。 

10.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

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

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帖前 1-5；帖后 1-2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