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八期 （题目） 

范围：帖撒罗尼迦后书 3章；提摩太前书 1 - 6 章 (25/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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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    ）（    ）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

未尝（    ）（    ）（    ）（    ）而行，也未尝白（    ）人的饭  

2.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    ）；这爱是从（    ）（    ）的心和无亏的良

心，无伪的（     ）（    ）生出来的。 

3. 然而，我蒙了（    ）（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

一切的忍耐，给后来（    ）（    ）得（    ）（    ）的人作榜样。 

4.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    ）（     ）、祷告、（    ）（    ）、

（    ）（    ） 

5.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    ）（    ），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

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

（    ）（    ），不争竞，不（    ）（    ） 

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    ）（    ）显现，被

（    ）（    ）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

（    ）（    ）里。 

7.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    ）（    ），在

（    ）（    ）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    ）

（    ）。 

8. 不可叫人小看你（    ）（    ），总要在言语、（    ）（    ）、爱

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    ）（    ）。 

9. 那独居无靠、真为（    ）（    ）的，是（    ）（    ）神，昼夜不

住的（    ）（    ）祷告。 

10.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    ）

（    ）；只要倚靠那（    ）（    ）百物给我们享受（    ）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们靠主不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     ) 

2.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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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 

4. 且是亚当被引诱，乃不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 

5. 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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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无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

的道理。---------------------------------------------------(     ) 

7.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

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 

8. 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七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 

9.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 

10. 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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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

们，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2.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

话，要记下他， 
 

因为我们没有带甚麽到世上来，也

不能带什么去。 

3.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 

4.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

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5.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

量。 

6.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

到美好的地步，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7.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

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

弃的， 

 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8. 那善於管理教会的长老，当

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9.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

是大利了； 
 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10.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

事，追求公义、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帖撒罗尼迦后书 3章；提摩太前书 1 - 6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八期 （题目） 

范围：帖撒罗尼迦后书 3章；提摩太前书 1 - 6 章 (25/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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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    ）（    ）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

未尝（    ）（    ）（    ）（    ）而行，也未尝白（    ）人的饭  

2.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    ）；这爱是从（    ）（    ）的心和无亏的良

心，无伪的（     ）（    ）生出来的。 

3. 然而，我蒙了（    ）（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

一切的忍耐，给后来（    ）（    ）得（    ）（    ）的人作榜样。 

4.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    ）（     ）、祷告、（    ）（    ）、

（    ）（    ） 

5.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    ）（    ），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

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

（    ）（    ），不争竞，不（    ）（    ） 

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    ）（    ）显现，被

（    ）（    ）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

（    ）（    ）里。 

7.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    ）（    ），在

（    ）（    ）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    ）

（    ）。 

8. 不可叫人小看你（    ）（    ），总要在言语、（    ）（    ）、爱

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    ）（    ）。 

9. 那独居无靠、真为（    ）（    ）的，是（    ）（    ）神，昼夜不

住的（    ）（    ）祷告。 

10.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    ）

（    ）；只要倚靠那（    ）（    ）百物给我们享受（    ）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们靠主不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     ) 

2.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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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 

4. 且是亚当被引诱，乃不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 

5. 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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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无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

的道理。---------------------------------------------------(     ) 

7.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

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 

8. 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七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 

9.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 

10. 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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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

们，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2.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

话，要记下他， 
 

因为我们没有带甚麽到世上来，也

不能带什么去。 

3.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 

4.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

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5.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

量。 

6.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

到美好的地步，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7.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

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

弃的， 

 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8. 那善於管理教会的长老，当

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9.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

是大利了； 
 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10.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

事，追求公义、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帖撒罗尼迦后书 3章；提摩太前书 1 - 6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