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十九期 （题目） 

范围：提摩太后书 1-4章；提多书 1-3 章 (01/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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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    ）（    ）所侍奉的神，

（    ）（    ）的时候不住地（    ）（    ）你。 

2. 你从我听的那（    ）（    ）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

（    ）（    ）常常（    ）（    ）。 

3. 你当（    ）（    ）在神面前得蒙（    ）（    ），做（    ）

（    ）的工人，按着（    ）（    ）分解真理的道。 

4. 有敬虔的（    ）（    ）却背了敬虔的（    ）（    ）。这等人你要

（    ）（    ）。 

5. 圣经都是神所（    ）（    ）的，于教训、（    ）（    ）、使人归

正、教导人（    ）（    ）都是有益的。 

6.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    ）（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

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    ）（    ）。 

7. 神的（    ）（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

（    ）（    ）真理的（    ）（    ）。 

8. 他们说是（    ）（    ）神，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可（    ）

（    ）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    ）（    ）的。 

9. 劝仆人要（    ）（    ）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    ）（    ），

不可（    ）（    ）他。 

10.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    ）

（    ），借着（    ）（    ）的洗和圣灵的（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    ） 

2.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

捆绑。----------------------------------------------（    ） 

3.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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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蒙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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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 

6. 愿主与你的事工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 

7.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外邦人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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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 

9.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忍耐。------（    ） 

10. 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仍要忍耐他。------------（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 

       的心， 
 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2.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必须无可指责。 

3.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4. 他们的心地坏了，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5. 因为时候要到，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6.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  用各等权柄责备人。 

7.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8. 但你所讲的，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9.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  总要离开不义。 

10.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 

    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 

后嗣。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提摩太后书 1-4；提多书 1-3 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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