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期 （题目） 

范围：腓利门书；希伯来书 1-6 章 (08/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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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祷告的时候（    ）（    ）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

（    ）（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    ）（    ）。 

2.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    ）（    ）得（    ）（    ），并

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    ）（    ）。 

3.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    ）（    ）是永永远远的，你的

（    ）（    ）是（    ）（    ）的。 

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    ）（    ）并圣灵

的（    ）（    ），同他们作（    ）（    ）。 

5.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    ）（    ）成了血肉之体，特

要借着死（    ）（    ）那掌死权的，就是（    ）（    ）。 

6. 总要趁着还有（    ）（    ），天天彼此（    ）（    ），免得

你们中间有人被罪（    ）（    ），心里就刚硬了。 

7. 所以，我们务必（    ）（    ）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

（    ）（    ）的样子（    ）（    ）了。 

8.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    ）（    ）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

要（    ）（    ）礼物和（    ）（    ）祭。 

9.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做（    ）（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

言小学的（    ）（    ）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

吃（    ）（    ）的人！ 

10. 并且不（    ）（    ），总要（    ）（    ）那些凭信心和忍耐

（    ）（    ）应许的人。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 

2.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世人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世人。------（    ） 

3.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监督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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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

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 

5.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荣耀了。------------------------------------（    ） 

6.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于他们无

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 

7.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

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 

8.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为儿子而蒙了应允。----------------------------（    ） 

9.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

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    ） 

10. 我们有这喜乐，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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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他从前于你没有益处，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2. 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  永远为祭司。 

3. 唯有你永不改变，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4. 叫他因着神的恩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5.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是有功效的。 

6.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7. 神的道是活泼的，  就得了所应许的。 

8.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9. 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 

 开端， 
 

但如今于你我都有 

益处。 

10. 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为人人尝了死味。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腓利门书；希伯来书 1-6章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期 （题目） 

范围：腓利门书；希伯来书 1-6 章 (08/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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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祷告的时候（    ）（    ）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

（    ）（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    ）（    ）。 

2.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    ）（    ）得（    ）（    ），并

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    ）（    ）。 

3.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    ）（    ）是永永远远的，你的

（    ）（    ）是（    ）（    ）的。 

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    ）（    ）并圣灵

的（    ）（    ），同他们作（    ）（    ）。 

5.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    ）（    ）成了血肉之体，特

要借着死（    ）（    ）那掌死权的，就是（    ）（    ）。 

6. 总要趁着还有（    ）（    ），天天彼此（    ）（    ），免得

你们中间有人被罪（    ）（    ），心里就刚硬了。 

7. 所以，我们务必（    ）（    ）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

（    ）（    ）的样子（    ）（    ）了。 

8.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    ）（    ）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

要（    ）（    ）礼物和（    ）（    ）祭。 

9.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做（    ）（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

言小学的（    ）（    ）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

吃（    ）（    ）的人！ 

10. 并且不（    ）（    ），总要（    ）（    ）那些凭信心和忍耐

（    ）（    ）应许的人。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 

2.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世人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世人。------（    ） 

3.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监督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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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

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 

5.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荣耀了。------------------------------------（    ） 

6.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于他们无

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 

7.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

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 

8.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为儿子而蒙了应允。----------------------------（    ） 

9.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

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    ） 

10. 我们有这喜乐，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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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他从前于你没有益处，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2. 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  永远为祭司。 

3. 唯有你永不改变，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4. 叫他因着神的恩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5.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是有功效的。 

6.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7. 神的道是活泼的，  就得了所应许的。 

8.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9. 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 

 开端， 
 

但如今于你我都有 

益处。 

10. 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为人人尝了死味。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腓利门书；希伯来书 1-6章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