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一期（题目） 

范围：希伯来书 7-13章 (15/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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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无父、无母、无（    ）（    ），无生之（    ），无命之

（    ），乃是与神的儿子（    ）（    ）。 

2.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    ）（    ），因为他是

（    ）（    ）活着，替他们（    ）（    ）。 

3. 我要（    ）（    ）他们的不义，不再（    ）（    ）他们的

（    ）（    ）。 

4.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

的（    ）（    ），不是（    ）（    ）所造，也不是属乎这

（    ）（    ）的。 

5.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    ）（    ），不是本物的（    ）

（    ），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

（    ）（    ）。 

6. 何况人（    ）（    ）神的儿子，将那使他（    ）（    ）之约

的血当做平常，又（    ）（    ）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

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7.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    ）（    ）所应许的，却从

远处望见，且欢喜（    ）（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    ）

（    ），是寄居的。 

8. 有妇人得自己的（    ）（    ）复活。又有人忍受（    ）

（    ），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    ）（    ）。 

9.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    ）（    ）生出来

（    ）（    ）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    ）（    ）。 

10. 从前（    ）（    ）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

们，（    ）（    ）他们的信心，（    ）（    ）看他们为人的

结局。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    ） 

2.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

凭远古之应许立的。----------------------------------（    ） 

3. 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

两块约版。------------------------------------------（    ） 

4.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 

5.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装饰

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 

6. 信就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是所望之事的确据。------------（    ） 

7.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次，城墙就倒塌了。----（    ） 

8.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 

9.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

天使。----------------------------------------------（    ） 

10.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亏欠天良，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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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

来。 

2. 凡大祭司都是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3. 既说新约，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4. 若不流血，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5. 他一次献祭，  就以前约为旧了。 

6.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律法也必须更改。 

7.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 

    复活， 
 就当感恩。 

8. 你们与罪恶相争，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9. 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罪就不得赦免了。 

10.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  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希伯来书 7-13 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一期（题目） 

范围：希伯来书 7-13章 (15/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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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无父、无母、无（    ）（    ），无生之（    ），无命之

（    ），乃是与神的儿子（    ）（    ）。 

2.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    ）（    ），因为他是

（    ）（    ）活着，替他们（    ）（    ）。 

3. 我要（    ）（    ）他们的不义，不再（    ）（    ）他们的

（    ）（    ）。 

4.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

的（    ）（    ），不是（    ）（    ）所造，也不是属乎这

（    ）（    ）的。 

5.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    ）（    ），不是本物的（    ）

（    ），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

（    ）（    ）。 

6. 何况人（    ）（    ）神的儿子，将那使他（    ）（    ）之约

的血当做平常，又（    ）（    ）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

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7.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    ）（    ）所应许的，却从

远处望见，且欢喜（    ）（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    ）

（    ），是寄居的。 

8. 有妇人得自己的（    ）（    ）复活。又有人忍受（    ）

（    ），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    ）（    ）。 

9.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    ）（    ）生出来

（    ）（    ）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    ）（    ）。 

10. 从前（    ）（    ）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

们，（    ）（    ）他们的信心，（    ）（    ）看他们为人的

结局。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    ） 

2.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

凭远古之应许立的。----------------------------------（    ） 

3. 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

两块约版。------------------------------------------（    ） 

4.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 

5.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装饰

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 

6. 信就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是所望之事的确据。------------（    ） 

7.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次，城墙就倒塌了。----（    ） 

8.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 

9.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

天使。----------------------------------------------（    ） 

10.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亏欠天良，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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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

来。 

2. 凡大祭司都是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3. 既说新约，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4. 若不流血，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5. 他一次献祭，  就以前约为旧了。 

6.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律法也必须更改。 

7.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 

    复活， 
 就当感恩。 

8. 你们与罪恶相争，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9. 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罪就不得赦免了。 

10.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  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希伯来书 7-13 __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