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二期 （题目） 

范围：雅各书 1-5章；彼得前书 1-2章 (22/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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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    ）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    ）（    ），毫无

（    ）（    ）。 

2. 他按自己的（    ）（    ），用（    ）（    ）生了我们，叫我们在

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    ）（    ）的果子。 

3. 但你们若按（    ）（    ）待人，便是（    ）（    ），被律法定为

（    ）（    ）的。 

4.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    ）（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

（    ）（    ）。 

5.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    ）（    ）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

（    ）（    ）上显出他的（    ）（    ）来。 

6. 故此，你们要（    ）（    ）神。务要（    ）（    ）魔鬼，魔鬼就

必离开你们（    ）（    ）了。 

7. 嗐，你们这些（    ）（    ）人哪，应当（    ）（    ）、号啕！因

为将有（    ）（    ）临到你们身上。 

8. 所以你们要彼此（    ）（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    ）

（    ）。（    ）（    ）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    ）（    ）

的。 

9. 所以要（    ）（    ）你们的心，（    ）（    ）自守，专心盼望耶

稣基督（    ）（    ）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10.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    ）（    ）你们是（    ）

（    ）的，因看见你们的好（    ）（    ），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

给神。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恶者牵引、诱惑的。-------------------（    ） 

2.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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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 

4.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麻痹人的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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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耗费在你们的需要中。---（    ） 

6.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是可蒙赦免的罪。-----------------（    ） 

7.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哀号；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 

8.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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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 

以至得救。-----------------------------------------------（    ） 

10.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心怀二意的人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2. 只是你们要行道，  免得受审判。 

3.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  不要单单听道。 

4.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5. 使人和平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6.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7.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8.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9.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10. 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   他就是完全人。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雅 1-5；彼前 1-2 ___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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