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三期题目  

范围：彼得前书 3-5 章；彼得后书 1-3 章；约翰一书 1 章 

(29/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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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

道，也可以因妻子的（    ）（    ）被（    ）（    ）（    ）（    ） 

2.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    ）（    ），嘴唇不说（    ）

（    ）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    ）（    ），一心追赶。 

3.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    ）（    ）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

过苦的，就已经与罪（    ）（    ）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後就可以不从

人的情欲，只从神的（    ）（    ）在世度馀下的光阴。 

4. 亲爱的弟兄啊，有（    ）（    ）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

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    ）（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

（    ）（    ）快乐。 

5. 务要谨守，（    ）（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

（    ）（    ），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    ）（    ）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6.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    ）（    ）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

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    ）（    ）赐给

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7.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於

（    ）（    ）不（    ）（    ）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

近处的，（    ）（    ）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8.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後来又在其中被

（    ）（    ）、（    ）（    ），他们末後的景况就比（    ）（    ）更

不好了。 

9. 主所（    ）（    ）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

（    ）（    ）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    ）（    ）。 

10.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    ）（    ），他儿子耶稣

（    ）(    ）也（    ）（    ）我们一切的罪。 
 

B. 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 

2.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救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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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 

4.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 

5.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

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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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

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 

7.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

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 

8. 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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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      ) 

10.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是真理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你们与我们相交。 

2. 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

来。 

3. 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

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

事， 

 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

固的地步上坠落。 

4.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

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

卑的人。 

5.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於人意的，  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

然见主 

6.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

耀。 

7.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

说话的驴 

 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8.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 

 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9.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

事，就当防备，恐怕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

审判的日子。 

10.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 

 有谁害你们呢？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彼得前书 3-5章；彼得后书 1-3 章；约翰一书 1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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