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四期题目 

范围：约翰一 2-5章；约翰二 ；约翰三, 犹大 (5/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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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    ）（    ），就是那（    ）

（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    ）（    ）祭，不是单为我们的

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2. 这（    ）（    ）和其上的（    ）（    ）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

（    ）（    ）的，是永远常存。 

3.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现在是神的（    ）（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

我们知道，主若（    ）（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    ）他的真

体。 

4. 凡灵（    ）耶稣基督是成了（    ）（    ）来，就是出於神的的；从此你

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於神；这是那（    ）

（    ）（    ）（    ）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5.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    ）（    ）世界；使我们（    ）（    ）世界

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    ）（    ）耶稣是神儿

子的麽？ 

6.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    ）（    ）犯罪，从神生的，必（    ）

（    ）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    ）（    ）。 

7. 你们要（    ）（    ），不要失去你们（    ）（    ）的工，乃要得着满

足的（    ）（    ）。 

8.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    ）（    ），正如你按真理（    ）

（    ），我就甚喜乐。 

9.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    ）（    ），又（    ）（    ）往巴兰

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    ）（    ）中灭亡了。 

10.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    ）自己，在圣灵里

（    ）（    ），（    ）（    ）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    ）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

面。------------------------------------------------------(      ) 

2.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么？不认父、子、与圣灵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 

3.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

魔鬼的作为。----------------------------------------------(      ) 

4.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

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 

5.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 

6.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

至於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 

7.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我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 

8. 丢特腓行善，有众人给他作见证，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

作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 

9.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

里，等候终日的审判。--------------------------------------(      ) 

10.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

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

恶。------------------------------------------------------(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2.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

在言语和舌头上， 

 对於外邦人一无所取。 

3.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

神。 

4.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

就是真理。 

 正是礁石。他们作牧人，只知喂

养自己，无所惧怕 

5.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

子之名的人， 

 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 

6.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

所受之命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7.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

盛，身体健壮， 

 因为神就是爱。 

8.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9. 亲爱的兄弟阿，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10.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

们同吃的时候，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

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於一。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约翰一 2-5章；约翰二 ；约翰三, 犹大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四期题目 

范围：约翰一 2-5章；约翰二 ；约翰三, 犹大 (5/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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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    ）（    ），就是那（    ）

（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    ）（    ）祭，不是单为我们的

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2. 这（    ）（    ）和其上的（    ）（    ）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

（    ）（    ）的，是永远常存。 

3.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现在是神的（    ）（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

我们知道，主若（    ）（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    ）他的真

体。 

4. 凡灵（    ）耶稣基督是成了（    ）（    ）来，就是出於神的的；从此你

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於神；这是那（    ）

（    ）（    ）（    ）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5.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    ）（    ）世界；使我们（    ）（    ）世界

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    ）（    ）耶稣是神儿

子的麽？ 

6.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    ）（    ）犯罪，从神生的，必（    ）

（    ）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    ）（    ）。 

7. 你们要（    ）（    ），不要失去你们（    ）（    ）的工，乃要得着满

足的（    ）（    ）。 

8.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    ）（    ），正如你按真理（    ）

（    ），我就甚喜乐。 

9.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    ）（    ），又（    ）（    ）往巴兰

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    ）（    ）中灭亡了。 

10.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    ）自己，在圣灵里

（    ）（    ），（    ）（    ）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    ）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

面。------------------------------------------------------(      ) 

2.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么？不认父、子、与圣灵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 

3.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

魔鬼的作为。----------------------------------------------(      ) 

4.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

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 

5.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 

6.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

至於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 

7.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我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 

8. 丢特腓行善，有众人给他作见证，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

作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 

9.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

里，等候终日的审判。--------------------------------------(      ) 

10.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

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

恶。------------------------------------------------------(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2.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

在言语和舌头上， 

 对於外邦人一无所取。 

3.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

神。 

4.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

就是真理。 

 正是礁石。他们作牧人，只知喂

养自己，无所惧怕 

5.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

子之名的人， 

 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 

6.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

所受之命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7.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

盛，身体健壮， 

 因为神就是爱。 

8.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9. 亲爱的兄弟阿，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10.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

们同吃的时候，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

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於一。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约翰一 2-5章；约翰二 ；约翰三, 犹大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