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六期题目 
范围：启 8–14 章 （19/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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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拿着（    ）（    ），盛满了坛上的（    ），（    ）（    ）

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2. 这马的能力是在（    ）（    ）和（    ）（    ）上；因这尾巴像

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3.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    ）（    ）（    ）所做

的，还是（    ）（    ）鬼魔和那些（    ）（    ）看、不能听、不
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 

4.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    ）（    ）。他对我
说：你拿着（    ）（    ）了，便叫你肚子（    ）（    ）， 然而在
你口中要甜（    ）（    ）。 

5. 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    ）（    ）塞不下雨；又有权
柄叫水变（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    ）（    ）攻击世
界。 

6. 当时，神天上的殿（    ）（    ），在他殿中现出他的（    ）
（    ）。 

7. 妇人生了一个（    ）（    ）（    ），是将来要用（    ）（    ）
（    ）（    ）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    ）（    ）那里去
了。 

8.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    ）（    ）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
（    ）（    ）、为耶稣作（    ）（    ）的。 

9.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    ）（    ）并他的（    ）
（    ），以及那些住在（    ）（    ）的。 

10.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    ）（    ），有永远的（    ）
（    ）要传给住在（    ）（    ）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
民。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四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      ) 
2. 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

叫亚玻伦。------------------------------------------------(      ) 

3.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
的三分之一。----------------------------------------------(      ) 

4.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地，右脚踏海。--------(      ) 
5.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
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 

6.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 

7.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天堂，到自己的地方，躲避
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 

8. 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
与他交战呢？----------------------------------------------(      ) 

9.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
被杀害。--------------------------------------------------(      ) 

10.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
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
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2.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  没有人能学这歌。 

3.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

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

音。 

4.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

乐，互相馈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 

5. 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阿，

我们感谢你！ 
 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6.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

的能力一样 

7.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

己所见证的道。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8.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

有权柄赐给他, 
 丢在神忿怒的大酒榨中。 

9.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

人以外， 
 他们虽至於死，也不爱惜性命。 

10.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

了地上的葡萄， 
 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启 8-14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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