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七期题目 （题目） 

范围：启 15–22 章 （26/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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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神的（    ）（    ）和（    ）（    ），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

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    ）（    ）了。 
2.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    ）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

（    ）（    ）的（    ）（    ）倒在地上。 
3. 凡（    ）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    ）（    ）（    ）

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後再有的兽，就必（    ）（    ）。 
4. 他们与（    ）（    ）争战，羔羊必（    ）（    ）他们，因为羔羊

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    ）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
忠心的，也必得胜。 

5.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    ）（    ）的住
处和各样（    ）（    ）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    ）（    ）之
雀鸟的巢穴。 

6.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
（    ）（    ）（    ）！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
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    ）（    ）的时候到了；新
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
行的（    ）。 

7.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    ）（    ）和一条
大炼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绑
（    ）（    ）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
得再（    ）（    ）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须暂时释放他。 

8. 他又对我说：都（    ）了！我是（    ）（    ）（    ）， 我是
（    ）（    ）（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
给那口渴的人喝。 

9.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    ）（    ）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    ）（    ）甚麽，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    ）（    ）加在他身
上。 

10. 这书上的（    ）（    ），若有人（    ）（    ）甚麽，神必从这书
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

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 
2.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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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
话都应验了。----------------------------------------------(      ) 

4.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阿，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
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 

5. 那十二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 
----------------------------------------------------------(      ) 

6.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
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没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
的受审判。------------------------------------------------(      ) 

7. 若有人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 
8. 我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 
9.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

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 
10.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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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此后後，我看见在天上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2.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

的，主神─全能者阿， 
 我看见他，就大大的希奇。 

3.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
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
城的灯。 

4.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
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
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 

5. 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

圣洁了！ 
 那存法柜的殿开了。 

7.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
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
在的地方。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
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
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8.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
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
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
远。 

9.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你的判断义哉！诚哉！ 
10. 看哪，我必快来！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

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启 15-22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七期题目 （题目） 

范围：启 15–22 章 （26/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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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神的（    ）（    ）和（    ）（    ），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

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    ）（    ）了。 
2.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    ）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

（    ）（    ）的（    ）（    ）倒在地上。 
3. 凡（    ）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    ）（    ）（    ）

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後再有的兽，就必（    ）（    ）。 
4. 他们与（    ）（    ）争战，羔羊必（    ）（    ）他们，因为羔羊

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    ）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
忠心的，也必得胜。 

5.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    ）（    ）的住
处和各样（    ）（    ）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    ）（    ）之
雀鸟的巢穴。 

6.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    ）
（    ）（    ）（    ）！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
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    ）（    ）的时候到了；新
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
行的（    ）。 

7.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    ）（    ）和一条
大炼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绑
（    ）（    ）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
得再（    ）（    ）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须暂时释放他。 

8. 他又对我说：都（    ）了！我是（    ）（    ）（    ）， 我是
（    ）（    ）（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
给那口渴的人喝。 

9.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    ）（    ）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    ）（    ）甚麽，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    ）（    ）加在他身
上。 

10. 这书上的（    ）（    ），若有人（    ）（    ）甚麽，神必从这书
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

神 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 
2.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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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
话都应验了。----------------------------------------------(      ) 

4.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阿，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
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 

5. 那十二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 
----------------------------------------------------------(      ) 

6.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
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没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
的受审判。------------------------------------------------(      ) 

7. 若有人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 
8. 我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 
9.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

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 
10.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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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此后後，我看见在天上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2.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

的，主神─全能者阿， 
 我看见他，就大大的希奇。 

3.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
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
城的灯。 

4.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
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
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 

5. 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

圣洁了！ 
 那存法柜的殿开了。 

7.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
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
在的地方。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
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
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8.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
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
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
远。 

9.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你的判断义哉！诚哉！ 
10. 看哪，我必快来！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

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启 15-22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