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1 期 题目 

范围：出 1–7 章 （16/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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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一个字一分】 

1. 有不认识(    )(    )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

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    )(    )。 

2. (    )(    )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    ) 

(    )；无论是(    )(    )，是(    )(    )，是做田间各样的

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  

3. (    )(    )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

(    )(    )；一切的女孩，你们要(    )(    )他的性命。 

4. 孩子的姊姊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    )(    )(    )妇人中叫

一个奶妈来，为你(    )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 

5. 后来，(    )(    )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

(    )(    )，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6. 摩西便(    )(    )，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

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    )(    )地居住。 

7. 西坡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    )(    )，意思说：「因

我在外邦作了(    )(    )的。」 

8. 耶和华的使者从(    )(    )里(    )(    )(    )向摩西显现。摩

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    )(    )。 

9. 神说：不要(    )(    )(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

站之地是(    )(    )； 

10. 我知道虽用(    )(    )的手，埃及王也(    )(    )你们去。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工作就不至于空手去。-（   ） 

2.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 (   ) 

3. 现在去罢，我必赐你智慧，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 

4. 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管教。---------------------------（   ） 

5. 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事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

我要杀你的长子。------------------------------------- (   ) 

6.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坡拉说：你因割礼就是神的子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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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们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

语。------------------------------------------------- (   ) 

8.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食物。---------------（   ） 

9. 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 (   ) 

10.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阿，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神晓谕摩西说：  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2.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  法老怎肯听我呢？ 

3. 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  使杖变作蛇。 

4. 利未一生的岁数是  我是耶和华。 

5. 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 

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6.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七天。 

7. 把杖丢在法老面前，  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 

8.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 

9. 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

样而行。 

 一百三十七岁。 

10. 耶和华击打河以後满了  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出 1–7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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