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 期（题目） 

范围：出 8–14 章 （23/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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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伦便(     )(     )在埃及的诸水以上，(     )(     )就上来，遮满了

埃及地， 

2.  行法术的也用(     )(     )要生出(     )(     )来，却是不能。于是在

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 

3. 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     )(     )明天离开法老和法

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     )(     )(     )，不容百姓

去(     )(     )耶和华。” 

4. 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     )(     )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

羊群上，必有重重的(     )(     )。 

5. 摩西、亚伦取了(     )(     )，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

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     )(     )的疮。 

6. 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     ）（     ）降下，自从埃及

（     ）（     ）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 

7. 因为这(     )(     )遮满地面，甚至地都(     )(     )了，又吃地上一

切的(     )(     )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

没有留下。 

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     ）（     ），这黑暗似

乎（     ）（     ）（     ）。” 

9. 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     ）

（     ），以及一切（     ）（     ）的牲畜，都（     ）

（     ）。 

10. 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     ）（     ），耶和华使法老的

心（     ）（     ），不容以色列人（     ）（     ）他的地。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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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   

3.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杀他。 就越过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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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 

5.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买的那地，就要守这礼。---------(     )   

6.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  

7.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  

8.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

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

这羊羔。-------------------------------------------------(     )  

9. “以色列中凡健壮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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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亚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要吃无酵饼七日，  
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

生的都要赎出来。都要赎出来。 

2. 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

时候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

恩。 

3. 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

赎，若不代赎， 
 比死在旷野还好。 

4.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

们就跟着下去， 
 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5. 他们从疏割起行，  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6.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7. 因为服事埃及人  为我所行的事。 

8.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在旷野边的以倘安营。  

9.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

兵上得荣耀． 

10.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出 8–14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 期（题目） 

范围：出 8–14 章 （23/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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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填充题 【50% 一个字一分】 

1. 亚伦便(     )(     )在埃及的诸水以上，(     )(     )就上来，遮满了

埃及地， 

2.  行法术的也用(     )(     )要生出(     )(     )来，却是不能。于是在

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 

3. 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     )(     )明天离开法老和法

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     )(     )(     )，不容百姓

去(     )(     )耶和华。” 

4. 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     )(     )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

羊群上，必有重重的(     )(     )。 

5. 摩西、亚伦取了(     )(     )，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

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     )(     )的疮。 

6. 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     ）（     ）降下，自从埃及

（     ）（     ）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 

7. 因为这(     )(     )遮满地面，甚至地都(     )(     )了，又吃地上一

切的(     )(     )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

没有留下。 

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     ）（     ），这黑暗似

乎（     ）（     ）（     ）。” 

9. 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     ）

（     ），以及一切（     ）（     ）的牲畜，都（     ）

（     ）。 

10. 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     ）（     ），耶和华使法老的

心（     ）（     ），不容以色列人（     ）（     ）他的地。 

 

D．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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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   

3.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杀他。 就越过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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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 

5.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买的那地，就要守这礼。---------(     )   

6.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  

7.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  

8.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

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

这羊羔。-------------------------------------------------(     )  

9. “以色列中凡健壮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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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亚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你要吃无酵饼七日，  
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

生的都要赎出来。都要赎出来。 

2. 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

时候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

恩。 

3. 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

赎，若不代赎， 
 比死在旷野还好。 

4.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

们就跟着下去， 
 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5. 他们从疏割起行，  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6.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7. 因为服事埃及人  为我所行的事。 

8.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在旷野边的以倘安营。  

9.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

兵上得荣耀． 

10.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出 8–14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