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3 期（题目） 
范围：出 15–21 章 （3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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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    ）（    ）、我的（    ）（    ）,也成了我的

（    ）（    ）。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

尊崇他。 

2. 你伸出（    ）（    ），地便（    ）（    ）他们。 

3. 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    ）（    ）耶和华，因他大大

（   ）（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    ）（    ）。” 

4. 到了玛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    ）（    ）,所以那地名叫玛

拉。 

5. （    ）（    ）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    ）（    ）的

小圆物。 

6. 这食物，以色列家叫（    ）（    ），样子像（    ）（    ）

（    ），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    ）（    ）。 

7. 以色列人吃吗哪共（    ）（    ）年，直到进了有人（    ）

（    ）之地，就是（    ）（    ）的境界。 

8. 那时，（    ）（    ）（    ）人来在（    ）（    ）

（    ），和以色列人争战。 

9. 摩西何时（    ）（    ），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    ）

（    ），亚玛力人就得胜。 

10.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    ）（    ）（    ）（    ）

（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

战。”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一个名叫以便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 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

法老的刀。”--------------------------------------- （     ） 

2. 叶忒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

手，便甚欢喜。------------------------------------- （     ） 

3. 第二天,摩西坐着教导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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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你若这样行， 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 

   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     ） 

5.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 

   自己审判。-----------------------------------------（     ） 

6.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先知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 

   陈明。---------------------------------------------（     ） 

7. 角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     ） 

8.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听从他。---（     ） 

9.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 神，都站在山下。-------------（     ） 

10. 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   

   ‘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 

2. 除了我以外，  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3. 当记念安息日，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4.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

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 
 

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

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5. 人若卖女儿作婢女，  必要把他治死。 

6. 打人以致打死的，  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7.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  你不可有别的神。 

8.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 

9. 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  守为圣日。 

10. 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

牛，以至于死， 
 

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

要平分死牛。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出 15–21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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