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4 期（题目） 

范围：出 22–28 章 （13/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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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遇见贼(    )(    )(    ),把贼打了,以至于(    ),就不能为

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    )(    )的罪。 

2. 牲畜若从(    )(    )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    )(    )； 

3. (    )(    )(    )的女人，不可容她(    )(    )。 

4. 祭祀别神,不单单(    )(    )耶和华的,那人必要(    )(    )。 

5. 不可(    )(    ) 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    )(    )。 

6. 不可随伙布散(    )(    )，不可与恶人连手(    )(    )(    ) 

(    )。 

7. 不可在穷人(    )(    )的事上(    )(    )(    )(    )。 

8. 六日你要(    )(    )，第七日要(    )(    )，使牛、驴可以歇

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    )(    )。 

9. 你要守(    )(    )(    )，照我所吩咐你的，在(    )(    )月内

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

了埃及。 

10.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    )(    )你，领你到我所

(    )(    )的地方去。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你们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 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

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 

2. 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非利士撵出去。-----------（      ） 

3.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 

4. 摩西和他的帮手亚伦起来，上了神的山。--------------（      ） 

5.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鸽子。（      ） 

6.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 

   归我。--------------------------------------------（      ） 

7.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 

8. 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 

   在施恩座的两头。----------------------------------（      ） 

9.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 

10.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七块。----------------（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又要把施恩座  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 

2.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  颜色全是蓝的。 

3. 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  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 

4.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 

5.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  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 

6. 以弗得当有两条肩带，  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 

7. 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 

    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把那为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拿来

给你，使灯常常点着。 

8. 你要做以弗得的外袍，  
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

字。 

9. 要用一条蓝细带子  接上两头，使它相连。 

10. 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 

    遮掩下体， 
 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出 22–28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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