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5 期 题目 
范围：出 29-35章 （20/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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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     ）(     )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     )(     )的职分、要如此

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

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作成。 

2. 亚伦(     )年(     )次要在坛的角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

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     )(     )(    )面

前为至圣。 

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     )(     ) 

   (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     )(     )、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

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4.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     )(     )、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版扔

在山下(     )(     )了。 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

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5. (     )(     )(     )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

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     )(     )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

从这里往那地去。 

6. 摩西进(     )(     )的时候、(     )(     )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

华便与摩西说话。 

7. 耶和华吩咐(     )(     )说、你要凿出两块(     )(     )、和先前你摔碎的

那版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 

8.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     )(     )、有

(     )(     )的 神、(     )(     )(     )(     )(     )、并有丰盛的

(     )(     )和(     )(     )。 

9.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乃为(     )(     )、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

内作工的、必把他治死。 

10. 凡心里受感、和(     )(     )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作会幕和

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作(     )(     )。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

坛、使坛成圣。--------------------------------------- (       ) 
2. 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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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利未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
经提他的名召他。---------------------------------------（       ） 

4.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
据、因为七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 

5.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作神
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
了什么事。----------------------------------------------（       ） 

6.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
败坏了。-------------------------------------------------(       ) 

7.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
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       ） 

8. 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欢喜、也没有人佩戴妆饰。----------------- (       )  
9. 摩西就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

去、手里拿着两块石版。----------------------------------- (       ) 
10. 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作耶和

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作他们的 神。 

2. 你要用皂荚木  作一座烧香的坛。 

3. 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

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各人要出半舍客

勒。 

4.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

吧、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

了。 

5.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

犊、又看见人跳舞、 

 便发烈怒、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碎了 

6.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7.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

前、 

 就都起来,各人在自己帐棚的门口下拜。 

8.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

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 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9.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 

10.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

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 

 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

两块版上。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出 29-35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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