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6 期 题目 

范围：出 36-40 章 （27/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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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和(     )(     )(     )(     ) 

   (     )、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作

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作工。 

2. (     )(     )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

所拿甚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

够作一切当作的物、而且（     ）（     ）。 

3. 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     ）（     ）（     ）、基路伯是

(     )(     )(     )、朝着施恩座。 

4. (     )(     )上有四个杯、形状像（     ）（     ）、有球、有

花。 

5. 院子的西面有(     )(     )、宽五十肘．帷子的柱子十根、

(     )(     )的座十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     ）

（     ）作的。 

6. 帐幕一切的（     ）（     ）、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     )的。 

7. 这些(     )(     )、都是按着（     ）（     ）（     ）十二个儿

子的名字、彷彿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8. 他用（     ）（     ）作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

(     )(     )(     )为圣。 

9.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     ）（     ）。 

10. 他们进(     )(     )、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     )(     )．是照

(     )(     )(     )所吩咐他的。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甚么礼

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国王厌恶他们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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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幅幔子长二十八肘、宽四肘．都是一样的尺寸。---------- (    ) 

3. 比撒列用皂荚木作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    ） 

4. 用精银作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    ） 

5. 他用皂荚木作燔祭坛、是八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 (    )  

6. 院子四面的帷子、都是用捻的细麻作的。------------------（    ） 

7. 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钢石。---------------------- (    ) 

8. 他用织工作以弗得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    ） 

9.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火。------------ (    ) 

10. 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

幕。-------------------------------------------------- (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他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  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 

2. 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和捻的细麻织幔子， 

 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3. 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  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4. 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

恩座、 

 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5. 用皂荚木作杠、  用铜包裹。 

6. 院子的东面、  宽五十肘。 

7. 第三行是  紫玛瑙、白玛瑙、紫晶。 

8. 第四行是  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

金槽中。 

9. 摩西这样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10.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出 36-40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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