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7 期 题目 

范围：利 1–7 章 （6/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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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从会幕中呼叫（     ）（     ）、对他

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     ）（     ）给耶和华、

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 

2. 人的供物若以（     ）（     ）、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

（     ）（     ）的公羊。 

3. 祭司要从（     ）（     ）中取出作为记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

为馨香的火祭。 

4.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

蜜、当作（     ）（    ）献给耶和华。 

5. 祭司要在坛上（     ）（     ）、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

（     ）（     ）（     ）的。 

6. （     ）（     ）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     ）

（     ）（     ）、牵到会幕前。 

7. 他要把供物带到（     ）（     ）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

（     ）（     ）、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

（     ）（     ）（     ）。 

8. 若有人（     ）（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甚么事、他虽然不

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     ）（     ）。 

9. （     ）（     ）（     ）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     ）（     ）到

（     ）（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10. 他若为（     ）（     ）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

（     ）（     ）（     ）（     ）、并用油调匀细面作的饼、与感谢

祭一同献上。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脸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 

2.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 

3. 若用铁鏊上作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     ） 

4.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

的。---------------------------------------------------（     ） 

5.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

为馨香的火祭。------------------------------------------(     ) 

6.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

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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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

华面前。------------------------------------------------(     ) 

8.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四只斑鸠和两只雏鸽、

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作赎罪祭、一只作燔祭。-----（     ） 

9.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甚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

赦免。------------------------------------------------- (     ) 

10. 凡素祭、无论是油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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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  把燔祭牲切成块子。 

2. 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  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

抹油的无酵薄饼。 

3. 若用煎盘作的物为素祭、  就要用油与细面作成。 

4. 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  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5.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

血都不可吃、 

 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

例。 

6. 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

前按手在牛的头上、 

 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 

7. 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

的供物、 

 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8. 他有了罪的时候、  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9.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10. 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  这祭是至圣的。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利 1–7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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