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8 期 题目 

范围：利 8-14章 （13/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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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

祭的一只（     ）（     ）、两只（     ）（     ）（     ）、一筐

（     ）（     ）（     ）、都带来。 

2. 你也要对（     ）（     ）（     ）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作赎罪

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作（     ）

（     ）。 

3. 亚伦的儿子拿答、（     ）（     ）（     ）、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

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

们的。 

4. 耶和华对摩西（     ）（     ）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

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     ）。

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     ）（     ）、因为倒嚼不分

蹄、就与你们不洁净。 

5. 若有死了掉在（     ）（     ）里的、其中不拘有甚么、就不洁净、你们

要把这瓦器打破了。 

6. 凡用（     ）（     ）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

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     ）（     ）的。 

7. 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     ）（      ）、是为（     ）

（     ）、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

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     ）（     ）。 

8. 身上有长（     ）（     ）（     ）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

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 

9. 求洁净的人当（     ）（     ）（     ）、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

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     ）（     ）外居住七天。 

10. 祭司要献（     ）（     ）（     ）、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

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     )(     )、和(     )（     ）、献在坛上

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摩西用麻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     ） 

2. 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

的分．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     ) 

3. 惟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肝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     ） 

4. 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作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

献的一样。----------------------------------------------（     ） 

5. 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恶。---------------------------------- (     ) 

6. 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

憎。----------------------------------------------------（     ） 

7. 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     ) 

8. 第七天要给婴孩行割礼。----------------------------------（     ） 

9. 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

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 (     ) 

10. 祭司要出到营外察看．若见他的大痲疯痊癒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

的、拿两只洁净的活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 (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  用水洗了他们。 

2. 剩下的肉和饼、  你们要用火焚烧。 

3. 亚伦宰了燔祭牲、  
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洒在坛

的周围。 

4. 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  就与你们不洁净。 

5. 凡水里无翅无鳞的、  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6. 凡地上的爬物  是可憎的都不可吃。 

7. 但红肉几时显在他的身上、  就几时不洁净。 

8. 祭司要从那一罗革油中取些  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9. 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

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 
 然后要宰燔祭牲。 

10. 在房子封锁的时候、  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利 8-14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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