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9 期 题目 

范围： 利未记 15-21 章 （2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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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题：是（√）非（X）30%（一题三分）  
1. 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      ） 

2. 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他

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洁净。-------------（      ） 

3.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 

4. 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

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      ） 

5. 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爱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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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甚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

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

在坛上为你们的灵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 

7.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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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你们都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      ） 

9. 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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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无论甚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      ） 

 

B.填充题：50%（一个字两分） 
1. 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     ）（     ）、若打猎得了可吃

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
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甚么活物的（     ）、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
物的血、就是他的（     ）（     ）。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自死
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
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 

2. 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     ）（     ）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
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      ）也玷污了、所
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     ）（     ）他的居民。 

3. 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
（     ）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     ）（     ）的、必不蒙悦
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     ）（     ）、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
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4.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     ）（     ）他们的风俗、因
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     ）（     ）他们。但我对你们说
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
华你们的 神、使你们与万民有（     ）（     ）的。 

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     ）
（      ）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 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
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
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     ）（     ）近
前来。 

 

C. 配一配 20%（一题二分） 

1. 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  就是 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
他们要成为圣。 

2.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
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
们一切的罪愆、 

 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注：“罪”原
文作“血”。本章同）。 

3.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
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
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
吃， 

 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 

4.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
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
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
行为、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
的民。 

5.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
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
以先的国民一样。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
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6.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
的子民、 

 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
了。 

7．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   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
行。 

8. 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
他咒骂了父母、 

 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
事，必从民中剪除。 

9. 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
华是圣的、 

 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10. 要归 神为圣、不可亵渎 神
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 

 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无论什
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
切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凡吃了血
的，必被剪除。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利未记 15-21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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