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10期 题目 

范围： 利未记 22-27章 （27/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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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

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     ） 

2. 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可吃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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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     ） 

4.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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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作的饼、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

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     ） 

6.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

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     ） 

7. 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

理葡萄园。-----------------------------------------（     ） 

8.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 

9.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 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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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

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 

 

B.填充题：50%（一个字两分） 

1. 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

凡献供物、无论是所（    ）的愿、是（    ）（    ）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作

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    ）

（    ）。 

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日要作

工、第（    ）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作、这是在你们一切

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    ）（    ）（    ）。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

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 

3.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    ）了圣名、并且（    ）（    ）、就有人把

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

（    ）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4.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    ）（    ）、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

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    ）（    ）、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

（    ）（    ）你的 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

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5. 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    ）（    ）、或是柱像、也不可

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錾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你们要

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    ）（    ）我的律例、谨

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 

 

C. 配一配 20%（一题二分） 
1. 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

后裔、凡身上有污秽、 

 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2. 无论是饼、是烘的子粒、是新穗

子、你们都不可吃、直等到把你

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

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

放手在他头上、 

 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 

4.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

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 

 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与你

们。 

5.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6.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

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 

 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

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

记念这地。 

7.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

我、 

 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

赎．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 

8.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

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

礼的心、 

 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

华。 

9.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

愿、 

 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

和寄居的一样。 

10. 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

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

牲畜、 

 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

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

华。 

 

感谢主，我已经读利未记 22-27章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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