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11期 题目 

范围： 民数记 1-7章（3/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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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 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惟独利未支

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     ） 

2. 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摩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

职分的。---------------------------------------------（     ） 

3. 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

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头生的牲畜。-----------------（     ） 

4.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

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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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们不可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     ） 

6. 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作污秽的

事、你就免受这致咒诅苦水的灾。-----------------------（     ） 

7. 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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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许愿的拿细耳人为生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

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     ） 

9. 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

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     ） 

10. 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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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填充题：50%（一个字两分） 

1. 约瑟子孙属以（     ）（     ）的、有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属玛拿西

的、有比大蓿的儿子迦玛列。属便雅悯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但。属但

的、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希以谢。属亚设的、有俄兰的儿子帕结。属迦得

的、有丢珥的儿子以利雅萨。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希拉。这都是

从会中（     ）（     ）的、各作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

领。 

2. 你使（     ）（     ）支派近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事他。替他和

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     ）（     ）帐幕的事。又要（     ）

（     ）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 

3. 他们（     ）（     ）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各人所

当办的、所当（     ）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至（     ）

（     ）。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 

4.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至（     ）

（     ）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 他要（     ）（     ）所犯的罪、将

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与所亏负的人。 

5. 若妇人没有被（     ）（     ）、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

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人生了疑恨的心、疑恨他的妻、就有这疑

恨的条例。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     ）（     ）要在他身

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     ）（     ）自己的罪孽。 
 

C. 配一配 20%（一题二分） 
1. 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

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2.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纛下、
在本族的旗号那里、 

 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
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3. 惟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
中、 

 使一切长大痲疯的、患漏症的、并
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 

4. 因为凡头生的是我的、我在埃
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日、就
把以色列中一切头生的、 

 也未曾背着丈夫作污秽的事、你就
免受这致咒诅苦水的灾。 

5. 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
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
料、 

 就是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就是归
主的意思下同〕、要离俗归耶和
华。 

6. 你吩咐以色列人、  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
他说话。 

7. 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
有人与你行淫、 

 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 

8.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
许了特别的愿、 

 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
治死。 

9. 第三日来献的是西布伦子孙的
首领、 

 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
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
所的器具。 

10. 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
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
上、二基路伯中间、 

 希伦的儿子以利押。 

 

感谢主，我已经读民数记 1-7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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