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12期 题目 

范围： 民数记 8-14章（10/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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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

服洁净自己。------------------------------------------------（     ） 

2. 以色列人中一切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

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     ） 

3. 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

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     ） 

4. 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     ） 

5. 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

的眼目。----------------------------------------------------（     ） 

6. 百姓周围行走、把吗哪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

滋味好像新油。----------------------------------------------（     ） 

7.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

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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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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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合，直到哈马口。-----------（     ） 

10. 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

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 

 

B.填充题：50%（一个字两分） 
1. 于是利未人（     ）（     ）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

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     ）（     ）洁净他们。然后利未人进去、

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

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 

2. 有时（     ）（     ）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住营、也照耶

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

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

帐幕上、（     ）（     ）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住营不起

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 

3. （     ）（     ）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阿、求你兴起、愿你的

（     ）（     ）四散、愿（     ）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

候、他就说、耶和华阿、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4. 众百姓发（     ）（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

就（     ）（     ）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 百姓向

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作他备拉、因为耶和华的

（     ）烧在他们中间。 

5. 你们的（     ）（     ）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

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     ）（     ）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惟有

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     ）（     ）（     ）、才能进去。 

 

C. 配一配 20%（一题二分） 
1. 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

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

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 

 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

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 

2. 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

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 

 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的。 

3. 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

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 神面前得蒙记

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4. 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

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 

 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 

5.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棚门口

哭号，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

全家尽忠的。 

6. 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

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

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

喜悦。 

7.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

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

大。 

8.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

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

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

葡萄初熟的时候。 

9.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

要到几时呢？  

 这事不能顺利了。 

10．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

命令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

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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