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13期题目（17/4/2022）     

范围：民数记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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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一个字一分】 

1.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作火祭，献给（    ）（    ）（    ），无论

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

都要奉给耶和华为（    ）（    ）之祭。 

2.若有（    ）（    ）（    ）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

愿意将馨香的（    ）（    ）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

理。 

3.你们佩带（    ）（    ）（    ），好叫你们看见就记念遵行耶和华一切

的（    ）（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 

4.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曾把你们从（    ）（    ）（    ）领出来，

要作（    ）（    ）的 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5.（    ）（    ）（    ）的 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    ）（    ）出

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6. 各人要拿一个（    ）（    ），共二百五十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

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    ）（    ）（    ）香炉。”  

7.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 神啊！一人（    ）

（    ），你就要向（    ）（    ）（    ）发怒吗？”  

8.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    ）盛在其中，又加上

（    ），快快带到（    ）（    ）那里，为他们赎（    ），因为有忿

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9. “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    ），每（    ）（    ）一根。从

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各人的（    ）（    ）

写在各人的杖上。 

10.你要把这些（    ）存在（    ）（    ）内（    ）（    ）前，就是我

与你们相会之处。 
 

B.配一配：20% 【一题二分】 

1. 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

去。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 

2. 摩西就这样行。  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3.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

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

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

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4. 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

华初熟之物， 

 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

他们为酬他们的劳。 

5.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

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

业， 

 也都要归与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

以吃。 

6. 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

其中将至好的， 

 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

祭。 

7. 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

牛的血， 

 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

司职任的罪孽。 

8.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

朱红色线 

 凡进那帐棚的和一切在帐棚里的，都

必七天不洁净。 

9. “人死在帐棚里的条例乃是

这样： 

 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10.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

不洁净； 

 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C.是非题：30%  是（√）非（X）30% 【一题三分】 

1. 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低斯。亚伦死在那里，就葬

在那里。--------------------------------------------------（    ） 

2.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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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 

4.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

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  

5.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

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    ） 

6. 住北地的迦南人亚拉得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争

战，掳了他们几个人。--------------------------------------（    ） 

7. 于是耶和华使狮子进入百姓中间，狮子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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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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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珥。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

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 ---------------------------（    ） 

10.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

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希实本的耶利哥王西宏一般。” --（    ）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民数记 15-21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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