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14期题目（24/4/2022）     

范围：民数记 22-29（多读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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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起行，在（   ）（   ）平原、（   ）（   ）（   ）东，对着耶

利哥安营。 

2.以色列人向（   ）（   ）（   ）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拨的儿子（   ）

（   ）都看见了。 

3.神对（   ）（   ）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   ）（   ）那民，

因为那民是蒙（   ）的。”  

4.（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   ），就从路上跨

进（   ）（   ），巴兰便打（   ）要叫它回转上路。 

5.巴兰便题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

为我咒诅（   ）（   ）；来啊，怒骂（   ）（   ）（   ）。’  

6.他回答说：“（   ）（   ）（   ）传给我的话，我能不（   ）（   ）传

说吗？”  

7.我奉命（   ）（   ），神也曾赐（   ），此事我不能（   ）（   ）. 

8.（   ）（   ）回答（   ）（   ）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

说的，我（   ）须遵行吗？”  

9.雅各啊，你的（   ）（   ）何等华（   ）！以色列啊，你的（   ）

（   ）何其华丽！ 

10.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   ）（   ），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

的（   ）（   ）（   ）。 

 

B.配一配：【20%, 一题二分】 

1.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

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

为我咒诅仇敌， 

 因他为 神有忌邪的心，为以色列

人赎罪。”  

2.‘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

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

的命， 

 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

仗的，计算总数。”  

3.以色列人与巴力毗珥连合，  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

什么，我就要说什么’？” 

4.那时遭瘟疫死的，  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

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毗珥的事被杀

了。”  

5.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

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 

6.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

在毗珥的事上，和他们的姐

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

事上， 

 有二万四千人。 

7.“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

按他们的宗族， 

 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

有法路族； 

8.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

的众子： 

 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

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 

9.犹大的儿子是珥和俄南。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10.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

亚撒所数的， 

 这珥和俄南死在迦南地。 

 

C.是非题：【30%, 一题三分】 

1.“我们的丈夫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

的，他也没有儿子。----------------------------------------（   ） 

2.  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

女儿。----------------------------------------------------（   ） 

3.  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

在他头上。------------------------------------------------（   ） 

4.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

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   ） 

5. “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牛犊，并用调油的细面伊法十分

之二为素祭，又将同献的奠祭献上。--------------------------（   ） 

6. “正月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 

7. “七七节庄稼初熟，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

工都不可作。----------------------------------------------（   ） 

8. “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是你们当守为吹号

的日子。--------------------------------------------------（   ） 

9.  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

祭以外。--------------------------------------------------（   ） 

10.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犹太人。” ---------（   ）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民数记 22-29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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