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15期题目（1/5/2022）     

范围：民数记 3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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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向耶和华（    ）（    ）（    ）（    ）（    ），要约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2. 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    )(    )(    ) 

   (    )(    )， 

3. 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

话，就都不得为定，因她丈夫已经把(    )(    )(    )(    )(    )；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4.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    )(    )(    )去(    )(    )。” 

5. 他们上(    )(    )(    )(    )，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

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    )。 

6.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    )(    )(    ) 

   (    )(    )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

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7. 从(    )(    )(    )(    )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书珥旷野；又在伊坦

的旷野走了(    )天的路程，就安营在玛拉。 

8.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    )(    ) 

   (    )，就是(    )(    )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 

9.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六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

还要给他们(    )(    )(    )(    )(    )。 

10.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所吩咐(    )(    ) 

   (    )（    ）的命（    ）、典章。 

 

B.配一配：【20%, 一题二分】 

1. 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

了誓 

 每支派交出一千人，共一万二千

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2. 凡她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

己所起的誓， 

 就是以未、利金、苏珥、户珥、利

巴，又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巴兰。 

3. 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

两样全废了， 

 她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   

4.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 

5.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约束自己。 

6.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

的， 

 每支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7. 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

五王， 

 洁净自己。” 

8.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

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

器， 

 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一千肘。 

9. 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

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

看见，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10.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C.是非题：【30%, 一题三分】 
1. 男人或是被休的女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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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

话，就都不得为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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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

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     ） 

4. 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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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五分之一献给 

神。--------------------------------------------------（     ） 

6. 男人共三万二千口，都是没有成家的。---------------------（     ） 

7. 人一万六千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三十二口。-----------（     ） 

8.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银子，都是打成的器皿。---（     ） 

9.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六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 ----------------------------（     ） 

10.这五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

的都可以逃到那里。------------------------------------（     ）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民数记 30-36章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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