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16期题目（8/5/2022）     

范围：申命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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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    ）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

兰、陀弗、拉班、（    ）（    ）（    ）、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

的话。 

2.耶和华你们的 神使你们（    ）（    ）（    ）。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

（    ）那样（    ）。 

3.看哪，耶和华你的 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 神所说的

上去得那地为（    ），不要（    ）（    ），也不要（    ）（    ）。’  

4.惟有（    ）（    ）（    ）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

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    ）（    ）跟从我。’  

5.自从离开（    ）（    ）（    ）（    ）（    ）亚，到过了撒烈溪的时

候，共有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

誓。 

6.走近（    ）（    ）（    ）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亚扪

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    ）（    ）的子孙为

业。’  

7.但（    ）（    ）（    ）王（    ）（    ）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

耶和华你的 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    

8.从（    ）（    ）（    ）边的亚罗珥和谷中的城，直到（    ）（    ），

耶和华我们的 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    

9.耶和华对我说：‘不要（    ）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    ）（    ），并

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希实本的亚摩利王（    ）（    ）

一样。’  

10.“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 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

有的（    ）（    ）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    ）（    ）（    ）

人前面过去。 
 

B.配一配：【20%, 一题二分】 
1.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

也得耶和华你们 神所赐给他

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

与你们一样， 

 

 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2.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

怒，不应允我， 

 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

地。’  

3.“以色列人哪，现在我所教训

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

从遵行，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

为无罪。 

4.耶和华因巴力毗珥的事所行

的，你们亲眼看见了， 

 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 神所

禁止你作的偶像， 

5.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们 神与你们所立的约，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6.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

惟有耶和华他是 神， 

 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

事。 

7.“说‘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

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8.‘不可妄称耶和华你 神的

名； 

 凡随从巴力毗珥的人，耶和华你们的 

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9.“‘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不可偏离左右。 

10.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 神

所吩咐的谨守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

祖之 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C.是非题：【30%, 一题三分】 
1. 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

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 神所应许你的。--------------（      ） 

2.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 神。--------------（      ） 

3.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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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 神，像你们在撒玛利亚那样试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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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 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

了。’”--------------------------------------------------（      ） 

6.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

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 ---------------------------------（      ） 

7.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 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

作自己的子民。--------------------------------------------（      ） 

8.“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

万民中是最多的。----------------------------------------（      ） 

9.“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 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

誓，守约施慈爱。------------------------------------------（      ） 

10.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 神在你们中间是圣洁公义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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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申命记 1-7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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