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17期题目（15/5/2022）     
范围：申命记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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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     ）（     ）（     ）（     ）

（     ），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

的那地。 

2. 你也要(     )(     )(     )(     )(     )你的 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

十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3. 这四十年，你的(     )(     )(     )(     )穿(     )，你的脚也没有

肿。 

4. 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 神管教你，好像(     )(     )(     ) 

   (     )(     )(     )样。 

5. 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     )(     )(     )(     )(     )，进去

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 

6. 你今日当知道，(     )(     )(     )(     )的(     )在你前面过去，

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伏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

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 

7. 你当记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

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     )(     )(     ) 

   (     )(     )。 

8. 我上了山，(     )(     )(     )(     )(     )石版，就是耶和华与你

们立约的版。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 

9. 耶和华把(     )(     )(     )(     )(     )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

的。版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

切话。  

10.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     )(     )(     )(     )(     )的神，铸成了

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 

 

B.配一配：【20%, 一题二分】 

1. 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版， 

 为要叫你得福。 

2. 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

柜，又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

的一样， 

 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

来，又要做一木柜。 

3. 我转身下山，将这版放在我

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 

 不可再硬着颈项。 

4. 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

昼夜。 

 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

应许所赐之地。’ 

5. 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

引导这百姓， 

 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6.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手里拿这两块版上山去了。 

7.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

地上所有的， 

  事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

名起誓。 

8.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

掉， 

 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

灭绝。 

9.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

的星那样多。 

10.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C.是非题：【30%, 一题三分】 

1. 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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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惟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小事。-------------------（     ） 

3.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 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

地。-----------------------------------------------------（     ） 

4.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事奉

他，-----------------------------------------------------（     ） 

5. 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

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     ） 

6. 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

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     ） 

7. 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     ） 

8. 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

间，-----------------------------------------------------（     ） 

9. 凡可憎的物都可吃。---------------------------------------（     ） 

10.凡分蹄成为两瓣又倒嚼的飞兽，你们都可以吃。---------------（     ）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申命记 8-14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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