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18期题目（22/5/2022）     
范围：申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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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 1%】 
1. 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       )(       )(       ) 

   (       )(       )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

告了。 

2.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       )(       )(       )(       ) 

   (      )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3. 你总要给他，(       )(       )(       )(       )(       )，心里不可愁

烦，因耶和华你的 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与你。 

4. 这头生的若(       )(       )(       )(       )(       )，就如瘸腿的、

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 神。 

5. 你要注意亚笔月，向耶和华你的 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在亚笔月

夜间，(       )(       )(       )(       )(       )。 

6. 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       )(       )(       ) 

   (       )(       )，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 神。 

7. 你要吃(       )(      )(       )(       )(       )，第七日要向耶和华

你的 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 

8. 你要照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       )(       ) 

   (       )(       )(       )你的 神面前，守七七节。 

9.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       )(       )(       )(       )的 

(       )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 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

上要赐福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10.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       ）

（       ）能叫（       ）（       ）人的眼变（        ）了，又能颠倒

义人的话。 

 

B.配一配：【20%，一题 2%】 
1. 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

存活， 

 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

着行。 

2. 你为耶和华你的 神筑坛，  承受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 

3. 去事奉敬拜别神，或拜日

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 

 我必讨谁的罪。 

4.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治死； 

 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5. 他登了国位，  神面前作完全人。 

6. 你到了耶和华你 神所赐之

地， 

 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 

7.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  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

外，再添三座城， 

8. 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 

9.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

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 

神， 

 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 神与

你同在。 

10.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

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

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 

 是主不曾吩咐的， 

 

C.是非题：【30%，一题 3%】 
1. 耶和华你 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 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

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     ） 

2.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 神，常常遵行他的

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     ） 

3.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拯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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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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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不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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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

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 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

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     ） 

7. 你出去与爱人争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 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

去。--------------------------------------------------------（     ） 

8.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

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     ） 

9.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     ） 

10.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 神

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 神面前受咒诅的。----------（     ）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申命记 15-21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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