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19 期题目（29/5/2022）     

范围：申命记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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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佯为不见，(     )(     )(     ) 

   (     )(     )拉起来。 

2.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

或在蛋上，(     )(     )(     )(     )(     )带雏一并取去。 

3. 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     )(     )(     )(     ) 

   (     )。 

4. 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     )(     )(     )(     )(     )；他们的

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5. 然而(     )(     )(     )(     )的 (     )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

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爱你。 

6. 你出兵攻打仇敌，就(     )(     )(     )(     )(     )。 

7. 因为(     )(     )(     )(     )的(     )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

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

你. 

8.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 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

手里所办的(     )(     )(     )(     )赐福与(     )。 

9. 你向耶和华你的 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必定向你追

讨，你（     ）（     ）（     ）就（     ）（     ）。 

10.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     ）（     ）（     ）（     ）

（     ），要照你向耶和华你 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 

 

B.配一配：【20%，一题 2%】 

1. 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

石作当头，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2. 当记念出埃及后，  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当头。 

3. 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

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 

 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4. 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

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

价上， 

 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5. 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

子； 

 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6.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

可再打，要留 

 在路上耶和华你 神向米利暗所

行的事。 

7.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

的，不可再摘， 

 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

斗。 

8. 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

仆， 

 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

你了。 

9.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

法码； 

 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 

10.当用对准公平的法码、公平的

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 神

所赐你的地上， 

 你不可欺负他。 

 

C.是非题：【30%，一题 3%】 
1.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      ） 

2. 每逢四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

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      ） 

3. 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

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 --------------（      ） 

4.   耶和华你的 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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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 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

章，听从他的话。 --------------------------------------（      ） 

6.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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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

来，墁上石灰。-----------------------------------------（      ） 

8. 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      ） 

9. “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

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 

10.‘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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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申命记 22-28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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