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1 期 题目  
范围：约书亚记 4-7 章 （12/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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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题：50% 【一字一分】 

1. 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    ）（    ）

（    ）（    ）（    ）人，每支派一人， 

2. 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    ）（    ）（    ）（    ）

（    ）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3.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    ）（    ）（    ）（    ）中所预备的那十二

个人，每支派一人，都召了来。 

4. 对他们说：你们（    ）（    ）（    ）（    ）中，过到耶和华—你们 

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5.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    ）（    ）（    ）（    ）（    ）

（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6. 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    ）（    ）（    ）（    ）（    ）在

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

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7. 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

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    ）（    ）（    ）（    ）（    ）的

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8. 约书亚另把（    ）（    ）（    ）（    ）（    ）立在约旦河中，在

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 

9. 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

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    ）（    ）（    ）

（    ）过去（    ）。 

10. 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    ）（    ）（    ）

（    ）（    ）（    ）。 

 

B．是非题：30% 【一题三分】 

1. 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 

2. 约有三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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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小。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

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    )   

4.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    )  

5. 正月初五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  

6.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

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

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 

7.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 手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

仍旧涨过两岸。-----------------------------------------------（    ） 

8.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三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    ） 

9.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湿地过这约旦河--------------- (    )  

10.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 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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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

严紧，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 

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2.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 

3. 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

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4. 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

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 

5.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

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 
 必入耶和华的库中。 

6.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

当灭的物， 
 

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

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

吹。 

7. 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

要归耶和华为圣， 
 

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

吹。 

8. 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

少， 
 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9.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

「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 
 

城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

上。 

10.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  无人出入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申命记约书亚记 4-7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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