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3 期 题目 

范围：书 17-24 章 （3/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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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一分】 
1. 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     )(     )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

境(     )(     )．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     ) 

(     )(     )(     )．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2. 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么。你们今日既(     )(     )耶和

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     )(     )。  

3. (     )(     )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     )(     )意思说、

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 

4. 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     )(     )、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

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     )(     )的、是耶和华你

们的神。 

5. 你们若(     )(     )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     )、去

事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

赐的美地上速速(     )(     )。 

6. 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     )(     )耶和华去(     )(     )

别神。 

7. 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     )(     )(     )

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

上、所经过的诸国、都(     )(     )了我们。 

8. (     )(     )(     )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

(     )(     )(     )、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9. 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     )(     )，等到那时的

(     )(     )(     )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

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10. (     )(     )(     )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 

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     )(     )不去得，要到几时呢？ 

 

B．是（）与否（×）【50%,一题五分】 
1. 犹大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

的产业。-----------------------------------------（    ） 

2.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藉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

设立逃城。---------------------------------------（    ） 

3. 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要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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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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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摩西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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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流便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证坛。意思说：敬拜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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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

可偏离左右。-------------------------------------（    ） 

8. 你们要分外谨慎，敬拜耶和华你们的 神。-----------（    ） 

9. 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一百岁就死了。-----（    ） 

10.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 神，听从他的

话。---------------------------------------------（    ）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书 17-24 章_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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