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题目 20（05/06/2022） 

范围：申命记 29-34，约书亚记 1-3（多读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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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与(     )(     )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     )(     ) 

(     )你，也(     )(     )(     )你。 

2. 这(     )(     )(     )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     )(     )，好使

你谨守(     )(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

(     )(     )，凡事(     )(     )。     

3.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     )(     )(     )(     )！不要

(     )(     )，也不要(     )(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

你的上帝必与你(     )(     )。 

4. 你们要(     )(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

们的上帝使你们得享 (     )(     )，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5. 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     )(     )(     )(     )的上帝。 

6. 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 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

离开所住的地方，（     ）（     ）（     ）（     ）（     ）。所住

的地方，跟着约柜去。 

7.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     )耶和华——你们上帝的

(     )。」 

8. 抬耶和华约柜的(     )(     )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     )(     )，以色列

众人都从(     )(     )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 

 

B．是非题：30% 【一题三分】 

1.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 

2.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

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 

3.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

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     ) 

4.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

哪里去，耶和华你的 神必与你同在。”----------------------(     ) 

5.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

的，我们都必去。-----------------------------------------（     ） 

6. 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惟愿耶和华你的 

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 

7. 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

要刚强壮胆！”--------------------------------------------(     )  

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

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 

9.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 神所

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

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 

10.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

的，我们都必去。-----------------------------------------（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

说： 
 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 

2.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

们出去了， 
 你叫我们所起的誓就与我们无干了。  

3. 二人还没有躺卧，  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  

4.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

化了。 
 

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

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

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  

5. 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

妹和一切属他们的 
 你若泄漏我们这件事， 

6. 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

窗户里缒下去，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

来的我却不知道。 

7. 二人对她说：“你要这样

行。不然， 
 拯救我们性命不死。”  

8. 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 
 

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

城墙上。  

9. 你若泄漏我们这件事，  
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

追赶，就必追上。”  

10. 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

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

里， 

 

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

和华你们的 神，本是上天下地的 

神。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申命记 29-34，约书亚记 1-3__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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