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4 期 题目 
范围：士 1-7 章 （10/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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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    ）（    ）（    ）（    ）同（    ）。

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

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  

2. 以色列人行（    ）（    ）（    ）（    ）（    ）看为恶的事，忘

记耶和华他们的 神，去事奉诸巴力和亚舍拉。 

3. 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    )(    )(    )将(    )(    )

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泊山，

跟随他有一万人。  

4. 西西拉疲乏沉睡。希百的妻雅亿取了帐棚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

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

(    )(    )(    )(    )(    )了。 

5. 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    ）（    ）（    ）（    ）

（    ）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 

6. 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    ）（    ）（    ）（    ）（    ）

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7.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注：或作“和”）

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    ）（    ）（    ）(    )的(    )，

砍下坛旁的木偶。 

8. 在这磐石（注：原文作“保障”）上，整整齐齐地为(    )(    )(    )

你的(    )(    )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作

柴。”  

9. 他打发人走(    )(    )(    )(    )(    )，玛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

又打发人去见亚设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 

10. 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    )(    )(    )(    )一

(    )，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耶和华说：“流便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 

2. 约书亚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 （    ） 

3. 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 

4. 以法莲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    ） 

5. 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                   

在以法莲中间。-------------------------------------------(    ) 

6.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事奉诸巴力。------------(    ) 

7. 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 

8. 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国中太平八十年。-------------(    ) 

9.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    ) 

10.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

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 

 

C.配一配【20% 一题二分】 
1.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

座城、 
 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

随他。 
2.于是以色列人服事摩押王

伊矶伦 
 不要惧怕、你必不至死。 

3.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  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 

4.星宿从天上争战、  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5.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

对他说、 
 是拉比多的妻、当时作以色列的

士师。 
6.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  十八年. 

7.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  大能的勇士阿、耶和华与你同在。 

8.这夜神也如此行．  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

“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

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9.于是用手捧着餂水的有三

百人． 
 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

名。 
10.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

解、 
 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

露水。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士 1-7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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