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5 期 题目 
范围：士师记 8-14 章 （17/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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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   ）

（   ）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 

2. 于是捉住那城内的（   ）（   ），用野地的荆条和枳棘责打（   ）（   ）

（   ）。 

3. 有人将这事告诉（   ）（   ），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

说：“（   ）（   ）人哪，你们要听我的话，（   ）也就听你们的话。 

4. 以色列人（   ）（   ）（   ）（   ）（   ）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

离弃了我们 神，去侍奉诸巴力。”  

5. 基列人（   ）（   ）（   ）是个大能的勇士，是（   ）（   ）的儿子。 

6. 西宏却不（   ）（   ）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

（   ），在雅杂安营，与以色列人（   ）（   ）。 

7. 我见你们不来（   ）（   ），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扪人，（   ）（   ）

（   ）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8. 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

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   ）（   ）一直到死，必归 神作（   ）（   ）

（   ）人。’ 

9. 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   ）（   ）（   ）的（   ）（   ）在坛上的火

焰中也升上去了。玛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 

10. 耶和华的（   ）大大（   ）（   ）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   ）

（   ）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基甸和跟随他的两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 

2. 又拆了毗努伊勒的楼，赶出那城里的人。-------------------------（   ） 

3. 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争战，救了你们脱离基甸人的手。-------------（   ） 

4.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和亚斯他录，并哈兰的

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

他。---------------------------------------------------------（   ） 

5. 你的神基抹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我们面前所赶

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   ） 

6. 耶弗他看见她，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

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   ） 

7. 耶弗他作以色列的士师十六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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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

吩咐的，她都当遵守。-----------------------------------------（   ） 

9.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天使者的相貌，

甚是可畏。---------------------------------------------------（   ） 

10. 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作过他朋友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

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起誓， 

 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必作

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2. 神使恶魔降在  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

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

利人的全地。 

3.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

议，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

年。 

4.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原来玛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

者。 

5. 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押顿  他就下到亚实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

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

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 

6.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 

 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 

7. 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挪亚说：

“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

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

就当献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

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 

8.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

他起名叫参孙。 

 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

诡诈待亚比米勒。 

9.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

于耶和华， 

 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

玛力人的山地。 

10.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

就不杀你们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士师记 8-14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5 期 题目 
范围：士师记 8-14 章 （17/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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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   ）

（   ）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 

2. 于是捉住那城内的（   ）（   ），用野地的荆条和枳棘责打（   ）（   ）

（   ）。 

3. 有人将这事告诉（   ）（   ），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

说：“（   ）（   ）人哪，你们要听我的话，（   ）也就听你们的话。 

4. 以色列人（   ）（   ）（   ）（   ）（   ）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

离弃了我们 神，去侍奉诸巴力。”  

5. 基列人（   ）（   ）（   ）是个大能的勇士，是（   ）（   ）的儿子。 

6. 西宏却不（   ）（   ）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

（   ），在雅杂安营，与以色列人（   ）（   ）。 

7. 我见你们不来（   ）（   ），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扪人，（   ）（   ）

（   ）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8. 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

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   ）（   ）一直到死，必归 神作（   ）（   ）

（   ）人。’ 

9. 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   ）（   ）（   ）的（   ）（   ）在坛上的火

焰中也升上去了。玛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 

10. 耶和华的（   ）大大（   ）（   ）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   ）

（   ）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基甸和跟随他的两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 

2. 又拆了毗努伊勒的楼，赶出那城里的人。-------------------------（   ） 

3. 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争战，救了你们脱离基甸人的手。-------------（   ） 

4.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和亚斯他录，并哈兰的

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

他。---------------------------------------------------------（   ） 

5. 你的神基抹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 神在我们面前所赶

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   ） 

6. 耶弗他看见她，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

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   ） 

7. 耶弗他作以色列的士师十六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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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

吩咐的，她都当遵守。-----------------------------------------（   ） 

9.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天使者的相貌，

甚是可畏。---------------------------------------------------（   ） 

10. 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作过他朋友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

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起誓， 

 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必作

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2. 神使恶魔降在  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

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

利人的全地。 

3.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

议，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

年。 

4.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原来玛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

者。 

5. 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押顿  他就下到亚实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

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

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 

6.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

为恶的事， 

 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 

7. 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挪亚说：

“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

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

就当献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

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 

8.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

他起名叫参孙。 

 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

诡诈待亚比米勒。 

9.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

于耶和华， 

 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

玛力人的山地。 

10.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

就不杀你们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士师记 8-14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