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6 期 题目 
范围：士师记 15-21 章 （24/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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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孙就大大（   ）（   ）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   ）

（   ）（   ）的穴内。 

2. 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   ）（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

上的绳就（   ）（   ）（   ）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3. （   ）(   )(   )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   )(   )，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

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4. 于是大利拉将他的(   )(   )与(   )(   )同织，用橛子(   )住，对他说：“参

孙哪，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齐都拔出

来了。 

5. 这米迦有了（   ）（   ），又制造（   ）（   ）（   ）和家中的神像，分派

他一个儿子作祭司。 

6. 那时(   )(   )(   )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

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   )(   )。 

7. 他们从那里往（   ）（   ）（   ）山地去，来到（   ）（   ）的住宅。 

8.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   ）（   ）的像。摩西的孙子、革舜的儿子约拿单和他的

子孙，作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   ）（   ）（   ）的日子。 

9. 他回答说：“我们从（   ）（   ）（   ）（   ）（   ）来，要往以法莲山地

那边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在这里无人

接我进他的家。 

10. 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   ）（   ）精兵，都是（   ）（   ）便利的，能用机弦

甩石打（   ），毫发不差。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将狐狸耳朵一对一对地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

间。-------------------------------------------------------------（   ） 

2. 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作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

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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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闩一齐拆下来，提在手里，提到希

伯仑前的山顶上。-------------------------------------------------（   ） 

4. 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刺瞎他的眼睛，带他下到迦萨，用铜链拘索他，他就在监里推

磨。-------------------------------------------------------------（   ） 

5. 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勒。-------------------------------------（   ） 

6. 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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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五人就走了，来到拉亿，见那里的民凶猛，如同西顿人凶猛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

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   ） 

8.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备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

斯就是耶路撒冷。-------------------------------------------------（   ） 

9. 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大军对，聚集在米斯

巴耶和华面前。---------------------------------------------------（   ） 

10. 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

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

说：“你既藉仆人的手施行这

么大的拯救， 

 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

了。 

2. 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

堆， 

 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

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  

3. 大利拉使参孙枕着她的膝睡

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

的七条发绺。 

 各带兵器，从琐拉和以实陶前往。 

4.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

华啊，求你眷念我。  

 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

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  

5. 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

必赐福与我， 

 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

们给的，就算有罪。 

6. 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  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

呢？”  

7. 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

手捂口，跟我们去吧！ 

 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  

8. 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

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 

 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

设的伏兵，就在便雅悯人面前诈败。 

9. 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  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作一家的

祭司好呢？还是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

祭司好呢？”  

10. 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

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

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

因我们在争战的时候没有给他

们留下女子为妻。 

 因我有一个利未人作祭司。”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士师记 15-21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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