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7 期 题目 
范围：路得记 1-4章，撒母耳记上 1-3 （3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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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与妇起身要从(    )(    )地归回，因为她在(    )(    )地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2. 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    ）（    ）（    ），要叫我玛拉（“玛拉”

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    ）（    ）。 

3.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    )(    )(    )，是个大

(    )(    )。 

4. 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    ）（    ）你来。你等

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    ），

（    ）（    ）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作的事。” 

5. 女儿啊，现在不要（    ）（    ）。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    ），我本城的

人都知道你是个（    ）（    ）的女子。 

6.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    ）（    ）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    ）

（    ）给那（    ）。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7. 他们在（    ）（    ）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    ）（    ）在耶和

华殿的门（    ）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 

8. 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    ）（    ）。到了家里，以

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    ）（    ）（    ），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9. 他从灰尘里抬举（    ）（    ）人，从粪堆中提拔（    ）（    ）人，使他们

与王子同（    ），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10. 我曾告诉他（    ）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

（    ）（    ）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

物，永不能得（    ）（    ）。’”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拿俄米带着路得往犹大地去寄

居。------------------------------------------------------------（    ） 

2.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

重重地降罚与我。------------------------------------------------（    ）  

3. 拿俄米的丈夫亚比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 

4. 波阿斯对路得说：“女儿啊，听我说，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要离开这里，不要

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    ） 

5. 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    ） 

6. 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

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 

7.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喜笑，吃饭，心里欢喜呢？有我比十个

儿子还好吗？”--------------------------------------------------（    ） 

8. 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她喝醉了。----（    ） 

9. 哈拿祷告说：“我的灵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 

10.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

说，仆人敬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

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

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

那里住宿； 

 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2. 拿俄米和她儿妇摩押女子路

得， 

 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

这事必不休息。”  

3.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

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

在！” 

 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

上来。”  

4. 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

坐等候， 

 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 

5. 路得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

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

了。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 

6. 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

是应当称颂的， 

 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

麦的时候。 

7.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

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

的，他必被轻视。 

8. 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

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

和华那里求来的。”  

9.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

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

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

有默示。 

10.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

和华。 

.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

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路得记 1-4章，撒母耳记上 1-3章  _____________(请签名)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7 期 题目 
范围：路得记 1-4章，撒母耳记上 1-3 （3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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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与妇起身要从(    )(    )地归回，因为她在(    )(    )地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2. 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    ）（    ）（    ），要叫我玛拉（“玛拉”

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    ）（    ）。 

3.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    )(    )(    )，是个大

(    )(    )。 

4. 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    ）（    ）你来。你等

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    ），

（    ）（    ）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作的事。” 

5. 女儿啊，现在不要（    ）（    ）。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    ），我本城的

人都知道你是个（    ）（    ）的女子。 

6.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    ）（    ）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    ）

（    ）给那（    ）。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7. 他们在（    ）（    ）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    ）（    ）在耶和

华殿的门（    ）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 

8. 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    ）（    ）。到了家里，以

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    ）（    ）（    ），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9. 他从灰尘里抬举（    ）（    ）人，从粪堆中提拔（    ）（    ）人，使他们

与王子同（    ），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10. 我曾告诉他（    ）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

（    ）（    ）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

物，永不能得（    ）（    ）。’”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拿俄米带着路得往犹大地去寄

居。------------------------------------------------------------（    ） 

2.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

重重地降罚与我。------------------------------------------------（    ）  

3. 拿俄米的丈夫亚比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 

4. 波阿斯对路得说：“女儿啊，听我说，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要离开这里，不要

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    ） 

5. 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    ） 

6. 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

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 

7.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喜笑，吃饭，心里欢喜呢？有我比十个

儿子还好吗？”--------------------------------------------------（    ） 

8. 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她喝醉了。----（    ） 

9. 哈拿祷告说：“我的灵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 

10.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

说，仆人敬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

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

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

那里住宿； 

 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2. 拿俄米和她儿妇摩押女子路

得， 

 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

这事必不休息。”  

3.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

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

在！” 

 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

上来。”  

4. 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

坐等候， 

 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 

5. 路得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

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

了。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 

6. 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

是应当称颂的， 

 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

麦的时候。 

7.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

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

的，他必被轻视。 

8. 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

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

和华那里求来的。”  

9.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

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

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

有默示。 

10.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

和华。 

.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

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路得记 1-4章，撒母耳记上 1-3章  _______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