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8期（题目） 

范围：撒上 4–10 章 （07/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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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人哪，你们要（    ）（    ），要作

（    ）（    ）（    ），免得作希伯来人的（    ）（    ），如同

他们作你们的奴仆一样。 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    ）（    ）。   

2. 当日，有一个（    ）（    ）（    ）人从阵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

灰尘，来到（    ）（   ）。 

3. （    ）（    ）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

（    ），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    ）（    ）（    ）、

（    ）（    ）（    ）也都死了，并且神的（    ）（    ）被掳

去。 

4.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    ）

（    ）。亚实突和亚实突的（    ）（    ）都是如此。 

5. 你们要看看：（    ）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    ）（    ）（     ）

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

（    ）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    ）（    ）的。 

6. 撒母耳正献（    ）（    ）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

当日，耶和华大发（    ）（    ），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    ）在

以色列人面前。 

7. 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    ）（    ）。长子名叫约

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    ）（    ）（    ）作士师。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

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     ） 

2. 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 

3. 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     ） 

4. 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

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

上都是一样的灾。----------------------------------------（     ） 

5. 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城邑，就是坚固的城邑和乡村，以及

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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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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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 

8. 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

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     ） 

9. 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坐首位;客约有三十

个人。--------------------------------------------------（     ） 

10. 你從那裡往前行，到了他泊的橡樹那裡，必遇見三個往伯特利去拜神的

人：一個帶著三隻山羊羔，一個帶著三個餅，一個帶著一皮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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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

利， 

 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

个饼，一个带着一皮袋酒。 

2.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比歌拉的曾孙，洗罗的孙子，亚别

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 

3.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

和华， 

 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4. 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

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玄孙， 

 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

欢呼说：愿王万岁！ 

5. 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  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

你听。 

6. 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

说：要吩咐仆人先走； 

 他就祷告耶和华。 

7. 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泊的

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

利去拜神的人： 

 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邱坛

去。 

8.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  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9. 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

他一个新心。 

 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

为新人。 

10. 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

华所拣选的人， 

 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撒上 4-10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8期（题目） 

范围：撒上 4–10 章 （07/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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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人哪，你们要（    ）（    ），要作

（    ）（    ）（    ），免得作希伯来人的（    ）（    ），如同

他们作你们的奴仆一样。 你们要作大丈夫，与他们（    ）（    ）。   

2. 当日，有一个（    ）（    ）（    ）人从阵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

灰尘，来到（    ）（   ）。 

3. （    ）（    ）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

（    ），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    ）（    ）（    ）、

（    ）（    ）（    ）也都死了，并且神的（    ）（    ）被掳

去。 

4.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    ）

（    ）。亚实突和亚实突的（    ）（    ）都是如此。 

5. 你们要看看：（    ）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    ）（    ）（     ）

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

（    ）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    ）（    ）的。 

6. 撒母耳正献（    ）（    ）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

当日，耶和华大发（    ）（    ），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    ）在

以色列人面前。 

7. 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    ）（    ）。长子名叫约

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    ）（    ）（    ）作士师。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

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     ） 

2. 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 

3. 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     ） 

4. 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

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

上都是一样的灾。----------------------------------------（     ） 

5. 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城邑，就是坚固的城邑和乡村，以及

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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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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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 

8. 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

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     ） 

9. 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坐首位;客约有三十

个人。--------------------------------------------------（     ） 

10. 你從那裡往前行，到了他泊的橡樹那裡，必遇見三個往伯特利去拜神的

人：一個帶著三隻山羊羔，一個帶著三個餅，一個帶著一皮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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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

利， 

 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

个饼，一个带着一皮袋酒。 

2.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 

 比歌拉的曾孙，洗罗的孙子，亚别

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 

3.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

和华， 

 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4. 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

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玄孙， 

 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

欢呼说：愿王万岁！ 

5. 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  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

你听。 

6. 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

说：要吩咐仆人先走； 

 他就祷告耶和华。 

7. 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泊的

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

利去拜神的人： 

 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邱坛

去。 

8.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  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9. 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

他一个新心。 

 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

为新人。 

10. 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

华所拣选的人， 

 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撒上 4-10 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