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9期（题目） 

范围：撒上 11–17 章 （14/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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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见这话，就被(    )的灵(    )(    )感动，甚是发

怒。 

2.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    ）（    ）为王，又在耶和

华面前献（    ）（    ）（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3. 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作见证。我夺过谁的牛，

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    ）（    ）因而

（    ）（    ）(    )﹖若有，我必偿还。 

4.（    ）（    ）（    ）对百姓说：不要（    ）（    ）！你们虽然行

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事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

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 

5.（    ）（    ）（    ）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    ）（    ），所以

伸手中的杖，用杖头蘸在蜂房里，(    )(    )(    )(    )(    ) 

   (    )，(    )(    )就(    )(    )了。 

6. (    )(    )（    ）（    ）（    ）基士，押尼珥的父亲尼珥，都是亚

别的儿子。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争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7. 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力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    )(    )（    ）欢欢喜

喜地来到他（    ）（    ），心里说，死亡的苦难

(    )(    )(    )(    )(    )。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八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

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  

2.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四十万，犹大人有四万。-------（    ） 

3.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十件大事。-----------（    ） 

4.扫罗登基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五年的时候。-------------------（    ）  

5.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争战，有车四万辆，马兵五千，步兵像海边的

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 

6. 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四边各有一个山峯：一名播

薛，一名西尼。--------------------------------------------（    ） 

7.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三十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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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身高七肘零一虎

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六千舍客勒。------------------（    ） 

9. 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九个儿子。当扫罗的时

候，耶西已经老迈。----------------------------------------（    ） 

10.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七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

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

列中施行拯救， 

 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

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2.现在你们要站住，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

这里来。 

3.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

等了七日。 

 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 

4.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

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5.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亦施

韦、麦基舒亚。 

 共有步兵二十万，另有犹大人一

万。 

6.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

因，数点他们， 

 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米拉，次

女名米甲。 

7.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

了，我因惧怕百姓，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8.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

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

离开扫罗散去了。 

9.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

西，说： 

 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

事。 

10.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

罗身上的时候， 

 所以不可杀人。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撒上 11-17 章 ______(请签名)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29期（题目） 

范围：撒上 11–17 章 （14/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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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见这话，就被(    )的灵(    )(    )感动，甚是发

怒。 

2.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    ）（    ）为王，又在耶和

华面前献（    ）（    ）（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3. 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作见证。我夺过谁的牛，

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    ）（    ）因而

（    ）（    ）(    )﹖若有，我必偿还。 

4.（    ）（    ）（    ）对百姓说：不要（    ）（    ）！你们虽然行

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事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

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 

5.（    ）（    ）（    ）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    ）（    ），所以

伸手中的杖，用杖头蘸在蜂房里，(    )(    )(    )(    )(    ) 

   (    )，(    )(    )就(    )(    )了。 

6. (    )(    )（    ）（    ）（    ）基士，押尼珥的父亲尼珥，都是亚

别的儿子。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争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都招募了来跟随他。 

7. 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力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    )(    )（    ）欢欢喜

喜地来到他（    ）（    ），心里说，死亡的苦难

(    )(    )(    )(    )(    )。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八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

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  

2.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四十万，犹大人有四万。-------（    ） 

3.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十件大事。-----------（    ） 

4.扫罗登基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五年的时候。-------------------（    ）  

5.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争战，有车四万辆，马兵五千，步兵像海边的

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 

6. 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四边各有一个山峯：一名播

薛，一名西尼。--------------------------------------------（    ） 

7. 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三十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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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身高七肘零一虎

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六千舍客勒。------------------（    ） 

9. 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九个儿子。当扫罗的时

候，耶西已经老迈。----------------------------------------（    ） 

10.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七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

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

列中施行拯救， 

 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

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2.现在你们要站住，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

这里来。 

3.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

等了七日。 

 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 

4.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

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5.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亦施

韦、麦基舒亚。 

 共有步兵二十万，另有犹大人一

万。 

6.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

因，数点他们， 

 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米拉，次

女名米甲。 

7.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

了，我因惧怕百姓，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8.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

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

离开扫罗散去了。 

9.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

西，说： 

 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

事。 

10.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

罗身上的时候， 

 所以不可杀人。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撒上 11-17 章 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