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30 期（题目） 

范围：撒上 18–24 章 （28/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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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     ）(     )。约拿

单（     ）大卫，如同爱自己的(     )(     )。 

2. 大卫打（     ）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

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     )(     )王。众妇女

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     )(     )，大卫杀死(     )(     )。 

3. 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     )(     )，只要一百

非利士人的(     )(     )，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

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作王的

(     )(     )。日期还没有到，。 

4.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     )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     )坐

在屋里，大卫就用(     )(     )(     )。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

(     )(     )；他却(     )(     )，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

(     )(     )，(     )(     )了。 

5.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     )(     )。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     )(     )

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     )(     )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

(     )(     )。 

6．我(     )（     ）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

重重地(     )(     )与我。愿耶和华与你(     )(     )，如同从前与我

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     )(     )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

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

家绝了(     )(     )。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     ） 

2. 我要向盘石旁边射七箭，如同射箭靶一样。-------------------（     ） 

3. 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

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大卫就起身

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     ） 

4.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七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 

5.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

写乱画，使唾沫流在胡子上。-------------------------------（     ） 

6. 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作他们的头

目，跟随他的约有二百人。---------------------------------（     ） 

7. 亚希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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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

以弗得的六十五人-----------------------------------------（     ） 

9. 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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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

们的财物。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

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 

 手里拿着以弗得。 

2. 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

拉来， 

 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3. 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

伊拉逃走； 

 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玛希罗结。 

4. 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们，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5.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

攻打非利士人。 

 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

的手。 

6. 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

洞，扫罗进去大解。 

 为我的缘故灭城。 

7.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

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 

 因你们顾恤我。 

8. 不过追赶一条死狗，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

处。 

9.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

判，断定是非， 

 一个虼蚤就是了。 

10.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

誓， 

 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

我的名。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撒上 18–24章 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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