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31 期（题目） 
范围：撒上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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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

(     )(     )─他自己的坟墓（原文是房屋）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
的旷野。 

2. 那人名叫(     )(     )，是(     )(     )族的人；他的妻名叫
(     )(     )(     )，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八为人刚愎
(     )(     )。 

3. 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     )，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
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     )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
婢女的话。 

4. 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
(     )(     )，如包裹(     )(     )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
(     )去，如用(     )(     )甩石一样. 

5. 大卫听见拿八死了，就说：应当(     )(     )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八羞辱
我的(     )，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八的恶归到拿八的头上。于是大卫
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     )。 

6. 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珥的儿子(     ) 
    (     )(     )睡卧之处；(     )(     )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

周围。 
7. 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     )，你们都是该死的；

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     )(     )(     )。现在你看
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 

8. 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
(     )(     )，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     )(     )一般。 

9. 今日耶和华将(     )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
华必照各人的(     )(     )诚实报应他。 

10.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     )(     )(     )和作过拿八妻的
迦密人(     )(     )(     )，并跟随他的人，连各人的眷属，都住在迦
特的亚吉那里。 

 

B．是（）与否（×）.  【30%, 一题三分】 
1. 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五个月。-------------------------（     ） 

2. 大卫信了亚吉，心里说：亚吉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作我的

仆人了。------------------------------------------------（     ） 

3. 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四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

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     ） 

4. 扫罗猛然仆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二昼二夜没有吃什

么，就毫无气力。----------------------------------------（     ） 

5. 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所说的不是

这个大卫吗﹖--------------------------------------------（     ） 

6. 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

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     ） 

7.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四百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

一个逃脱的。--------------------------------------------（     ） 

8.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     ） 

9. 住平原那边并约但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

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 

10.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珊城墙

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

下，就禁食七日。----------------------------------------- (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

说： 

 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

野来追寻他。 

2. 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  他们昼夜作我们的保障。 

3. 凡属拿八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

明日早晨， 

 耶和华却不藉梦，或乌陵，或

先知回答他。 

4. 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八，  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

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 

5. 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

卫的妻， 

 你们上迦密去见拿八，提我的

名问他安。 

6. 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

路上安营。 

 就禁食七日。 

7. 扫罗求问耶和华，  愿神重重降罚与我！ 

8. 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  给了迦琳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

妻。 

9. 凡亚玛力人所掳去的，  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

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 

10.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

下， 

 他就死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撒上 25–31章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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