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一期题目 

范围：【列王纪上 1-7章】（15-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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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填充题（50%，一空格 1%） 

1.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    ）（    ）的一个童女

（    ）（    ）（    ），就带到王那里。 

2. 她说：「我主啊，你曾向（    ）（    ）指着耶和华―你的 神起誓

说：『你儿子（    ）（    ）（    ）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

上。』 

3. 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    ）（    ）你，等你晓谕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    ）。 

4. 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    ）

（    ），送他下到（    ）（    ）； 

5. （    ）（    ）（    ）（    ）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

（    ）（    ）的（    ）。 

6.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    ）（    ）若谨慎自己的

（    ）（    ），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

的国位。』 

7. 大卫作以色列王（    ）（    ）年：在（    ）（    ）（    ）作王

七年，在（    ）（    ）（    ）（    ）作王三十三年。 

8. 王差遣人将（    ）（    ）召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

（    ）（    ）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 

9. 惟有所罗门王必（    ）（    ），并且大卫的（    ）（    ）必在耶

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 

10. 于是王吩咐耶何耶大的儿子（    ）（    ）（    ），他就去杀死

（    ）（    ）。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二） 是非题（30%，一题 3%） 

1.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祖父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邱坛献祭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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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甚么？

你可以求。」--------------------------------------------（     ） 

3. 所以求你赐我能力，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

多的民呢？」。------------------------------------------（     ） 

4.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 神的智慧，

能以断案。----------------------------------------------（     ） 

5.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五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

各人供给一月。------------------------------------------（     ） 

6.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     ） 

7. 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     ） 

8. 泰尔王希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膏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

就差遣臣仆来见他。--------------------------------------（     ） 

9.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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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此外，所罗门用三千三百督工的，监管工人。----------------（     ） 

 

（三） 配一配（20%，一题 2%） 

1. 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

的宽窄一样， 

 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

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

里。 

2. 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  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

华殿的一切工 

3. 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  盆径四肘，在那十座上，每座安

设一盆。 

4.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  每座长四肘，宽四肘，高三肘。 

5. 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

层、香柏木一层， 

 起名叫雅斤；左边立一根，起名

叫波阿斯。 

6.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

头：右边立一根， 

 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

式。 

7. 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  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8.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

容四十罢特。 

 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

松木板铺地。 

9. 户兰又造了盆、铲子，和盘

子。 

 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

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10. 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

一切工， 

 阔十肘。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列王纪上 1-7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3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一期题目 

范围：【列王纪上 1-7章】（15-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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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填充题（50%，一空格 1%） 

1.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    ）（    ）的一个童女

（    ）（    ）（    ），就带到王那里。 

2. 她说：「我主啊，你曾向（    ）（    ）指着耶和华―你的 神起誓

说：『你儿子（    ）（    ）（    ）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

上。』 

3. 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    ）（    ）你，等你晓谕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    ）。 

4. 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    ）

（    ），送他下到（    ）（    ）； 

5. （    ）（    ）（    ）（    ）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

（    ）（    ）的（    ）。 

6.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    ）（    ）若谨慎自己的

（    ）（    ），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

的国位。』 

7. 大卫作以色列王（    ）（    ）年：在（    ）（    ）（    ）作王

七年，在（    ）（    ）（    ）（    ）作王三十三年。 

8. 王差遣人将（    ）（    ）召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

（    ）（    ）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 

9. 惟有所罗门王必（    ）（    ），并且大卫的（    ）（    ）必在耶

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 

10. 于是王吩咐耶何耶大的儿子（    ）（    ）（    ），他就去杀死

（    ）（    ）。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二） 是非题（30%，一题 3%） 

1.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祖父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邱坛献祭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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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甚么？

你可以求。」--------------------------------------------（     ） 

3. 所以求你赐我能力，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

多的民呢？」。------------------------------------------（     ） 

4.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 神的智慧，

能以断案。----------------------------------------------（     ） 

5.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五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

各人供给一月。------------------------------------------（     ） 

6.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     ） 

7. 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     ） 

8. 泰尔王希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膏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

就差遣臣仆来见他。--------------------------------------（     ） 

9.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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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此外，所罗门用三千三百督工的，监管工人。----------------（     ） 

 

（三） 配一配（20%，一题 2%） 

1. 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

的宽窄一样， 

 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

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

里。 

2. 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  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

华殿的一切工 

3. 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  盆径四肘，在那十座上，每座安

设一盆。 

4.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  每座长四肘，宽四肘，高三肘。 

5. 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

层、香柏木一层， 

 起名叫雅斤；左边立一根，起名

叫波阿斯。 

6.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

头：右边立一根， 

 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

式。 

7. 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  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8.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

容四十罢特。 

 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

松木板铺地。 

9. 户兰又造了盆、铲子，和盘

子。 

 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

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10. 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

一切工， 

 阔十肘。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列王纪上 1-7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