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二期题目 
范围：【列王纪上 8-14章】（2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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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 

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      ）（      ）从大卫城―就是

（      ）（      ）―运上来。 

2. 约柜里惟有两块（      ）（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

立约的时候摩西在（      ）（      ）（      ）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3.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名（      ）

（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

是你不可建殿，惟你所生的（      ）（      ）必为我名建殿。』 

4. 耶和华是应当（      ）（      ）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

以色列人，凡藉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      ）（      ）。 

5. 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      ）（      ）（      ）（      ）的心行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

中，直到永远。 

6. 所罗门每年（      ）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      ）（      ）和

（      ）（      ）（      ），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

工程完毕了。 

7. 所罗门王将她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      ）（      ）、不能（      ）

的。 

8. 耶和华―你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      ）（      ）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

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      ）（      ）（      ）

（      ）。 

9. 所罗门王一切的（      ）（      ）都是（      ）（     ）的。（      ）

（      ）（      ）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甚

么。 

10.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      ）（      ）（      ），要听 神赐给他（      ）

（      ）（      ）（      ）。 

 

（二） 是非题（30%，一题 3%） 

1.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犹太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

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     ） 

 

2. 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六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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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

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 神。-------------------------（      ） 

4.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作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琐巴

王哈大底谢。---------------------------------------------（     ） 

5. 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

一切工程。-----------------------------------------------（     ） 

6.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一百年。---------------（     ） 

7. 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     ） 

8. 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

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 

9.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作亚

扪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     ） 

10.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争战。各归各家去

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

了。-----------------------------------------------------（     ） 

 

（三） 配一配（20%，一题 2%） 

1.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

大来到伯特利。 

 
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邱

坛的祭司。 

2.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 
 

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3.「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 神

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 

 
「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撒，

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4.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

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 

 
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

将要怎样。」 

5.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

道，将凡民立为邱坛的祭司 

 
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

家；那日期已经到了。 

6.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 
 

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

旁边。 

7.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 
 

他儿子拿答接续他作王。 

8.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 

 
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

了原，仍如寻常一样。 

9.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就与他列祖

同睡。 

 
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 

10.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

牌，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列王纪上 8-14章__________(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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