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期题目 
范围：【列王纪上 15-22章】（29-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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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空格 1%） 
1. 尼八的儿子（      ）（      ）（      ）（      ）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

（      ）（      ）王。 

2.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      ）（      ）（      ）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      ）（      ）（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      ）（      ）

的。 

3.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      ）（      ）（      ）（      ）的金银

和（      ）（      ）都奉到耶和华的（      ）（      ）。 

4.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      ）

（      ）（      ）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5. 「我既从尘埃中（      ）（      ）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

（      ）（      ）（      ）（      ）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      ）

（      ），惹我（      ）（      ）。 

6.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      ）（      ）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

一个（      ）（      ）。 

7. 民在营中听说心利（      ）（      ），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

立（      ）（      ）暗利作以色列王。 

8.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      ）（      ）：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 

（      ）（      ）（      ），要立他作（      ）；一半随从（      ）

（      ）。 

9.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      ）（      ）更

甚。 

10. 暗利的儿子（      ）（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      ）（      ），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二） 是非题（20%，一题 2%） 

1.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飞鸟早晚给他

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     ） 

2. 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

糕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 

3.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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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 

5.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三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

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 

6.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

华的诫命，去随从偶像。---------------------------------（     ） 

7. 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

百五十个人。-------------------------------------------（     ） 

8. 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以利沙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

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 

9. 耶和华的使者第三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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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

身跟随以利亚，服事他。---------------------------------（     ） 

 

（三） 配一配（20%，一题 2%） 

1. 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
人，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
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
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 

2. 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
「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
他们胜过我们； 

 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
你。」 

3. 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
华， 

 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后又数点以色
列的众兵，共有七千名。 

4.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
看见了吗？ 

 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
胜。 

5. 米该雅说：「我指着永生的耶
和华起誓， 

 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6. 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三十二个
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 

 耶和华对我说甚么，我就说甚
么。」 

7. 亚哈与他列祖同睡。  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争
战，只要与以色列王争战。 

8.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
道，不偏离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邱
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
烧香。 

9.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10.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马利亚登基,
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列王纪上 15-22章__________(请签名) 



2023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期题目 
范围：【列王纪上 15-22章】（29-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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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空格 1%） 
1. 尼八的儿子（      ）（      ）（      ）（      ）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作

（      ）（      ）王。 

2.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      ）（      ）（      ）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      ）（      ）（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      ）（      ）

的。 

3.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      ）（      ）（      ）（      ）的金银

和（      ）（      ）都奉到耶和华的（      ）（      ）。 

4.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      ）

（      ）（      ）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5. 「我既从尘埃中（      ）（      ）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

（      ）（      ）（      ）（      ）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      ）

（      ），惹我（      ）（      ）。 

6. 心利一坐王位就杀了（      ）（      ）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

一个（      ）（      ）。 

7. 民在营中听说心利（      ）（      ），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

立（      ）（      ）暗利作以色列王。 

8.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      ）（      ）：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 

（      ）（      ）（      ），要立他作（      ）；一半随从（      ）

（      ）。 

9. 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      ）（      ）更

甚。 

10. 暗利的儿子（      ）（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      ）（      ），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二） 是非题（20%，一题 2%） 

1.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飞鸟早晚给他

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     ） 

2. 以利亚对她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

糕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 

3.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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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 

5.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三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

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 

6.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

华的诫命，去随从偶像。---------------------------------（     ） 

7. 以利亚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

百五十个人。-------------------------------------------（     ） 

8. 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以利沙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

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 

9. 耶和华的使者第三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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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

身跟随以利亚，服事他。---------------------------------（     ） 

 

（三） 配一配（20%，一题 2%） 

1. 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
人，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
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
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 

2. 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
「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
他们胜过我们； 

 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
你。」 

3. 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
华， 

 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后又数点以色
列的众兵，共有七千名。 

4. 「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
看见了吗？ 

 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
胜。 

5. 米该雅说：「我指着永生的耶
和华起誓， 

 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 

6. 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三十二个
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 

 耶和华对我说甚么，我就说甚
么。」 

7. 亚哈与他列祖同睡。  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争
战，只要与以色列王争战。 

8. 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
道，不偏离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邱
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
烧香。 

9.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10. 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马利亚登基,
作以色列王共二年。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列王纪上 15-22章____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