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12 期 题目 
范围：代下 4-10 章 （02/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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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填充题 【50% 一个字一分】 
1. 所罗门作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    )(    ) (    )(    )的金银

和器皿都带来，放在(    )(    )的府库里。 

2.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    )(    ) 

(    )(    )，要把耶和华的(    )(    )从大卫城就是(    )(    )运上来。 

3.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    )(    )前献牛羊为祭，多得

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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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5.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    )(    )向我父大卫

所应许的，也(    )(    )成就了。 

6.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    )一城

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也未曾(    )(    )一人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 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    )(     )，又拣选大卫(    )(    )我民以色

列。’” 

8.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    ) 

(    )自己的行为，(    )(    )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

坐以色列的(    )(    )。’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9. 惟求耶和华我的 神，(    )(    )仆人的祷告祈求，(    )(    )仆人在你面前

的祈祷呼吁。愿你(    )(    )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

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

所垂听，垂听而(    )(    )。 

10. 耶和华 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    )(    )安息之所。耶和华 神

啊，愿你的(    )(    )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 

 

B．是（）与否（×）.  【20%, 一题两分】 
1. 所罗门献祭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

殿。------------------------------------------------------------（    ） 

2. 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

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    )  

3. 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

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严肃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    ） 

4. 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手里所要作的，都顺顺利利

地作成了。------------------------------------------------------（    ） 

5. “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

在外邦人中作笑谈、被讥诮。--------------------------------------（    ） 

6.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 

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 

7.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四十年才完毕了。-----------------------(    ) 

8. 惟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作工，乃是作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

长、马兵长。----------------------------------------------------（    ） 

9. 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

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    ) 

10.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

全然完毕。------------------------------------------------------（    ） 

 

C. 配一配  【30%, 一题三分】 
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

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
话试问所罗门。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 神
赐给他智慧的话。 

2. 希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
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了檀香
木和宝石来。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
王。 

3.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
下的列王。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
列众人来见罗波安， 

4. 所罗门其余的事，   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 

5.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
人的王 

 

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
和示罗人亚希雅的预言书上，并先见
易多论尼八儿子耶罗波安的默示书上
吗？ 

6. 罗波安往示剑去，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作台，
又为歌唱的人作琴瑟；犹大地从来没
有见过这样的。 

7.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
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
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
来。 

 共四十年。 

8. 罗波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
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 

 
为要应验耶和华藉示罗人亚希雅对尼
八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9.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 
神，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
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
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10. 惟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
人， 

 

跟随她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
料、宝石和许多金子。她来见了所罗
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
来。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代下 4-10 章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3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12 期 题目 
范围：代下 4-10 章 （02/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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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填充题 【50% 一个字一分】 
1. 所罗门作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    )(    ) (    )(    )的金银

和器皿都带来，放在(    )(    )的府库里。 

2.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    )(    ) 

(    )(    )，要把耶和华的(    )(    )从大卫城就是(    )(    )运上来。 

3.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    )(    )前献牛羊为祭，多得

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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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5.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    )(    )向我父大卫

所应许的，也(    )(    )成就了。 

6.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    )一城

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也未曾(    )(    )一人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7. 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    )(     )，又拣选大卫(    )(    )我民以色

列。’” 

8.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    ) 

(    )自己的行为，(    )(    )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

坐以色列的(    )(    )。’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9. 惟求耶和华我的 神，(    )(    )仆人的祷告祈求，(    )(    )仆人在你面前

的祈祷呼吁。愿你(    )(    )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

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

所垂听，垂听而(    )(    )。 

10. 耶和华 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    )(    )安息之所。耶和华 神

啊，愿你的(    )(    )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 

 

B．是（）与否（×）.  【20%, 一题两分】 
1. 所罗门献祭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

殿。------------------------------------------------------------（    ） 

2. 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

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    )  

3. 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

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严肃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    ） 

4. 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手里所要作的，都顺顺利利

地作成了。------------------------------------------------------（    ） 

5. “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

在外邦人中作笑谈、被讥诮。--------------------------------------（    ） 

6. 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 

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 

7.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四十年才完毕了。-----------------------(    ) 

8. 惟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作工，乃是作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

长、马兵长。----------------------------------------------------（    ） 

9. 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

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    ) 

10.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

全然完毕。------------------------------------------------------（    ） 

 

C. 配一配  【30%, 一题三分】 
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

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
话试问所罗门。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 神
赐给他智慧的话。 

2. 希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
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了檀香
木和宝石来。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
王。 

3.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
下的列王。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
列众人来见罗波安， 

4. 所罗门其余的事，   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 

5.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
人的王 

 

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
和示罗人亚希雅的预言书上，并先见
易多论尼八儿子耶罗波安的默示书上
吗？ 

6. 罗波安往示剑去，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作台，
又为歌唱的人作琴瑟；犹大地从来没
有见过这样的。 

7.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
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
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
来。 

 共四十年。 

8. 罗波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
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 

 
为要应验耶和华藉示罗人亚希雅对尼
八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9.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 
神，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
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
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10. 惟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
人， 

 

跟随她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
料、宝石和许多金子。她来见了所罗
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
来。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代下 4-10 章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