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v.	1																																									出埃及記	35		
I. 曉諭會衆守安息聖日(1-3)	
35:1摩西招聚_____	全會眾、對他們說、
這是	_____	所吩咐的話、叫你們	______。	
35:3當____、不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____	
Ⅱ.			百姓甘心樂意獻上禮物（4一 29）	
35:4		______對以色列全會眾說、______		所
吩咐的是這樣．	
35:5		你們中間要拿	______獻給	______、凡	
______獻的、可以拿耶和華的禮物來、就

是金銀銅	
35:21 凡	_________、和	_________的、都

拿耶和華的禮物來、用以作	______和其中

一切的使用、又用以作	______聖衣。	
35:	________人、無論	_________男女、凡	
___________獻禮物給	______的、都將禮物

拿來、作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思考問题：	
1． 爲什麽開始作工之前先吩咐百姓要

守安息日？	
	
2．獻禮物必須甘心樂意嗎？	
	
	
Nov.	2																																														出埃及記	36	
Ⅰ。工人材料齊備（1-7）	
36:1	______	和	__________、並一切心裡有

智慧的、就是蒙耶和華賜	_________、叫他

知道作聖所各樣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

華	_________的作工。	
36:4-5 凡作聖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離

開他所作的工、來對摩西說、______為耶

和華吩咐	______所拿來的、富富	______。	
36:6-7	______傳命、他們就在全營中宣告

說、無論男女、______為	______拿甚麼禮

物來．這樣纔攔住百姓不再拿禮物來。因

為他們所有的材料、______一切當作的

物、而且	______。	
Ⅱ.造幕幔（8一 19）	
36:8 他們中間凡心裡有	______作工的、用

十幅______作帳幕．這幔子是	______用撚

的細麻、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製造的、並

用巧匠的手工繡上______。	
Ⅲ.	造幕板（20-34）	
36:20	他用	______作帳幕的	______。	
	Ⅳ.	造幔子和門簾（35-38）	

36:35	他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

織		_______．以巧匠的手工繡上		______。	
思考問题：	
1. 百姓獻的禮物夠用嗎？	
	
2. 幔子挂在何處？預表什麽？（來十 20）	

	
	

Nov.	3		出埃及記	37	
Ⅰ.		造法櫃（1-9）	
37:1-9	______用	______作櫃、長二肘半、

寬一肘半、高一肘半。裡外包上	______、
四圍鑲上金牙邊。又鑄四個金環、安在櫃

的四腳上、這邊兩環、那邊兩環。用皂莢

木作兩根杠、用金包裹。		
37:10-16	他用	________作一張桌子、長二

肘、寬一肘、高一肘半。又包上		_______	
四圍鑲上______	。桌子的四圍各作一掌寬

的	______、橫梁上鑲著______。	
Ⅲ．造燈檯（17 一 24）	
37:17-24 他用	______作一個燈臺、這燈臺

的座、和榦、與杯、球、花、都是接連一

塊錘出來的。燈臺兩旁杈出	________枝
子、這旁三個、那旁三個。	
思考問题：	
1. 約櫃又稱法櫃，裏面裝什麽？	
	
2. 施恩座代表神的同在，神要在那裏作什麽？

（二十五 22）	
	
3. 		我們可以來到施恩寶座前作什麽？（來四

16）	
	

Nov.	5																																															出埃及記	38	
Ⅰ．造祭壇浴盆（1-7）	
38:1-7 他用皂莢木作	______壇、是	______
四方的、長五肘、寬五肘、高三肘。在壇

的四拐角上作四個角、與壇接連一塊、用

銅把壇包裹。他作壇上的盆、鏟子、盤

子、肉鍤子、火鼎．這一切		______都是用		
______作的。又為壇作一個		______銅網、

安在壇四面的圍腰板以下、從下達到壇的

半腰。為銅網的	______鑄四個環子、作為		
______的用處。	
Ⅱ．立幕院（9-20）	



38:9-20		他作	______的院子．院子的南

面、用撚的______作帷子、寬一百肘。帷

子的柱子二十根、帶卯的銅座二十個．柱

子上的鉤子、和杆子、都是用	______作
的。北面也有帷子、寬一百肘．帷子的柱

子二十根、帶卯的銅座二十個、柱子上的

鉤子、和杆子、都是用______作的。	
思考問题：	
1. 亞伯拉罕每到一處，就作什麽？（創

十二 7，十三	18）	
	

2. 築壇是为何而用	？	
	
	
Nov.	6																																														出埃及記	39	
39:1-8		______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作精

緻的衣服、在________用以供職、又為	
______作聖衣．是照	______所吩咐摩西

的。他用金線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並撚

的細麻作	______。把________錘成薄片、

剪出線來、與藍色紫色朱紅色線、用巧匠

的手工一同繡上。	
思考問题：	

1. 紅瑪瑙和寶石上，爲何要刻十二支
派的名字？	

 
2. 寶石有幾行？	都是些什麽寶石？	

 
3. 神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樣

作了嗎？最後，摩西就作什麽？	
	
Nov.	7																																												出埃及記	40	
Ⅰ.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立起帳幕	
40:1-3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正月初一日、

你要立起	__			__	．把		__			__		安放在裡面、

用		__			__	將櫃遮掩．	
40:9-10 用	__			__			把		__			__		和其中		__			__		
的都抹上、使帳幕和一切器具成聖、就都		
__			__。又要抹燔祭壇、和一切器具使壇成

聖、就都成為至聖。	
思考問题：	

1. 立起帳幕是在何時？離開出埃及已
經多久了？	
	

2. 用膏油抹帳幕和一切器具，是什麽
意思？	

Nov	8																																																加拉太	1	
I. 保羅希奇加拉太人速离正道	（1-10）	
1:	1-5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

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______、與叫他從	
______復活的父 神）和一切與我同在的

眾弟兄、寫信給加拉太的各教會。	
1:	6-7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	________那藉著	
_______之恩召你們的、去	________的福

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	______你
們、要把基督的福音	________了。	
	
思考問题：	

1. 基督福音的内涵是什麽？	
	
2. 保羅如何看待那些更改福音的人？	

	
3. 為什麼保羅對他自己素來所傳的福
音那麼有把握？	
	

Nov	9																																																							加拉太	2	
思考問题：	

1. 保羅奉啟示上耶路撒冷做什麼？	
	

2. 教會柱石和有名望的人如何對待保
羅？	

	
3. 磯法等一行人有什麼可責之處？保
羅如何的責備磯法等一行人？	
	
	

Nov	10																																																					加拉太	3	
I. 因信得著的聖靈 (1-14)	
3:8	-9		並且聖經既然豫先看明、 神要叫		
______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

______、說、『萬國都必因你	______。』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______得福。	
3:14		這便叫		______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

臨到		______、使我們因		______	得著所應

許的聖靈。	
	
思考問题：	

1. 信徒如何得著神所賜的聖靈？	
	
2. 為什麼律法不能廢掉應許？	

	
3. 律法在應許成就之前有什麼功用？	



Nov	12																																																					加拉太	4	
I. 被贖的人得兒子的名分	（1-11）	
4:6-7	你們既為兒子、 神就差他兒子的		
______	、進入你們的			______、呼叫阿

爸、父。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		
______、乃是		______了．既是兒子、就靠

著 神為		______。	
II. 頭一次傳福音	（12-20）	
4:19		我小子阿、我為你們再受		______之
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	
III. 憑著應許作神的兒女	（21-31）	
4:22-23		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

兒子、一個是______生的、一個是	______
之婦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		
______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是憑

著		________		生的。	
思考問题：	
1. 神為在律法之下的人做了什麼？	
2. 加拉太人如何對待頭一次傳福音給他們

的保羅？	
3. 保羅因此為加拉太人再受什麼苦？	
4. 當時按血氣生的如何逼迫按聖靈生的？
結果如何？	
	
	

Nov	13																																																					加拉太	5	
I. 基督釋放了我們	(1-12)	
5:1-2		基督		______了我們、叫我們得以		
_________、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		
__________的軛挾制。我保羅告訴你們、

________、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II. 情慾與聖靈相争	(13-26)	
5:13-14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		
______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		
______的機會．總要用______互相服事。	
思考問题：	
1. 基督徒應如何維護在基督裡所得的自
由？	

2. 蒙召得自由的，要小心不可做什麼？	
3. 信徒應如何對付情慾的事？	
	
	
Nov	14																																																					加拉太	6	
I. 完全基督的律法	（1-10）	
6:1-2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______所勝、

你們______的人、就當用		______的心、把

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

誘。你們各人的重擔要	______擔當、如

此、就完全了	_______		的律法。	
6:7-8		不要自欺、 神是		______不得的人		
______	的是甚麼、______	的也是甚麼。順

著情慾		______的、必從情慾收		______	.	
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思考問题：	
1.	基督的律法如何在信徒的過犯和重擔上
得以成全？	
2.		保羅如何誇口基督的十字架？	
3.			保羅認為什麼事是無關緊要的，什麼事
是要緊的？	
	
NOV	15																																																				利未記	7	
7:7-9		贖罪祭怎樣、贖愆祭也是怎樣、兩個

祭是		____________條例．獻贖愆祭贖罪的		
______		、要得這祭物。獻燔祭的祭司、無

論為誰奉獻、要親自得他所獻那燔祭牲的		
______。凡在爐中烤的素祭、和煎盤中作

的、並鐵鏊上作的、都要歸那獻祭的祭司	
7:30-32		他親手獻給耶和華的		______祭、

就是脂油和胸、要帶來、好把胸在耶和華

面前作		______	祭、搖一搖。祭司要把脂油

在壇上焚燒、但胸要歸亞倫和他的子孫。

你們要從平安祭中把右腿作舉祭、______				
祭司。	
7:37-38	這就是_______祭、________祭、	
_______祭、	________祭、和		________祭
的條例、並承接聖職的禮．都是耶和華在		
______	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曠

野吩咐以色列人獻供物給耶和華之日所說

的。	
	
	
NOV	16																																																				利未記	8				
是非题	
（						）	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將亞倫

和他兒子一同帶來、並將聖衣、膏油、與

贖愆祭的一隻公牛、兩隻公綿羊、一筐無

酵餅、都帶來．	
（						）	2.	摩西帶了亞倫和他兒子來、用水

洗了他們。給亞倫穿上內袍、束上腰帶、

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得、用其上巧工織

的帶子、把以弗得繫在他身上．	



（						）	3.	摩西用脂油抹帳幕、和其中所有

的、使他成聖．又用在壇脂油上彈了七

次、又抹了壇、和壇的一切器皿、並洗濯

盆、和盆座、使他成聖．	
（						）	4.	摩西帶了亞倫的兒子來、給他們

穿上內袍、束上腰帶、包上裹頭巾．都是

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他牽了贖罪祭的

公牛來、亞倫和他兒子、按手在贖罪祭公

牛的頭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頭蘸

血、抹在壇上四角的周圍、使壇潔淨、把

血倒在壇的腳那裡、使壇成聖、壇就潔淨

了。	
（						）	5.	他奉上燔祭的公山羊．亞倫和他

兒子、按手在羊的頭上、就宰了公羊．摩

西把血灑在壇的周圍．把羊切成塊子、把

頭、和肉塊、並脂油、都燒了。用水洗了

臟腑、和腿、就把全羊燒在壇上、為馨香

的燔祭、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都是照耶

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						）	6.	摩西從他們的手上拿下來、燒在

壇上的燔祭上．都是為承接聖職獻給耶和

華馨香的火祭。摩西拿羊的胸作為搖祭、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是承接聖職之禮、

歸摩西的分．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

的。	
（						）	7.	摩西取點血、和壇上的膏、彈在

亞倫和他的衣服上、並他兒子和他兒子的

衣服上、使他和他們的衣服、一同成聖。	
（						）	8.	摩西對亞倫和他兒子說、把肉烤

在會幕門口、在那裡喫、又喫承接聖職筐

子裡的餅、按我所吩咐的說、〔或作按所

吩咐我的說〕這是亞倫和他兒子要喫的。

剩下的肉和餅、你們要用火焚燒。	
	
	
NOV	17																																																	利未記	9					
是非题			
（						）	1.		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亞倫和

他兒子、並以色列的眾長老來、對亞倫

說、你當取一隻公牛犢作贖罪祭、一隻公

綿羊作燔祭、都要沒有殘疾的、獻在耶和

華面前。	
（						）	2.	你也要對以色列人說、你們當取

一隻公綿羊作贖罪祭、又取一隻牛犢、和

一隻山羊羔、都要一歲沒有殘疾的、作燔

祭。又取一隻公牛、一隻公綿羊、作平安

祭、獻在耶和華面前．並取調油的素祭、

因為今天耶和華要向你們顯現。	
（						）	3.		於是他們把摩西所吩咐的、帶

到會幕前、全會眾都近前來、站在耶和華

面前。摩西說、這是耶和華吩咐你們所當

行的、耶和華的榮光就要向你們顯現。	
（						）	4.	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給百姓

作贖罪祭的公山羊宰了、為罪獻上、和先

獻的一樣。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獻。他又

奉上素祭、從其中取一滿把、燒在壇上、

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亞倫宰了那給百

姓作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綿羊、他兒子把

血遞給他、他就灑在壇的周圍。	
（						）	5.		摩西向百姓舉手、為他們祝

福．亞倫獻了贖罪祭、燔祭、平安祭、就

下來了。摩西亞倫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

姓祝福、耶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現。有

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在壇上燒盡燔祭、

和脂油．眾民一見、就都歡呼、俯伏在

地。	
	
	
NOV	19																																														利未記	10						
填空题	
	10:1-3	亞倫的兒子拿答、亞比戶、各拿自

己的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華面

前獻上	______火、是耶和華		______吩咐他

們的．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		
______、他們就死在耶和華面前。於是摩

西對亞倫說、這就是耶和華所說、我在親

近我的人中、要顯為			______、在眾民面

前、我要得		______．亞倫就默默不言。	
10:8-11	耶和華曉諭亞倫說、你和你兒子進

會幕的時候、清酒、濃酒、都	______喝、

免得你們死亡．這要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

的定例．使你們可以將		______的、俗的、

______的、不潔淨的、分別出來。又使你

們可以將耶和華藉摩西曉諭以色列人的一

切		______、教訓他們。	
10:14-15		所搖的		______			、所舉的		_____
你們要在潔淨地方喫、你和你的兒女、都

要同喫、因為這些是從以色列人		______祭
中給你、當你的分、和你兒子的分。所舉

的腿、所搖的胸、他們要與火祭的脂油一

同帶來、當搖祭、在耶和華面前		________



這要歸你和你兒子、當作永得的分．都是

照耶和華所吩咐的。	
10:19-20	
亞倫對摩西說、今天他們在耶和華面前獻

上		______祭、和燔祭、我又遇見這樣的		
______			、若今天喫了		______祭、耶和華

豈能看	______呢。摩西聽見這話便以為美	
	
	
NOV	20																																															利未記	11					
是非题			
（						）	1.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你們曉

諭以色列人說、在地上有些走獸中可喫

的、乃是這些．凡蹄分兩瓣、倒嚼的走

獸、你們都可以喫。但那倒嚼、或分蹄之

中不可喫的、乃是駱駝、因為倒嚼不分

蹄、就與你們不潔淨。	
（						）	2.	沙番，兔子都是倒嚼不分蹄，是
不潔淨的，不可喫	
（						）	3.		水中可喫的、乃是這些．凡在

水裡、海裡、河裡、有翅有鱗的、都可以

喫。凡在海裡、河裡、並一切水裡游動的

活物、無翅無鱗的、你們都當以為可

憎．這些無翅無鱗以為可憎的、你們不可

喫他的肉、死的也當以為可憎。	
（						）	4.		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

們都當以為可憎。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

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們也不
可以喫。其中有蝗蟲、螞蚱、蟋蟀、與其

類．蚱蜢、與其類．這些你們都不可以

喫。	
（						）	5.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所以

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你們

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我是把你

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 

神、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這是走獸、飛鳥、和水中游動的活物、並

地上爬物的條例．要把潔淨的、和不潔淨

的、可喫的、與不可喫的活物、都分別出

來。	
	
	
NOV	21																																																利未記	12					
是非题			
（						）	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

列人說、若有婦人懷孕生男孩、他就不潔

淨七天、像在月經污穢的日子不潔淨一

樣。第八天要給嬰孩行割禮。	
（						）	2.	婦人在產血不潔之中、要家居三

十天．他潔淨的日子未滿、不可摸聖物、

也不可進入聖所。他若生女孩、就不潔淨

兩個七天、像污穢的時候一樣．要在產血

不潔之中、家居六十天。滿了潔淨的日

子、無論是為男孩、是為女孩、他要把一

歲的羊羔為燔祭、一隻雛鴿、或是一隻斑

鳩為贖罪祭、帶到會幕門口、交給祭

司．祭司要獻在耶和華面前、為他贖罪、

他的血源就潔淨了．這條例是為生育的婦

人、無論是生男生女。	
	
	
NOV	22																																																利未記	13				
是非题			
（						）	1.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人的

肉皮上若長了癤子、或長了癬、或長了火

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痲瘋的災病、就要

將他帶到祭司亞倫、或亞倫作祭司的一個

子孫面前．祭司要察看肉皮上的災病．若

災病處的毛、已經變色、災病的現象、深

於肉上的皮、這便是大痲瘋的災病．祭司

要察看他、定他為不潔淨。	
（						）	2.	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現象

不深於皮、其上的毛也沒有變白、祭司就

要將有災病的人關鎖七天．第七天祭司要

察看他、若看災病止住了、沒有在皮上發

散、祭司還要將他關鎖七天．第七天祭司

要再察看他、若災病發暗、而且沒有在皮

上發散、祭司要定他為潔淨、原來是

癬．那人就要洗衣服、得為潔淨。	
（						）	3.		身上有長大痲瘋災病的、他的

衣服要撕裂、也要蓬頭散髮、蒙著上唇、

喊叫說、不潔淨了、不潔淨了。災病在他

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潔淨、他既是不潔

淨、就要獨居營外。染了大痲瘋災病的衣

服、無論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無論

是在經上、在緯上、是麻布的、是羊毛

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作的甚麼物件

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經上、緯上、

或在皮子作的甚麼物件上、這災病若是發

綠、或是發紅、是大痲瘋的災病、要給祭

司察看。祭司就要察看那災病、把染了災

病的物件、關鎖七天．第七天他要察看那



災病、災病或在衣服上、經上、緯上、皮

子上、若發散、這皮子無論當作何用、這

災病是蠶食的大痲瘋、都是不潔淨了。那

染了災病的衣服、或是經上、緯上、羊毛

上、麻衣上、或是皮子作的甚麼物件上、

他都要焚燒．因為這是蠶食的大痲瘋、必

在火中焚燒。	
	
	
NOV	23																																																利未記	14					
是非题			
（						）	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長大痲瘋得

潔淨的日子、其例乃是這樣、要帶他去見

祭司．祭司要出到營外察看．若見他的大

痲瘋痊愈了、就要吩咐人為那求潔淨的、

拿兩隻潔淨的活鳥、和香柏木、朱紅色

線、並牛膝草來。	
（						）	2.	求潔淨的人當洗衣服、剃去毛

髮、用水洗澡、就潔淨了．然後可以進

營、只是要在自己的帳棚外居住七天。第

八天再把頭上所有的頭髮、與鬍鬚、眉

毛、並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就潔淨了。	
（						）	3.		祭司要獻贖罪祭、為那本不潔

淨求潔淨的人贖罪．然後要宰燔祭牲。把

燔祭、和素祭、獻在壇上為他贖罪、他就

潔淨了。	
（						）	4.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

到了我賜給你們為業的迦南地、我若使你

們所得為業之地的房屋中、有大痲瘋的災

病、房主就要去告訴祭司說、據我看、房

屋中似乎有災病。祭司還沒有進去察看災

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騰空、免得房

子裡所有的都成了不潔淨．然後祭司要進

去察看房子。	
（						）	5.		要為潔淨房子、取兩隻鳥、和

香柏木、朱紅色線、並牛膝草、用瓦器盛

活水、把一隻鳥宰在上面、把香柏木、牛

膝草、朱紅色線、並那活鳥、都蘸在被宰

的鳥血中、與活水中、用以灑房子七

次．要用鳥血、活水、活鳥、香柏木、牛

膝草、並朱紅色線、潔淨那房子。但要把

活鳥放在城外田野裡．這樣潔淨房子、

〔原文作為房子贖罪〕房子就潔淨了。這

是為各類大痲瘋的災病、和頭疥、並衣

服、與房子的大痲瘋、以及癤子、癬、火

斑、所立的條例．指明何時為潔淨、何時

為不潔淨．這是大痲瘋的條例。	
	
	
NOV	24																																															利未記	15					
是非题			
（						）	1.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你們曉

諭以色列人說、人若身患漏症、他因這漏

症就不潔淨了。他患漏症、無論是下流

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潔淨。他所躺的

床、都為不潔淨、所坐的物、也為不潔

淨。凡摸那床的、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

洗衣服、用水洗澡。	
（						）	2.	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為潔淨

自己計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

身、就潔淨了。第八天要取兩隻斑鳩、或

是兩隻雛鴿、來到祭司家門口、耶和華面

前、把鳥交給祭司．祭司要獻上一隻為贖

罪祭、一隻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症、祭

司要在耶和華面前為他贖罪。	
（						）	3.	人若夢遺、他必不潔淨到晚上、

並要用水洗全身。無論是衣服、是皮子、

被精所染、必不潔淨、並要馬上用水洗。

若男女交合、兩個人必不潔淨．並要馬上
用水洗澡。	
（						）	4.		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計算

七天、然後纔為潔淨。第八天要取兩隻斑

鳩、或是兩隻雛鴿、帶到祭司家門口給祭

司。祭司要獻一隻為贖罪祭、一隻為燔

祭、因那人血漏不潔、祭司要在耶和華面

前為他贖罪。	
（						）	5.		你們要這樣使以色列人與他們

的污穢隔絕、免得他們玷污我的會幕、就

因自己的污穢死亡。這是患漏症、和夢遺

而不潔淨的、並有月經病的、和患漏症

的、無論男女、並人與不潔淨女人同房的

條例。	
	
	
NOV	26																																															利未記	16	
是非题			
（						）	1.		亞倫的兩個兒子近到耶和華面

前死了．死了之後、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要告訴你哥哥亞倫、不可隨時進會幕的幔

子內、到櫃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

因為我要從雲中顯現在施恩座上．	



（						）	2.	要從以色列會眾取兩隻公山羊為

贖罪祭、一隻公綿羊為燔祭。亞倫要把贖

罪祭的公牛奉上、為自己和本家贖罪．也

要把兩隻公山羊、安置在會幕門口、耶和

華面前。為那兩隻羊拈鬮、一鬮歸與耶和

華、一鬮歸與阿撒瀉勒。	
（						）	3.		他進聖所贖罪的時候、會幕裡

不可有人、直等到他為自己和本家、並以

色列全會眾、贖了罪出來。他出來、要到

耶和華面前的壇那裡、在壇上行贖罪之

禮、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綿羊的血、

抹在壇上四角的周圍．也要用指頭把血彈

在壇上七次、潔淨了壇、從壇上除掉以色

列人諸般的污穢、使壇成聖。	
（						）	4.		兩手按在公山羊頭上、承認以

色列人諸般的罪孽、過犯、就是他們一切

的罪愆、把這罪都歸在公山羊的頭上、藉

著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曠野去。要把這公

山羊放在曠野．這羊要擔當他們一切的罪

孽、帶到無人之地。	
（						）	5.	亞倫要進會幕、把他進聖所時所

穿的細麻布衣服脫下、放在那裡．又要在

聖處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來、把自己

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獻上、為百姓贖

罪。贖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壇上焚燒。	
（						）	6.		每逢七月初十五日、你們要刻

苦己心、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們中

間的外人、甚麼工都不可作．這要作你們

永遠的定例。因在這日要為你們贖罪、使

你們潔淨．你們要在耶和華面前得以潔

淨、脫盡一切的罪愆。這日你們要守為聖

安息日．要刻苦己心．這為永遠的定例。	
（						）	7.		那受膏接續他父親承接聖職的

祭司、要穿上細麻布的聖衣、行贖罪之

禮。他要在至聖所、和會幕、與壇、行贖

罪之禮．並要為眾祭司、和會眾的百姓贖

罪。這要作你們永遠的定例、就是因以色

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為他們贖罪。

於是、亞倫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	
	
	
NOV	27																																															利未記	17					
是非题			
（						）	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亞倫

和他兒子們並以色列眾人、說、耶和華所

吩咐的、乃是這樣．凡以色列家中的人、

宰公牛、或是綿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

於營內營外、若未曾牽到會幕門口、耶和

華的帳幕前、獻給耶和華為供物、流血的

罪必歸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從民中

剪除。這是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們在曠
野裡所獻的祭、帶到會幕門口、耶和華面

前、交給祭司、獻與耶和華為贖罪祭。	
（						）	2.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

他們中間的外邦人、若喫甚麼血、我必向

那喫血的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因為

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

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

裡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因此我對以色列

人說、你們都不可喫血、寄居在你們中間

的外邦人、也不可喫血。	
（						）	3.		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們

中間的外人、若打獵得了可喫的禽獸、必

放出他的血來、用土掩蓋。論到一切活物

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對以色列人

說、無論甚麼活物的血、你們都不可喫、

因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喫

了血的、必被剪除。	
	
NOV	28																													利未記	18					是非题			
（						）	1.	.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

列人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你們從

前住的埃及地、那裡人的行為、你們不可

效法、我要領你們到的應許之地、那裡人

的行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們的惡

俗行。你們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

按此而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						）	2.	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

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我是耶和

華。你們都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親近

他們．我是耶和華。	
（						）	3.		在這一切的事上、你們都不可

玷污自己、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

邦、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連地

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討那地的罪孽、那地

也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們要守我的律

例、典章．這一切可憎惡的事、無論是本

地人、是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都不可

行。（在你們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這

一切可憎惡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

們玷污那地的時候、地就把你們逐出、像

逐出在你們以先的國民一樣。	



（						）	4.		無論甚麼人、行了其中可憎的

一件事、必從民中剪除。所以你們要守我

所吩咐的、免得你們隨從那些可憎的惡

俗、就是在你們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

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NOV	29																																														利未記	19					
是非题			
（						）	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

列全會眾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

你們的 神是聖潔的。你們各人都當孝敬

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華你

們的 神。你們不可偏向虛無的神、也不

可為自己鑄造神像．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你們獻平安祭給耶和華的時候、要獻

得可蒙悅納。	
（						）	2.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

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

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

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

們的 神。	
（						）	3.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

可彼此作假。不可指著我的名起誓、褻瀆

你 神的名．我是耶和華。不可欺壓你的

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

價、不可在你那裡過夜留到早晨。不可咒

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

前．只要敬畏你的 神．我是耶和華。		
（						）	4.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

不可偏護富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

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不可在

民中往來搬弄是非．也不可與鄰舍為敵、

置之於死．〔原文作流他的血〕我是耶和

華。	
（						）	5.		你們到了迦南地、栽種各樣結

果子的樹木、就要以所結的果子如未受割

禮的一樣．三年之久、你們要以這些果

子、如未受割禮的、是不可喫的。但第四

年所結的果子、全要成為聖、用以讚美耶

和華。第五年你們要喫那樹上的果子、好

叫樹給你們結果子更多．我是耶和華你們

的 神。	
（						）	6.	你們不可喫帶血的物．不可用法

術、也不可觀兆。頭的周圍不可剃、〔周

圍或作兩鬢〕鬍鬚的周圍也不可損壞。不

可為死人用刀劃身、可在身上刺花紋．我

是耶和華。	
（						）	7.		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

聖所．我是耶和華。不可結交那些交鬼

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

他們玷污了．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在

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

人、又要敬畏你的 神．我是耶和華。	
	
	
NOV	30																																															利未記	20					
填空题			
20:1-3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還要曉諭以色

列人說、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

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兒女獻給		________
的、總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頭把他打

死。我也要向那人		________、把他從民中

剪除、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玷污我的		
________、褻瀆我的		________。	
	
20:9-13	凡咒罵		_______的、總要治死他、

他咒罵了父母、他的		_______			要歸到他身

上。與鄰舍之妻______的、姦夫淫婦、都

必		______。與		______行淫的、就是羞辱

了他父親、總要把他們二人治死、罪要歸

到他們身上。與		______同房的、總要把他

們二人治死、他們行了	________	的事、罪

要歸到他們身上。人若與		________苟合、

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

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20:20-22 人若與伯叔之妻	__________			、
就羞辱了他的伯叔、二人要擔當自己的		
________	，			必無		________			而死。人若

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

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所以你們要謹守

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領你們

去住的那地、把你們		________。	
	
20:23-24	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國民、你

們不可隨從他們的		________、因為他們行

了這一切的事、所以我厭惡他們。但我對

你們說過、你們要		________他們的地、就

是我要賜給你們為業流	___________之地、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使你們與萬民有		
________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