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八期题目 

范围：创 1–7 章 （3/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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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一个字一分】 

1. 起初，神（    ）（    ）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    ）
（    ）；（    ）（    ）（    ）运行在水面上。 

2. 神赐福给第（    ）日，定为（    ）（    ）；因为在这日，神
（    ）（    ）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3.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    ）（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
（    ）（    ），就（    ）（    ）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
面。 

4.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甚麽发怒呢？你为甚麽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    ）（    ）？你若行得不好，（    ）就伏在门前。他必恋
慕你，你却要（    ）（    ）他。 

5.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    ）（    ）， 意思
说：神（    ）（    ）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    ）（    ），因为该
隐杀了他。 

6. 给他起名叫（    ）（    ），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
苦（    ）（    ）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    ）（    ）
地 。 

7. 挪亚的後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    ）（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
（    ）（    ）（    ）。挪亚与神（    ）（    ）。 

8.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    ）（    ）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    ）（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    ）
（    ）。 

9. 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    ）（    ）（    ）（    ）， 正如神
所（    ）（    ）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10. （    ）（    ）旱地上、鼻孔有（    ）（    ）的生灵都死了。凡地
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
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    ）（    ）里的。.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     ) 
2.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 
3.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作的是甚麽事呢？女人说：亚当引诱我，我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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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 
5. 耶和华说：你作了甚麽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

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 
6.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诺亚。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     ) 
7. 玛土撒拉共活了六百九十六岁就死了。-------------------------(     ) 
8.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 
9. 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

除灭。-----------------------------------------------------(     ) 
10. 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四一天。----------------------------（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
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
人，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2.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
好， 

 他就不在世了。 

3.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
是义人。 

4.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
物。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
的一切昆虫。 

5.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
了一个儿子，形像样式和
自己相似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6.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
去，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7.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
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
他里面；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8.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
的妻 

 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9.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
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 
进入方舟。 

10.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
物， 

 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1–7 章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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