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九期题目 

范围：创 8–14 章 （1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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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    ）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    ）

（    ）地，（    ）（    ）渐落。 

2.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    ）（    ）的缘故咒诅地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    ）（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    ）

各种的活物了。 

3. 我把（    ）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    ）（    ）立约的（    ）

（    ）了。 

4. （    ）（    ）又生宁录，他为世上（    ）（    ）之首。 

5.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    ），

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後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    ）（    ）

（    ）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    ）（    ）他们的口音，使他们

的言语彼此不通。 

6. 耶和华对（    ）（    ）（    ）说：你要（    ）（    ）本地、本

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

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    ）（    ）。 

7. 从那里他又迁到（    ）（    ）（    ）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

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    ）（    ）

（    ），求告耶和华的（    ）。 

8. 他从（    ）（    ）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    ）（    ）（    ）

和艾的中间，就是从（    ）支搭帐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9. 亚伯兰住在（    ）（    ）地，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

直到（    ）（    ）（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    ）

极。 

10. 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    ）

（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    ）

（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过了五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

到地上的水都乾了。-----------------------------------------(      ) 

2. 迦南的父亲闪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 

3. 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      ) 

4. 他拉的後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得。(      ) 

5. 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      ) 

6. 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丑陋。------------(      ) 

7.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 

8. 於是罗得选择约但河的全平原，往西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 

9.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 

10.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原文作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

一十八人，直追到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拿各类洁净的牲

畜、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

在全地上。 

2.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

见， 

 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

棚，直到所多玛。 

3. 一个名叫法勒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得和罗得的财

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得正住在所多

玛。 

4. 他们说：来罢！我们要

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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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

天下人的言语， 

 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

物所立的永约。 

6.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

取去，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的後裔。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8.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9.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

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

里居住，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

叫巴别。 

10. 四王就把所多玛和蛾摩

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

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

华筑了一座坛。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8-14 章_____________(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三十九期题目 

范围：创 8–14 章 （1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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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    ）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    ）

（    ）地，（    ）（    ）渐落。 

2.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    ）（    ）的缘故咒诅地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    ）（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    ）

各种的活物了。 

3. 我把（    ）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    ）（    ）立约的（    ）

（    ）了。 

4. （    ）（    ）又生宁录，他为世上（    ）（    ）之首。 

5.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    ），

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後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    ）（    ）

（    ）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    ）（    ）他们的口音，使他们

的言语彼此不通。 

6. 耶和华对（    ）（    ）（    ）说：你要（    ）（    ）本地、本

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

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    ）（    ）。 

7. 从那里他又迁到（    ）（    ）（    ）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

伯特利，东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    ）（    ）

（    ），求告耶和华的（    ）。 

8. 他从（    ）（    ）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    ）（    ）（    ）

和艾的中间，就是从（    ）支搭帐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9. 亚伯兰住在（    ）（    ）地，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

直到（    ）（    ）（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    ）

极。 

10. 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    ）

（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    ）

（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过了五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

到地上的水都乾了。-----------------------------------------(      ) 

2. 迦南的父亲闪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 

3. 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      ) 

4. 他拉的後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得。(      ) 

5. 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      ) 

6. 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丑陋。------------(      ) 

7.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 

8. 於是罗得选择约但河的全平原，往西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 

9.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 

10.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原文作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

一十八人，直追到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拿各类洁净的牲

畜、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

在全地上。 

2.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

见， 

 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

棚，直到所多玛。 

3. 一个名叫法勒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得和罗得的财

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得正住在所多

玛。 

4. 他们说：来罢！我们要

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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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

天下人的言语， 

 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

物所立的永约。 

6.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

取去，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的後裔。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8.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9.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

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

里居住，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

叫巴别。 

10. 四王就把所多玛和蛾摩

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

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

华筑了一座坛。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8-14 章_____________(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