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41期题目 

范围：创 22–28 章 （24/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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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    ）（    ）的（    ）（    ）。於是二人同行。 

2. 我在你们中间是（    ）（    ），是（    ）（    ）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

（    ）（    ）（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3. 亚伯拉罕年纪（    ）（    ），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    ）（    ）给

他。 

4. 话还没有说完，不料，（    ）（    ）（    ）（    ）（    ）上扛着

（    ）（    ）出来。利百加是彼土利所生的；彼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

密迦的儿子。 

5. （    ）（    ）便领（    ）（    ）（    ）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他

（    ）（    ），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6. 以撒因他妻子（    ）（    ）（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    ）

（    ）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    ）（    ）（    ）。 

7.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    ），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    ）（    ）；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    ）（    ）（    ）。 

8. 你去把（    ）（    ）带来，做成（    ）（    ）给我吃，我好在未（    ）

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9. 以撒为雅各（    ）（    ）已毕，（    ）（    ）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

哥（    ）（    ）正打猎回来。 

10. 你的（    ）（    ）必像地上的（    ）（    ）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    ）（    ）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B. 是（）与否（×）.  【20%, 一题两分】 

1.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 

2. 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

人吧！-----------------------------------------------------------(      ) 

3.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所波大米

去，到了拿鹤的城。-----------------------------------------------(      ) 

4. 他就说：我所事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

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 

5. 随後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雅各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以扫。利百加生下两

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      ) 

6.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於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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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并且地上万国必

因你的後裔得福。-------------------------------------------------(      ) 

8. 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 

9. 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      ) 

10.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

日遇见好机会。 

2. 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

你这块田， 

 这族必强於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事小

的。 

3.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

伯拉罕的神阿， 

 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4. 耶和华大大地赐福给我主

人，使他昌大， 

 耶和华赐福给他 

5.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

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

来。 

 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

骆驼，和驴。 

6.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

有百倍的收成。 

 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

面前都给你，可以埋你的死人。 

7. 他就昌大，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

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

蒙福。 

8. 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

给你。 

9. 愿多民事奉你，多国跪拜

你。愿你作你弟兄的主； 

 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10.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

作神的殿，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

星，海边的沙。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22-28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41期题目 

范围：创 22–28 章 （24/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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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    ）（    ）的（    ）（    ）。於是二人同行。 

2. 我在你们中间是（    ）（    ），是（    ）（    ）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

（    ）（    ）（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3. 亚伯拉罕年纪（    ）（    ），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    ）（    ）给

他。 

4. 话还没有说完，不料，（    ）（    ）（    ）（    ）（    ）上扛着

（    ）（    ）出来。利百加是彼土利所生的；彼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

密迦的儿子。 

5. （    ）（    ）便领（    ）（    ）（    ）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他

（    ）（    ），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6. 以撒因他妻子（    ）（    ）（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    ）

（    ）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    ）（    ）（    ）。 

7.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    ），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    ）（    ）；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    ）（    ）（    ）。 

8. 你去把（    ）（    ）带来，做成（    ）（    ）给我吃，我好在未（    ）

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9. 以撒为雅各（    ）（    ）已毕，（    ）（    ）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

哥（    ）（    ）正打猎回来。 

10. 你的（    ）（    ）必像地上的（    ）（    ）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    ）（    ）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B. 是（）与否（×）.  【20%, 一题两分】 

1.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 

2. 我主请听。值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

人吧！-----------------------------------------------------------(      ) 

3.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所波大米

去，到了拿鹤的城。-----------------------------------------------(      ) 

4. 他就说：我所事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

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 

5. 随後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雅各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以扫。利百加生下两

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      ) 

6.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於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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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并且地上万国必

因你的後裔得福。-------------------------------------------------(      ) 

8. 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 

9. 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      ) 

10.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

日遇见好机会。 

2. 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

你这块田， 

 这族必强於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事小

的。 

3.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

伯拉罕的神阿， 

 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4. 耶和华大大地赐福给我主

人，使他昌大， 

 耶和华赐福给他 

5.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

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

来。 

 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

骆驼，和驴。 

6.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

有百倍的收成。 

 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

面前都给你，可以埋你的死人。 

7. 他就昌大，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

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

蒙福。 

8. 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

给你。 

9. 愿多民事奉你，多国跪拜

你。愿你作你弟兄的主； 

 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10.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

作神的殿，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

星，海边的沙。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22-28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