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40期题目 

范围：创世记 15–21 章 （17/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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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    ）

（    ）！我是你的（    ）（    ），必大大地（    ）（    ）你。” 

2.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    )(    )

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    )(    )他们(    )(    )(    )。。。亚伯兰年九十

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 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

人。  15:13 & 17:1 

3. 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我与你（    ）（    ），你要作多国的

（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    ）（    ）（    ）

（    ），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4. 亚伯拉罕又（    ）到牛群里，（    ）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

人（    ）（    ）预备好了。 

5. 罗得就出去，告诉（    ）(    )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    )(     )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     )(     )。 

6. 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    ）（    ）了你，免

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她。顾他，为要叫他（    ）（    ）他的众子和

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

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7. 罗得就出去，告诉（    ）（    ）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    ）（    ）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    ）

（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    )(    )。以撒生下来第

(    )日，亚伯拉罕(    )(    ) 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 

8. 罗得就出去，告诉(    )(    )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

为耶和华要(    )(    )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    )(    )。 

9. 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    )(    )了你，免得你

(    )(    )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她。 

10.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    )(    )(    )，亚伯拉

罕照着 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

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

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 

2.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      ) 

3.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 

4. 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鎪。我要与他坚

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      ) 

5. 举目观看，见有二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棚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

地，------------------------------------------------------------(      ) 

6. 这样，罗得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

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      ) 

7.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亚米，就是现今亚扪人的始祖。------(      ) 

8. 亚伯拉罕祷告 神， 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她们便能

生育。----------------------------------------------------------(      ) 

9. 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      ) 

10.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四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 

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亚伯兰信耶和华，  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 

2. 夏甲就称那对她说话的耶和华

为“看顾人的 神”。 

 ：“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 

3.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这就是我与你，神”。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

华筑了一座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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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

怒，我再说这一次， 

 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

的吗？” 

6.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

裔。”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7. 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

守的。 

8. 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9.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

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

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

的后裔。住 ， 

 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

“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

城。” 

10.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巴  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启 15-21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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