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42期题目 

范围：创 29–35 章 （7/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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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    ）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

因为那些羊是他（    ）（    ）的。 

2. 利亚（    ）（    ）生子，就给他起名叫（    ）（    ），因而说：耶和华看

见我的（    ）（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3. （    ）（    ）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    ）（    ）他姊姊，对雅各说：

你给我（    ）（    ），不然我就死了。 

4. 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    ）（    ），那就是我们和我们（    ）

（    ）（    ）的。现今（    ）（     ）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罢！ 

5. 夜间，神到亚兰人（    ）（    ）那里，在（    ）（    ）对他说：你要

（    ）（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6.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    ）（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

驼分做（    ）（    ） 

7.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    ）（    ）（    ）（    ）在地才就近他

（    ）（    ）。 

8.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    ）（    ），十分恼怒；因示

剑在以色列家作了（    ）（    ），与雅各的女儿（    ）（    ），这本是不

该做的事。 

9. 到第三天，众人正在（    ）（    ）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

西缅和利未，各拿（    ）（    ），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

丁都（    ）（    ） 

10.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    ）

（    ）（    ），也要（    ）（    ），更换（    ）（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二十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 

2.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      ) 

3. 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与你。如

今，我甚麽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 

4.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七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      ) 

5. 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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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但

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 

7.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 

8. 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

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      ) 

9.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种的民从你而生，又

有君王从你而出。-----------------------------------------------(      ) 

10.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

的七日， 

 雅各。我说：我在这里。 

2. 拉结怀孕生子，说：  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3. 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

两个使女的帐棚，都没有

搜出来， 

 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4.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

说： 

 就从利亚的帐棚出来，进了拉结的帐

棚。 

5.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

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与我同在， 

 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6.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

人来 

 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

一样 

7. 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

手下，就对仆人说： 

 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8. 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

使你的後裔 

 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

有空闲的地方 

9. 惟有一件才可以应允：  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10. 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

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

祖那里。 

 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

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

你。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29-35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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