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43期题目 

范围：创 36–42 章 （14/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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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带着他的（    ）（    ）、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

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    ）（    ）

（    ）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 

2. （    ）（    ）（    ）（    ）（    ）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

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辟拉、悉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

恶行报给他们的（    ）（    ）。 

3.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    ）约瑟过於爱他们，就（    ）约瑟，不与他

说（    ）（    ）的话。 

4. 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    ），（    ）（    ）（    ）也就

叫他（    ）了。 

5. 他主人见（    ）（    ）（    ）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

的（    ）都（    ）（    ）。 

6.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    ）（    ），使他在（    ）（    ）

的眼前蒙恩。 

7. （    ）（    ）就恼怒（    ）（    ）和（    ）（    ）这二臣。 

8. 到了早晨，法老（    ）（    ）（    ）（    ），就差人召了埃及所

有的（    ）（    ）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

能给法老（    ）（    ）。 

9. 及至埃及全地有了（    ）（    ），众民向法老哀求（    ）

（    ），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    ）（    ）那里去，凡他所说

的，你们都要做。 

10. 但约瑟的兄弟（    ）（    ）（    ），（    ）（    ）没有打发他

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 (    ) 

2.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    ) 

3.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三十舍

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 

4. 犹大的长子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 

5.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

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 

6. 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 

7. 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记念我，施恩与我，在法老面前题说我，救我出

这监牢。--------------------------------------------------- (    ) 

8. 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 

9. 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 

10. 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

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我们在田里捆禾稼，我的

捆起来站着，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

恶，得罪神呢？ 

2. 看哪，我又做了一梦，  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 

3.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

给我，只留下了你， 

 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

下拜。 

4.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

一概不察， 

 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

解，是按着各人的梦圆解的。 

5. 使酒政官复原职，  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

老面前。 

6. 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   

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

人，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

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7. 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

地。 

8.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年三十岁。 

 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 

9. 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

们的器具，把各人的银子

归还在各人的口袋里， 

 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10. 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

话， 

 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

的话办了。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36-42 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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