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美里教区《圣经之旅》第 44期题目 

范围：创 43–50 章 （21/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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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从（    ）（    ）带来的（    ）（    ）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

说：『你们再去给我籴些粮来。』（    ）（    ） 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

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    ）。」 

2. 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    ）（    ）（    ），就说：『你们向我所说那

顶小的（    ）（    ）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    ）（    ）

给你!』 

3. 约瑟（    ）（    ）（    ） 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    ）

（    ），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各人的（    ）（    ）放在各人的

（    ）（    ）里。 

4. （    ）（    ）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

去！约瑟和弟兄（    ）（    ）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5. 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    ）（    ）去不要（    ）

（    ），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6. 约瑟进去告诉（    ）（    ）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    ）牛

（    ），并一切所有的，从（    ）（    ）（    ）来了，如今在（    ）

（    ）地。 

7. 於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    ）（    ），直到今日：法老必得（    ）分之

（    ），惟独（    ）（    ）的地不归法老。 

8. （    ）（    ）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    ）（    ）（    ）的路斯向我

显现，赐福与我。 

9. （    ）（    ）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    ）（    ），我好把你

们日後必遇的事告诉你们。 

10. 於是约瑟上去（    ）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    ）（    ）和法

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    ）（    ）。 
 

 

B. 是（）与否（×） 【20%, 一题二分】 
1. 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

罪。-------------------------------------------------------------(      ) 

2. 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

家里偷窃金银呢？-------------------------------------------------(      ) 

3. 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

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      ) 

4.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馀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

命。-------------------------------------------------------------(      ) 

5. 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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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二十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

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      ) 

7. 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

到法老的宫里。--------------------------------------------------(      ) 

8.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      ) 

9.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

谁敢惹你？------------------------------------------------------(      ) 

10. 薰尸的常例是五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      ） 

C. 配一配  【20%, 一题二分】 
1. 家宰说：『你们可以放

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

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

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 

 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 

2. 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

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

他回来交给父亲， 

 就伏在父亲的颈项，哭了许久。 

3. 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

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

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 

4. 约瑟套车往歌珊去，迎接

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

面， 

 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

埃及去了。 

5. 後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

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

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

种子， 

 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

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後裔

要成为多族。 

6. 他父亲不从，说：我知

道，我儿，我知道。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7.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 

 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8.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

手健壮敏捷。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

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9.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後，就

和众弟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

景。 

1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

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

的， 

 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感谢主，我已经读完 创 43-50章_____________ (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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