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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______________從那裡向 ________ 遷去 ，寄

居在加低斯和書珥中間的 ____________ 。 
2. 基拉耳王_______________差人把 _______取了

去。夜間，神在________ 對亞比米勒說：你是
個 ________死人哪！因為你取了那女人來；他
原是別人的妻子。 

3. 亞比米勒還沒有親近撒拉, 對神辯稱說：主
阿，連 ________的國，你也要毀滅麼？我作這
事是 ________________的。 

4. 神在夢中對他說：____________你作這事是心
中________ ；我也 ________了你，免得你 
_______我，所以我不容你沾著他。現在你把
這人的 _______歸還他；因為他是 ________，
他要為你 ________，使你存活。你若不歸還
他，你當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5. 亞伯拉罕說：____________這地方的人總 
____________神，必為我妻子的緣故殺我。 

6. 亞伯拉罕________，神就醫好了亞比米勒和他
的妻子，並他的眾女僕，他們便能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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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伯拉罕年____________, 撒拉就給亞伯拉罕生
了一個兒子。亞伯拉罕給撒拉所生的兒子起
名叫 ________ 。以撒生下來 ________日，亞伯
拉罕照著神所吩咐的，給以撒行了________ 。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撒拉說：神使我喜
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________；孩子漸
長，就斷了奶。以撒斷奶的日子，亞伯拉罕
設擺豐盛的筵席。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
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就對亞伯拉罕說：
你把這 ________和他 ________趕出去！因為這
使女的兒子________ 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
________ 。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
________。 ____對亞伯拉罕說：你不必為這童
子和你的使女憂愁。凡撒拉對你說的話，你
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 
________。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
裔 ________________ ，因為他是你所生的。 

2.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拿____和一皮袋 ____，給
了________，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給
他，打發他走。夏甲就走了，在____________
的曠野走迷了路。皮袋的水用盡了，夏甲就
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自己走開約有 
________________，相對而坐，說：我不忍見
孩子死，就相對而坐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童子的聲音；

神的 ________ 從天上呼叫夏甲說：夏甲，你
為何這樣呢？ ________________，神已經聽見
童子的聲音了。起來！把童子抱在懷(原文作 
手 )中，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 ________。神使
夏甲的________明亮，他就看見一口
________ ，便去將皮袋盛滿了水，給童子喝。
____________童子，他就漸長 ，住在曠野，成
了 ____________ 。他住在 ________的曠野；他
母親從 _____________給他娶了一個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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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 ____ 亞伯拉罕要他帶著他____的兒子____ 
往 ____ 地去，在神所要指示的山上，把他獻
為____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 ，備上驢，帶著
兩個僕人和兒子 ____ 也劈好了燔祭的____ ，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
____ ，亞伯拉罕留下僕人和驢自己與童子往
山 上去。亞伯拉罕把燔祭的 ____放在他兒子
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著____與____；於是二
人同行。 

2.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
罕說：我兒，我在這 裡。以撒說：請看，火
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 ____在那裡呢？亞伯
拉罕說：我兒，神必____作燔祭的 ____ 。於
是二人同行。到了神所____的地方，亞伯拉
罕在那裡____，把柴擺好 ，____ 他的兒子
____，放在壇的柴上。  

3.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 ____，兩
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
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伯拉
罕給那地方起名叫____ (意思就是耶和華必預
備的意思)，直到今日人還說：在 ____必有預
備。 

4.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
說：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
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____
說：____，我必賜大福給你；____，我必叫你
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著____，並且地上 ____都必因你的
____ 得福，因為____了我的話。 

5. 於是亞伯拉罕回到他僕人那裡，他們一同起 
身往 ____________去，亞伯拉罕就住在別是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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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拉死在____________的基列亞巴，就是

____________ 。享壽一百二十七歲，亞伯拉罕
為他哀慟哭號 。 

2. 後來亞伯拉罕因在________ 中間是外人，是 
________的，為了埋葬撒拉, 亞伯拉罕就向赫
人求____________ 。 

3. 赫人視亞伯拉罕為一位 ________，並願意讓亞
伯拉罕在他們 好的墳地裡埋葬________。於
是亞伯拉罕向他們要求按著足價買下瑣轄的
兒子以弗崙，在田頭上的________洞，作亞伯
拉罕 在赫人中間的墳地。 

4. 當時 ________ 願意將田，連田間的洞都 
________亞伯拉罕。但亞伯拉罕婉拒並 求以弗
崙收下田價。於是亞伯拉罕以________ 銀子向
以弗崙買下________、幔利 前、以弗崙的那塊
田和其中的洞，並田間四圍的樹木，乃是他
在________ 面前並_______的人面前買妥的。 

5. 此後，亞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
幔利前的麥比拉田間的洞裡。〈幔利就是
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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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伯拉罕要管理他全業 老的 ____ 把 手放在
亞伯拉罕的____下, 指著耶和華 ─ ____ 起誓,
往亞伯拉罕____去, 要為以撒娶一個妻子, 因
為他不要以撒娶迦南地中的女子為妻。 

2. 那僕人從他主人的駱駝裡預備了____ ，並帶
些他主人各樣的____，起身往 ____去，到了
____的城。傍晚，僕人在____向耶和華神求：
出來____ 的眾女子若那一個願意給我水喝給
駱駝喝那女子就作你所預定給你僕人以撒的
妻。這樣，我便____你施恩給我主人了。 

3. 利百加是彼土利所生的；彼土利是亞伯拉罕
兄弟____妻子密迦的兒子。 

4. ____打水給____又給駱駝喝後，那人就低頭向
____下拜，說：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
神是 ____的 ，因他不斷地以 ____待我主人。
至於我，耶和華在路上引領我，直走到我主
人的兄弟家裡。 

5. 利百加的哥哥____，看見金環，又看見金鐲
在妹子的手上，並聽見他妹子利百加的話，
就跑出來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便對他
說：你這 蒙____賜福的，請進來，那人就進
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駱駝，用草料餵上，
拿水給那人和跟隨的人____，把飯擺在他面
前，叫他吃，他卻說：____ 。  

6. 僕人說明白亞伯拉罕要他來的緣由及遇見
____ 的經過後，拉班和彼土利相信這事乃出
於____。他們就給利百加祝福說：我們的妹
子阿，願你作千萬人 的____！願你的後裔得
著____！  

7. 那時，以撒住在南地，剛從____回來 天將
晚，以撒出來在____，舉目一看，見來了些
駱駝。____ 舉目看見以撒，就急忙下了駱
駝，問那僕人 說：這田間走來迎接我們的是
誰？僕人說：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
____。僕人就將所辦的一切事都告訴____ 。 

8.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 ____，娶
了他為妻，並且愛他。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
了，這才得了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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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 基土拉給
他生了個十二兒子。 

2. 亞伯拉罕趁著自己還在世的時候,把財物分給
他庶出的眾子,打發他們離 開以往東方去。 

3. 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掃。  
4. 亞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 歲。以

撒、以實瑪利把他埋葬在麥比拉洞裡。  
5. 亞伯拉罕死了以後，神賜福給他的兒子以

撒。以撒靠近庇耳拉海萊居住 。 
6.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

子是以實瑪利。 
7. 以實瑪利兒子照著他們的村莊、營寨，作了

十二族的族長。他子孫的住處在他眾弟兄西
邊。  

8. 以撒娶利百加為妻的時候正二十歲。  
9. 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懷了孕。孩子們在他腹中

彼此相愛。  
10. 耶和華對他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

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
事小的。 

11. 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有毛，如同皮衣，他
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就是抓住的意思)  

12. 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掃的腳
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13. 利百加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以撒年正 一百
歲。  

14. 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
常住在帳棚裡。以撒愛以掃，利百加卻愛雅
各。 

15. 以掃又叫以東(就是紅的意思) 
16. 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雅各換了紅湯來喝。 
17. 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