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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______挪亞和挪亞方舟裡的一切走獸牲 畜。
_____叫風吹地，水勢漸落。淵源和天上 的窗
戶都閉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從地
上漸退。過了_____天，水就漸消。  

2.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水又漸
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頂都現出來了。過了
____天，挪亞開 了方舟的______， 

3. 他又放出一隻_____去，要看看水從地上退了
沒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鴿子找不著
_______________，就回到方舟挪亞那裡，挪亞
伸手把鴿子接進方舟來。 

4. 他又_________，再把鴿子從方舟放出 去。到
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裡，嘴裡叼著一個新
擰下來的_________，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
了。他又_________，放出鴿子去，鴿子就不
再回來了。 

5. 到挪亞 ________歲 ， ________日，地 上的水
都乾了。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便見地面
上乾了。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乾了 

6. 挪亞為____________築了一座 ____，拿各類
________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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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__________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
你們要_______________，遍滿了地。凡地上的
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
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
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
這一切________________，如同菜蔬一樣。 

2.  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他的________，你們
____________。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
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
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
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___________造的。 

3.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
___________，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神說：
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裡的各樣活物所立的
________是有記號的。我把____放在雲彩中，
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 

4. 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
我便_______我與你們和各樣 有_______的活物
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壞一切有血肉
的物了。  

5. 出方舟挪亞的兒子就是  _____、 ________、
_________。含是________的父親這是挪亞的三
個兒子，他們的後裔分散在全地。 

6. 洪水以後，挪亞又活了_________年。挪亞共
活了九百五十歲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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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雅完  b. 他施  c. 古實  d. 寧錄  e. 示巴  f. 非利 士人  
g. 亞摩利人   h. 亞法撒    i. 西頓   j. 迦南    k 烏斯.   l. 
希伯 m. 法勒  n. 沙拉  o. 耶布斯人   p. 麥西 

1. 請選出閃的後代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選出含的後代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選出雅弗的後代____________________ 
4. 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 ________。他國

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在示
拿地。他從那地出來往__________去，建造
______、利河伯、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
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 

5.  這些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各隨他們的
支派立國。________以後， 他們在地上分為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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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
往______________的時候， 在 ____________遇見
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說：來罷！我
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
傳揚 _______（a. 亞當 b. 耶和華 c. 挪 亞  d. 我
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2. ____________降臨，要看看________所建造的城
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
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
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3. ______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 ________，使
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4.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________上；
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
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
上，所以那城名叫 ________(就是________的意
思)。 

5. 拿鶴活到二十九歲，生了________。拿鶴生他
拉之後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並且生兒養
女。他拉活到七十歲，生了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6. 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他拉生亞伯蘭、拿
鶴、哈蘭；哈蘭生________ 。哈蘭死在他的本
地 ____________的 _______，在他父親他拉之
先。 

7.  ________帶著他兒子____________和他孫子哈蘭
的兒子________，並他兒婦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出了迦勒底的 ________，要往____________
去；他們走到________，就住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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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華對__________說：你要 ________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
叫你成為_______。我必________給你，叫你的
名為大；你也要叫_____________。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地上的_______都要因你得福。 

2. 亞伯蘭就照著____________的吩咐去了；羅得
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 ________
歲。 

3. 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姪兒羅得，連他們在
哈蘭所積蓄的________、所得的________，都
帶往____________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亞
伯蘭經過那地，到了示劍地方、 
________________那裡。那時迦南人住在那
地。 

4.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
你的 ________。亞伯蘭就在那裡為向他顯現的
____________築了一座____。 

5. 從那裡他又遷到____________________的山，支
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
裡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____________
的名。後來亞伯蘭又漸漸遷往南地去。 

6.  那地遭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 蘭就下
________(a. 埃及, b. 伯特利 c. 迦 南)去，要在
那裡暫居。 

7.   法老因這婦人就 ________亞伯蘭，亞伯蘭得
了許多牛、羊、駱駝、公驢、母驢、僕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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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伯蘭帶著他的妻子與________，並一切所有
的，都從埃及上________去。亞伯蘭的金、
銀、牲畜極多。 

2. 他從南地漸漸往____________去，到了伯特利
和艾的中間，就是從前支搭帳棚的地方，也
是他起先 ________的地方；他又在那裡求告
________的名。(伯特利, 築壇, 耶和華) 

3.  與亞伯蘭同行的________也有牛群、羊群、帳
棚。那地容不下他們；因 為他們的________甚
多，使他們________________。(羅得, 財物,  不
能同居) 

4.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
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 ________。 ________就
對羅得說：你我不可________，你的牧人和我
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為我們是 ________( 原
文作 ________)。遍地不都在你眼前麼？請你
離開我：你向左，________________；你向
右， ________________ 。 

5. 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_______，直到瑣
珥，都是________的，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
瑪、蛾摩拉以先如同 ____________的園子，也
像____________ (a.迦南地 , b. 伯特利,  c. 埃及
地)。於是羅得選擇____________的全平原，往
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6.  ________住在________，________ 住在平原 的
城邑，漸漸挪移________，直到____________。
(亞伯蘭, 迦南地, 羅得, 帳棚,所多瑪) 

7.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 ________。(罪大惡極) 
8.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________對亞伯蘭說：

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 ________________
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 切地，我都要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________________。我也要使你
的________如同地上的 ________那樣多，人若
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你起 
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 給
你。(耶和華, 東西南北, 直到永遠, 後裔,塵沙) 

9.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 ____________ (a. 伯
特利, b. 希伯崙 c. 迦勒底) 幔利的橡樹那裡居
住，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