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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亞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饑荒；這時
又有饑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
____________人的王________________那裡。 

2. 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去，要住
在我所________你的地。你寄居在這地，我必
與你________，賜福給你，因為我要將這些地
都賜給你和你的________ 。我必堅定我向你父
亞伯拉罕所起的____ 。我要加增你的後裔，
像天上的____ 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
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都因亞伯拉罕 _______我的話，________我的
_______和我的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3. 是(____)     非(____)    以撒就住在基拉耳 。他
與父親亞 伯 拉 罕做一樣的事, 就是因懼怕那
地方的人為利百加的緣故殺他，因為他容貌
俊美, 他便說：那是我的妹子。  

4. 是(____)     非(____)    亞比米勒責怪以撒 未告
知實情，對他說：他實在是你的妻子，你怎
麼說他是你的妹子？民中險些有人和你的妻
同寢，把我們陷在罪裡 。  

5.  以撒從那裡上____________去。當夜耶和華向
他________，說：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的神，
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________，要賜福給
你，並要為我僕人 _____________的緣故，使
你的後裔繁 多。以撒就在那裡築了一座
____ ，求告____________的名，並且支搭帳
棚；他的僕人便在那裡挖了一口井。 

6. 以掃________歲的時候娶了________比利的女
兒猶滴，與赫人以倫的女兒巴實抹為妻。他
們常使以撒和利百加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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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撒年老未死之先，叫了長子以掃到羊群裡
拿兩隻肥山羊羔，做成以撒所愛的美味，以
撒好給他祝福 。 

2. 利百加聽見就指示次子雅各到羊群 裡拿兩隻
肥山羊羔 ，利百加好照他父親所愛的給他做
成美味，以便使雅 各在以撒未死之先得到父
親的祝福。  

3. 雅各擔心以撒發現反招咒詛，不得祝福。他
母親利百加對他說：你招的咒詛歸到我身上 

4. 利百加把以掃的衣服給雅各穿上 ，又用山羊
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頸項的光滑處，就把
所做的美味和餅 交在他兒子雅各的手裡。  

5. 雅各到他父親那裡，他父親眼睛昏花，不能
看見，說：我兒，你是誰？雅各對他父親
說：我是你的長子以掃；我已照你所吩咐我
的行了。 

6. 說：我兒的香氣如同耶和華賜福之田地的香
氣一樣。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
土，並許多五穀新酒。願多民事奉你，多國
跪拜你。願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親的兒子
向你跪拜。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為你
祝福的，願他蒙福。 

7. 以撒為雅各祝福已畢，他哥哥以掃正打獵回
來，也做了美味，拿來給他父親，說：請父
親起來，吃你兒子的野味，好給我祝福。 

8. 他父親以撒對他說：你是誰？他說：我是你
的長子以掃。以撒就大大地戰兢，說：你未
來之先，是誰得了野味拿來給我呢？我已經
吃了，他將來也必蒙咒詛 。 

9. 以掃聽了他父親的話，就放聲痛哭，說：我
父阿，求你也為我祝福！以撒說：你兄弟已
經用詭計來將你的福分奪去了。 

10. 對雅各的祝福：地上的肥土必為你所住；天
上的甘露必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劍度日，
又必事奉你的兄弟；到你強盛的時候，必從
你頸項上掙開他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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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雅各娶 ________ 的女子為妻 便叫雅各起
身往 ________________，在他母舅________的女
兒中娶一女為妻。 以撒祝福雅各說：願
_______________賜福給你，使你生養眾多，成
為多族，將________亞伯拉罕的福賜給你和你
的________，使你承受你所________的地為
業，就是神賜給亞伯拉罕的地。 

2. ________見以撒已經給雅各_______，而且打發
他往巴旦亞蘭去，在那裡娶妻，並見祝福的
時候囑咐他說：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又
見雅各聽從父母的話往巴旦亞蘭去了，以掃
就 ________他父親以撒____________迦南的女
子，便往________________那裡去，在他二妻
之外又娶了瑪哈拉為妻。他是亞伯拉罕兒子
以實瑪利的 ________，尼拜約的妹子。 



3. 雅各向________ 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
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 以石為枕，在那裡躺
臥睡了，夢見一個________立在地上，梯子的
頭頂著_____，有神的________在梯子上，上去
下來。____________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
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____ ，也是 ________
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________之地賜給你和
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 _______那樣
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 ________必因你
和你的後裔________。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
往那裡去，我 ________你，領你 ________這
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 ________了向你所應
許的。 

4.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 ，我竟不
知道！就_______，說：這地方何等________！
這不是別的，乃是 ____________，也是 
____________。雅各清早起來 ，把所枕的 
________ 立作柱子，________在上面。他就給
那地方起名叫 ____________ (就是 ________的意
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5.  雅各 ________說： 神若與我同在 ，在我所行
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 吃，衣服穿，使
我 ________________地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
必以耶和華為 ____________ 。我所立為柱子的
石頭也必作____________，凡你所賜給我的，
我必將____________獻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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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各與母舅________ 相聚一個月後，拉班對雅
各說：你雖是我的________ ，豈可白白地服事
我？請告訴我，你要甚麼為 ________？ 

2. 拉班有兩個女兒 ，大的名叫 ________，小的
名叫 ________ 。 

3. 雅各愛拉班小女兒________，就說：我願為你
小女兒拉結服事你 ____年拉班說：我把他給
你，勝似給別人，你與我同住罷！ 

4. 雅各為拉結服事了七年。日期滿了，雅各對
拉班說：求你把我的妻子給我，我好與他同
房。拉班就 ________________，請齊了那地方
的眾人。到晚上，拉班將女兒 ________送來給
雅各，雅各就與他同房。拉班又將婢女
________給女兒利亞作使女。 

5. 雅各也與拉結同房 ，並且愛 ________勝似愛
________，於是又服事了拉班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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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各的眾子 

名字  意思  母親 

a 有 兒 子 利 亞 

西 緬 b 利 亞 

c 聯 合 利 亞 

猶 大 d 利 亞 

但 e f 

拿 弗 他 利 g 辟 拉 

h 萬 幸 悉 帕 

亞 設 i 悉 帕 

以 薩 迦 j 利 亞 

西 布 倫 同 住 k 

l m 拉 結 

便 雅 憫 (創
35:17-18) 

 拉 結 

a 流便  b. 聽見 c. 利未 d. 讚美 e. 伸冤 f. 辟拉 g. 相爭
h. 迦得 i. 有福 j. 價值 k. 利亞 l. 約瑟 m. 增 添 

1. 利亞又懷孕，給雅各生了一個女兒 ， 給他起
名叫 ____ 。 

2. 雅各想離開拉班回到他本鄉本土去。但拉班
認為耶和華神因為____ 的緣故賜福拉班所以
不願意雅各離開； 

3. 雅各與拉班議定的工價是____中凡有點的、
有斑的，和____的，並____中凡有斑的、有點
的，都挑出來；將來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
價。  

4. 以後你來查看我的工價，凡在我手裡的山羊
是有點有斑的，綿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
我____；這樣便可證出我的 ____ 來。 

5. 當日，拉班把有紋的、有斑的 ______，有點
的、有斑的 、有雜白紋的 ______，並黑色的
_______，都挑出來，交在他_______們的手
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離 ______的路程。雅
各就牧養拉班其餘的羊。 

6. 於是雅各_____，得了許多的羊群、僕婢、駱
駝，和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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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華對雅各說：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
到你親族那裡去，我必與你同在。  

2. 雅各就叫拉結和利亞到田野羊群那裡來，對
他們說：我盡了我的力量服事你們的父親你
們的父親欺哄我四次改了我的工價；但我父
親的神向來與我同在，不容他害我。這樣，
神把你們父親的牲畜奪來賜給我了。 

3. 拉結和利亞願意與雅各回到迦南地 
4. 雅各起來，使他的兒子和妻子都騎上駱駝，

又帶著他在巴旦亞蘭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財
物，往迦南地、他父親以撒那裡去，並不告
訴拉班。 

5. 當時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結偷了他父親家中
的神像。到第七日，有人告訴拉班，雅各逃
跑了。拉班帶領他的眾弟兄去追趕，追了三
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 

6. 夜間，神到亞蘭人雅各那裡，在夢中對他
說：你要小心，不可與拉班說好說歹。 

7. 雅各知道拉結偷了那些神像。 
8. 拉班沒有找到拉結偷的神像 。 
9. 雅各服事拉班二十三年 。  
10.  雅各與拉班立柱子又堆石頭立約，兩下不可

過這石堆和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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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各看見____ 就說：這是神的軍兵，於是給
那地方起名叫 ____ (就是____的意思)。 

2. 雅各的禱告：耶和華─我祖____的 神，我父
親 ____的神阿，你曾對我說：回你本地本族
去，我要____你 。你向僕人所施的一切慈愛
和誠實 ，我一點也 ____；我先前只拿著我的
____過這 ____，如今我卻成了____ 了。求你救
我脫離我哥哥 ____ 的手；因為我怕他來殺
我，連妻子帶兒女一同殺了。你曾說：我必
定厚待你，使你的後裔如同____，多得不可
勝數。 

3. 雅各打發人先往西珥地去，就是 ____，見他
哥哥以掃，所打發的人回到雅各那裡，說：
我們到了你哥哥以掃那裡，他帶著 ____ 人，
正迎著你來。雅各就甚 ____，而且愁煩，便
把那與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駱駝分
做 ____。 

4. 當夜，雅各在那裡住宿，就從他所有的物中
拿 ____ 要送給他哥哥以掃，並自稱____ 。因
雅各心裡說：我藉著在我前頭去的禮物解他
的恨，然後再見他的面，或者他容納我。 

5. 雅各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女，
並十一個兒子，都過了____先打發他們過
河，只剩下雅各一人。在雅博渡口有一個人
來和他____，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不過
他，就將他的____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
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
了，容我去罷！雅各說：你不給我____，我
就不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
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
各，要叫 ____；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
了勝。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那人
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
福。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 ____ (就是____的
意思)，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
仍得______。日頭剛出來的時候 ，雅各經過 
_______，他的大腿就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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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掃與雅 各見面, 兩人_____  
2. 以掃說：我所遇見的這些________是甚麼意思

呢？雅各說：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掃
說：兄弟阿，我的已經 ________，你的仍歸你
罷！雅各說：不然，我若在你眼前________ ，
就求你從我手裡收下這禮物；因為我見了你
的面，如同見了神的面，並且你 ________了
我。求你收下我帶來給你的________；因為 
___________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地求他，
他才________了。 

3. 以掃說：我們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頭
走。雅各對他說：求我主在僕人________走，
我要________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________
慢慢地前行，直走到________我主那裡。 

4. 以掃當日起行，回往________去了。雅各就往
________去，在那裡為自己蓋造________，又
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疏割 (就是____ 
的意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