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1,2018     使徒行傳 11 章 
1. 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邦人也

領受了______. 
2. 這樣一連____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3. _________吩咐我和他們同去,不要疑惑

（或譯：不要分別等類）.同著我去的,
還有這六位弟兄,我們都進了那人的家. 

4.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___施洗,
但你們要受_____的洗." 

5. 那些因_________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
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提阿;
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_________講. 

6. 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
了_______也向________傳講________. 

7.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
們就打發_______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 

8.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
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他又往
________去找_______, 

9.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
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
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__________ 起
首. 

10.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來，
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_______。 

 
9-03,2018     使徒行傳 12 章 

1. 殺害雅各的是哪一個王?__________ 
2. 希律王殺害的誰?________ 
3.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監裡,交付______ 兵

丁看守,每班四個人,意思要在________
後把他提出來,當著百姓辦他. 

4. 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裡;______卻為他切
切地_______. 

5. 希律要審問彼得的前一夜,______將彼
得由牢固的看守中救出來. 

6. 希律__________,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
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 

7. 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就
從耶路撒冷回來,帶著稱呼________同
去. 

 
 

9-04,2018     使徒行傳 13 章 
1. 在______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
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
並掃羅. 

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
我分派______和_______,去做我召他們所
做的工." 

3. 掃羅又名______,被_______充滿,定睛看
他, 

4. 方伯看見所做的事,很___________,就信
了. 

5. 這以色列民的神揀選了我們的祖宗,當
民寄居埃及的時候抬舉他們,用大能的
手領他們出來;又在曠野容忍(或譯:撫
養)他們,約有______年. 

6.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_________是由
這人傳給你們的. 

7.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神的道先講給你
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道,斷定
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________去 

 
9-05,2018     使徒行傳 14 章 

1. 二人在以哥念同進___________,在那裡
講的,叫猶太人和希臘人信的很多. 

2. 路司得城裡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生
來是瘸腿的,從來沒有走過.他聽保羅講
道,保羅定睛看他,見他有_____,可得痊
癒. 

3. 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對那城裡的
人傳了福音,使好些人作______,就回路
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堅固
_________,勸他們恆守__________;又說:"
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_______. 

4.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______,又
_________,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_____. 

 
9-06,2018     使徒行傳 15 章 

1. 有幾個人從_______下來,教訓弟兄們
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______,不能
得救."保羅、巴拿巴與他們大大地紛爭
辯論;眾門徒就定規,叫保羅、巴拿巴和



本會中幾個人,為所辯論的,上_________
去見使徒和長老. 

2. 於是教會送他們起行.他們經過腓尼
基、撒馬利亞,隨處傳說__________的事,
叫眾弟兄都甚歡喜. 

3. 辯論已經多了,________就起來,說:"諸位
弟兄,你們知道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
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4. 彼得責備法利賽派的信徒_______,把"我
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
的頸項上". 

5. 雅各就說:"........不可難為那歸服神的外
邦人;只要寫信,吩咐他們禁戒_______和
_____,並_________. ........" 

6. 那時,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他們
中間揀選人,差他們和保羅、巴拿巴同
往安提阿去;所揀選的就是稱呼巴撒巴
的_____和______.這兩個人在弟兄中是
作首領的. 

7.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__________同去; 但
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
們,不和他們同去做工,就以為不可帶他
去.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
巴拿巴帶著_______,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保羅揀選了________,也出去,蒙弟兄們
把他交於主的恩中. 

 
9-07,2018     使徒行傳 16 章 

1. 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裡有一
個門徒,名叫_________,是信主之猶太婦
人的兒子,他父親卻是________人.路司
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稱讚他. 

2. 保羅要帶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
人都知道他父親是希臘人,就給他行了
_______. 

3. 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
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
著求他說:"請你過到________來幫助我
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
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
裡的人聽. 

4. 從那裡來到________,........到了河邊,知道
那裡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對
那聚會的______講道.有一個賣紫色布
疋的婦人,名叫_______,是推雅推喇城的
人,素來敬拜神.她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
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 

5.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______, ________,
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至
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
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 

6. 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
行才可以得救?"他們說:"當________,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9-08,2018     使徒行傳 17 章 

1. 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坡里、亞波羅尼
亞,來到______,在那裡有猶太人的會堂. 

2. 講解陳明基督必須_____,從______;又說:"
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______." 

3. 但那不信的猶太人________,招聚了些市
井匪類,搭夥成群,聳動合城的人闖進耶
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百姓那裡. 

4. _________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
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
是與不是?   (地名) 

5.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_________,也不用人手服事,好
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_____,_____,_____, 
賜給萬人.  他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脈)
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
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們
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
們各人不遠;我們______, ______, _______
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
們也是他所生的."我們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當以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
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 世人蒙昧無
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
的人都要_______.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
要藉著他所________按公義審判天下,並
且叫他從________,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9-10,2018     使徒行傳 18 章 
1.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_____.遇

見一個猶太人,名叫______.他生在本都;
因為克勞第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
帶著妻______,從意大利來.保羅就投奔
了他們.他們本是________為業.保羅因
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 

2.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保羅
為道迫切,向_______證明耶穌是基督.他
們既抗拒、毀謗,保羅就抖著衣裳,說:"
你們的罪(原文是血)歸到你們自己頭
上,與我無干(原文是我卻乾淨).從今以
後,我要往_______那裡去." 

3. ”........還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就相信
受洗.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羅
說:"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有我與你
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
我有許多的百姓." 

4. 當保羅離開哥林多,坐船往______去,百
基拉、亞居拉同行.保羅把百基拉、亞
居拉留在_______,自己離開往該撒利亞,
又去_______,最後回_______去. 

5. V24~25 生長在亞歷山大的_______來到
以弗所,傳講耶穌,但僅止於________. 

 
 
9-11,2018     使徒行傳 19 章 

1. 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____的洗,告訴百
姓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就是______."
他們聽見這話,就奉__________受洗.保羅
按手在他們頭上,______便降在他們身
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或譯:又講
道).一共約有_____個人. 

2. 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 .後來,有些
人心裡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毀謗這道,
保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
便在_______的學房天天辯論.這樣有
______之久,叫一切.........,都聽見主的道. 

3. 保羅行了一些大神蹟,甚至有猶太人擅
用耶穌的名字來趕鬼,被惡鬼所勝,導致
"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
臘人,都知道這事,也都懼怕;______的名
從此就尊大了". 

4. 福音在以弗所興旺起來,信徒承認自己
所行的邪術,以前行邪術的信徒把書籍
堆積起來焚燒,燒掉了_______的書. 

5. 以弗所發生的暴亂: ________聚集眾人,
控訴保羅引誘人不敬拜大女神_______. 

6. 後來,有些人心裡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
毀謗這___,保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
他們分離,便在推喇奴的學房天天辯論. 

7. 主的___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8. 那時,因為這___起的擾亂不小. 

 
 
9-12,2018     使徒行傳 20 章 

1. 亂定之後,保羅請門徒來,_________,就辭
別起行,往馬其頓去.走遍了那一帶地方,
用許多話________(或譯:眾人),然後來到
希臘. 

2. ________聚會的時候睡著,由三層樓掉下
去死了,保羅使他死裡復活. 

3. 保羅由特羅亞避開_______到米利都,目
的是要儘早到_________. 

4. 根據 V17~38,保羅在米利都向______教
會告別. 

5. 根據 V17~21,保羅對以弗所的_____述
說自己過去在以弗所的行事為人. 

6. 根據 V22~24,保羅說明他自己知道此
行去_________將會有苦難,不過他卻不
以自己的性命為念. 

7. 根據 V25~27,保羅預告以弗所的長老
將無法再見到他的面,並且表明保羅的
責任已經盡完."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
有一樣避諱_________的." 



8. 根據 V28~31,保羅陳明以弗所教會的
長老應該要牧養神的教會."......你們就
當_______,也為________, _____神的教會,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或譯:救贖
的).  ........" 

9. 根據 V32~38,保羅陳明長老們應該效
法他過去立下的榜樣,並且與眾人跪下
_____、痛哭,以弗所的長老們送保羅上
船離去. 

 
 
9-13,2018     使徒行傳 21 章 

1. 保羅一行由米利都航行到帕大喇,上了
往腓尼基的船到達__________. 

2. 保羅到泰爾與門徒住了七天,泰爾的門
徒被聖靈感動,對保羅說:"不要上
________去." 

3. 保羅到多利買又到凱撒利亞,就住在
_____家.先知______預言保羅在耶路撒
冷會遭遇____. 

4. 長老們表達保羅的處境危險,並建議解
決之道. V24:你帶他們去,與他們一同
__________, ...........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
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並可知道,你
自己為人,循規蹈矩,遵行律法. 

5. 西亞來的______誤會保羅帶希臘人進聖
殿,因此鼓動眾人抓保羅. 

6. 羅馬千夫長把保羅帶進營樓,保羅要求
向百姓說明. V40,"保羅就站在臺階上,
向百姓擺手,他們都靜默無聲,保羅便用
_____話對他們說". 

 
 
9-14,2018     使徒行傳 22 章 

1. 保羅陳明自己的背景.保羅說:"我原是
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_____,長在這城
裡,在______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

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像你們眾人今日
一樣. 

2. 保羅說明上帝差派他往外邦人那裡去
傳福音.V21:"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
差你遠遠地往____那裡去』." 

3. 千夫長命人將保羅收押,並且用鞭子拷
問保羅,保羅表明自己是_______,於是免
於被鞭打. 

 
 
9-15,2018     使徒行傳 23 章 

1. 根據 V1~5,保羅陳明自己是憑良心做
事,卻被大祭司亞拿尼亞吩咐旁邊站著
的人_______.保羅抗議這樣違背律法的
私刑. 

2. 根據 V6~10,保羅利用公會中______人
與______人之間的矛盾,引發公會成員
的混亂.千夫長只好將他帶離公會成員. 

3. V11,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
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______,也必怎
樣在______為我作見證. 

4. 殺與保羅的行動: 
有____多個猶太人發誓不先殺保羅就不
吃不喝.(V12~13) 
暗殺計劃是透過公會假意審訊保羅,在
運送犯人的過程中殺死保羅.(V14~15) 

5. 營救保羅的行動: 
保羅的_____聽見他們設下埋伏,就來到
營樓裡告訴保羅. 
千夫長就準備派兵將保羅移送到
_______去,並預備相關的文書說明原委,
將囚犯轉給_____. 

 
 
 
 
 
 
 



9-17,2018     使徒行傳 24 章 

1. 根據 V1~9,過了五天,大祭司________

同幾個長老,和一個______帖土羅下

來,向巡撫控告保羅.說保羅鼓動叛

亂、污穢聖殿. 

2. 保羅反駁對自己污穢聖殿的指控,說

明自己乃是"帶著賙濟本國的____和

______到耶路撒冷”(V17) 

3. 腓力斯拖延審判的時間:  V22,"腓力

斯本是詳細曉得這道,就_____他們

說:"且等千夫長.........審斷你們的

事."   V25,"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

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

暫且去吧,_______再叫你來.” 

V26~27,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

_____,所以____叫他來,和他談論.過了

_____,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

腓力斯要討猶太人的喜歡,就留保羅

在監裡." 

 

9-18,2018     使徒行傳 25 章 

1. 保羅在非斯都面前的自我辯解: V8, 

"保羅分訴說:"無論猶太人的____,或

是_____,或是____,我都沒有干犯." 

2. 但非斯都要討______的喜歡,就問保

羅說:"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裡

聽我審斷這事嗎?"但保羅堅持上告

_______. 

3. _________到該撒利亞訪問非斯都,非

斯都將保羅的事件告訴亞基帕王,亞

基帕王表達願意聽保羅意見的態度,

非斯都就安排保羅在亞基帕面前的

陳述. 

 

9-19,2018     使徒行傳 26 章 

保羅對亞基帕王的分訴:                

1. 禮貌的引言(2~3 節) 

2. 自承原屬嚴謹的________教門(V4~5) 

3. 如 今 卻 為 _______ 的 指 望 而 受 審

(V6~8) 

4. 從前極力逼迫______的門徒(V9~11) 

5. 在 往 _________ 的 路 上 被 主 光 照

(V12~15) 

6. 蒙主託付(V16~18)"我差你到他們那

裡去，要叫他們的______得開,從黑

暗中歸向_____.從撒但權下歸向_____;

又因信我,得蒙_____,和一切成聖的

人同得______." 

7. 照著天上來的異象盡職事而遭猶太

人逼迫(V19~23) 

        

        保羅為自己辯明的結果： 

1. 非斯都認為保羅______了(V24) 

2. 保 羅 自 認 放 膽 直 言 _________ 的 話

(V25~27) 

3. 亞 基 帕 王 以 為 保 羅 想 勸 他

_________(V28) 

4. 保羅回說但願神使一切聽他話的人

像他一樣(V29) 

5. 王和巡撫退席，彼此談論說他無罪

(V30~32) 

 

 

 

 

 

 

 



9-20,2018     使徒行傳 27 章 

1. 根據 V1,保羅這次的海上之旅是以

什麼身分去的?________ 

2. 根據 V2~3,保羅啟程時坐的是什麼

船?____有誰陪著他?_________和

_______. 

3. 在西頓百夫長猶流如何對待保

羅?_______________ 

4. 保羅給了同船的人什麼建議?但他

們最後作了什麼決定?(V9~20) 

5. 在暴風雨之下,船上的人如何度日? 

6. 保羅在什麼關頭禱告?這產生了什

麼影響?保羅的話如何應驗了?        

 

 

9-21,2018  使徒行傳 28 章 

1. 我們怎麼看出馬耳他人"有非常的情

分"? 上帝在保羅身上施行了什麼奇

蹟? 

2. 保羅在馬耳他施行了什麼神蹟?這

對馬耳人他有什麼影響?(V8~9) 

3. V14,保羅一行人終於抵達羅馬,完成

保羅很久以來的心願: "這些事完了,

保羅心裡定意經過了馬其頓、亞該

亞,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說:我到了那

裡以後,也必須往______去看看."(徒

19:21) 

4. 進了羅馬城,(有古卷加:百夫長把眾

囚犯交給御營的統領,惟有)保羅蒙

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______. 

5. V23~24,他們和保羅約定了日子,就

有許多人到他的寓處來.保羅

________,對他們講論這事,證明

_______,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書,以

耶穌的事勸勉他們.他所說的話,有

信的,有不信的. 

6. V2529,保羅藉先知_______的話,說明

救恩轉向外邦人. 

7. V30~31,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

住了足足_____.凡來見他的人,他全

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

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9-22,2018    出埃及記 1 章 

1. V7: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

其強盛,滿了那地.V10:來吧,我們不

如用巧計待他們,恐怕他們_____,日

後若遇甚麼爭戰的事,就連合我們的

仇敵攻擊我們,離開這地去了.V12:只

是越發苦害他們,他們越發_____,越

發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

煩.V20: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

______,極其強盛. 

2. 根據 V8~11,不認識約瑟的法老王見

以色列民比埃及人多又強盛,心中害

怕,於是決定派督工的_______,加重擔

____他們. 

3. 根據 V12,埃及人越發苦害以色列人

的結果是:以色列人越發

_______,_______. 

4. V15~22,法老王命令收生婆______,更

進一步命令將男孩丟進______. 

5. V17,但是收生婆_______,不照埃及王

的吩咐,竟存留男孩的性命.V21,收生

婆因為_______,神便叫她們成立家室. 
 
 
 



9-24,2018       出埃及記 2 章 
1. 一個利未人孩子出生,隱藏三個月之

後,放入河中,結果被法老的女兒撿
去收養,取名為______. 

2. 法老的女兒給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
說:"_____________." 

3. 法老聽見摩西把埃及人打死這事,就
想殺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
______地居住. 

4. 神_____他們的哀聲,就_____他與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____以色
列人,也_____他們的苦情. 

5. 與摩西關係最密切的四位女人: 
            生母約基別(出 6:20) 
        胞姊_______(V4，7~8) 
        養母法老的女兒(V5~10) 
        妻子______(V16~22) 
  
 
9-25,2018       出埃及記 3 章 

1. 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
羊群,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
的山,就是_______. 

2. ____________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
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
卻沒有燒毀. 

3. 本章中有哪幾節出現"我是你父親的
神,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
各的神.  第 ___,____,____ 節. 

4.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
困苦,我實在____了,他們因受督工的
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____了.我原
_____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
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
是到迦南人.......耶布斯人之地。現
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
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故此,我

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
百姓以色列人從______領出來." 

5. 神說: "_________. 你將百姓從埃及領
出來之後, 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
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 

6. V13b~15,他們若問我說:『他叫甚麼
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神
對摩西說："我是_______的”;又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
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神又對摩
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
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
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發我到
你們這裡來.』______是我的名,直到
____;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_____. 

 
 
9-26,2018    出埃及記 4 章 

1. V1~9,摩西推託說以色列人不會信
他，上帝給他三個神蹟作為證據 
1)___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___ 

2. 根據 V10~17,摩西推託說自己口才
不好,上帝派_____當摩西的發言人. 
並說:"你手裡要拿這__,好行
______."           

3. 摩西和上帝的對話 

摩西的理由 上帝的回應 

認為自己無力承
擔責任(3:11-12) 

上帝必________ ( 3:12 ) 
 

自己和百姓不認
識神的名 ( 3:13-
22 ) 

上帝啟示祂自己的
____( 3:14-15 ) 

百姓不會相信他 
( 4:1-9 ) 

上帝給他_______為證 
(4:2-9 ) 



自己拙口笨舌 
( 4:10-12 ) 

上帝保證與他同在並
指示當說的話 ( 4:12 ) 

請求上帝差派其
他人 ( 4:13 ) 

上帝必幫助並_____會
代他說話 ( 4:14-17 ) 

 
  4.V30~31,亞倫將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一
切話述說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
神蹟,百姓就____.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
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就_______. 
 
9-27,2018    出埃及記 5 章 
摩西第一次去見法老的結果: 

1. V1~5,摩西,亞倫去找法老,要求讓以
色列人出去守節,法老說:"耶和華是
誰,使我聽他的話,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______耶和華,也______以色列人
去!"並指責摩西使以色列人曠工. 

2. V6~9,法老下命令不給以色列人草,
讓他們更辛苦,"把_____的工夫加在
這些人身上,叫他們勞碌,不聽
_________." 

3. 埃及督工的執行法老的命令,以色列
人的官長向法老反應,卻被法老拒
絕. 

4. 以色列的官長向摩西,亞倫抱怨;摩
西也向上帝抱怨. V22~23,"主啊,你
_____苦待這百姓呢?______打發我去
呢?自從我去見法老,奉你的名說話,
他就苦待這百姓,你一點也沒有拯救
他們." 

 
9-28,2018    出埃及記 6 章 

1. V1~4,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必看
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
_______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們趕出
他的地." 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
華.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顯現為全能的神;至於我名______,
他們未曾知道.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
__,要把他們寄居的_______地賜給他
們. 

2. V5~8 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
苦待的哀聲,我也記念我的約.所以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______;我要
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
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做他們
的苦工.我要以你們為_______,我也要
作________. 你們要知道我是
_______─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
及人之重擔的. 我起誓應許給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
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
是________." 

3. V12 & V30,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表示
自己是"________的,法老怎肯聽我
呢?" 

 
9-29,2018    出埃及記 7 章 

1. V5,我伸手攻擊埃及,將以色列人從
他們中間領出來的時候,埃及人就要
知道_________. 

2. V7,摩西、亞倫與法老說話的時候,
摩西_____歲,亞倫八十三歲. 

3. V17,第一災:________ 
4. V23,水變血後,法老的反應:"法老

________,也不把這事_______." 
5. V24~25,埃及人都在河的兩邊挖地,

要得水喝,因為他們不能喝這河裡的
水.耶和華擊打河以後滿了___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