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ly 30        創世記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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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31        創世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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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ug. 01        創世紀：34    (填充) 
1. 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兒子

________看見雅各的女兒，就拉住她，
與她行淫，________她。示劍的心繫戀
雅各的女兒底拿，喜愛這女子，甜言
蜜語地________她。 

2. 雅各聽見示劍玷污了他的女兒
________。那時他的兒子們正和群畜在
田野，雅各就_______________，等他們
回來。 

3. 雅各的兒子們聽見這事，人人忿恨，
十分惱怒；因示劍在以色列家做了
________，與雅各的女兒行淫，這本是
____________的事。 

4. 雅各的兒子們因為示劍玷污了他們的
妹子底拿，就用________的話回答示劍
和他父親哈抹 

5. 他們說：「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妹子給
沒有____________的人為妻，因為那是
我們的羞辱。惟有一件才可以應允：
若你們所有的________都受割禮和我們
一樣 

6. 雅各的兩個兒子，就是底拿的哥哥
________和________，各拿刀劍，趁著眾
人想不到的時候來到城中，把一切男
丁都殺了 



Aug. 02        創世紀：35 
1. 上帝對雅各說：「起來！上

_____________去，住在那裏；要在那裏
_______________給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
哥________的時候向你顯現的那位。」 

2. 雅各就對他家中的人並一切與他同在的
人說：「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的
________，也要________，更換________。 

3. 他們就把外邦人的________和他們耳朵
上的________交給雅各；雅各都藏在示
劍那裏的________底下。 

4. 上帝向他顯現，賜福與他，且對他說：
「你的名原是_______，從今以後不要再
叫雅各，要叫___________。」這樣，他
就改名叫以色列。 

5. 雅各便在那裏立了一根________，在柱
子上奠酒，________。雅各就給那地方
起名叫伯特利。 

6. 拉結將近於死，靈魂要走的時候，就給
她兒子起名叫____________；他父親卻給
他起名叫____________。 

7. 拉結死了，葬在以法他的________；以
法他就是____________。 

 
 
Aug. 03        創世記 36 
1. 以掃娶________的女子為妻、就是_____

人以倫的女兒亞大、和________人祭便
的孫女、亞拿的女兒阿何利巴瑪。 

2. 又娶了_______________的女兒、尼拜約的
妹子巴實抹。 

3. 以掃的妻子亞大生____________、以掃的
妻子巴實抹生________。 

4. 阿何利巴瑪生了耶烏施、雅蘭、可
拉．這都是以掃的兒子、是在________ 
地生的。 

5. 因為二人的財物群畜________、寄居的
地方容不下他們、所以不能同居。 

6. 於是以掃住在________山裡、以掃就是
________。 

7. ________是西珥山裡以東人的始祖． 
 
 
 
 
 

Aug. 04        創世紀 37 
1. 雅各住在________地，就是他父親寄居

的地。雅各兒子約瑟十七歲與他哥哥們
一同________。約瑟將他哥哥們的
________報給他們的父親。 

2. 以色列原來愛________過於愛他的眾
子，因為約瑟是他________生的；他給
約瑟做了一件________。約瑟的哥哥們
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就_____約
瑟，不與他說________的話。 

3. 他哥哥們都________他，他父親卻把這
話存在________。 

4. ________聽見了，要救他脫離他們的
手，說：「我們不可害他的
________」；又說：「不可流他的血，
________把他丟在這野地的坑裏，不可
下手害他。」意思是要救他脫離他們的
手，把他________他的父親。 

5. ________對眾弟兄說：「我們殺我們的
兄弟，藏了他的血有甚麼________呢？
我們不如將他賣給_______________人，不
可下手害他；因為他是我們的
________，我們的________。」眾弟兄就
聽從了他。 

6. 有些________的商人從那裏經過，哥哥
們就把約瑟從坑裏拉上來，講定
________舍客勒銀子，把約瑟賣給以實
瑪利人。他們就把約瑟帶到________去
了。 

7. 流便回到坑邊，見約瑟不在坑裏，就
________衣服，回到兄弟們那裏。雅各
便撕裂衣服，腰間圍上________，為他
兒子悲哀了多日。 

 
 
 
 
 
 
 
 
 
 
 
 
 
 



Aug. 06        創世紀：38 
1. 猶大離開他弟兄看見一個迦南人名叫

________的女兒，就娶她為妻，懷孕生
了兒子叫珥。老二名叫俄南。老三示
拉。 

2. 猶大為長子珥娶妻，名叫________。猶
大的長子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
華就叫他死了。 

3. 猶大對俄南說：「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
同房，向她盡你為弟的________，為你
哥哥生子立後。」俄南知道生子
________自己，免得給他哥哥留後。俄
南所做的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 

4. 她瑪見示拉已經長大，還沒有娶她為
妻，就脫了她作________的衣裳，用帕
子蒙著臉，又遮住身體，坐在亭拿路上
的伊拿印城門口。猶大看見她，以為是
________，因為她蒙著臉。 

5. 猶大就轉到她那裏去，說：「來吧！讓
我與你同寢。」她瑪說：「你要與我同
寢，把甚麼給我呢？」猶大說：「我從
羊群裏取一隻____________，打發人送來
給你。」她瑪說：「在未送以先，你願
意給我一個當頭嗎？」她瑪說：「你的
_____、你的帶子，和你手裏的_____。」
猶大就給了她，與她同寢 

6. 猶大承認說：「她比我更有_____，因為
我沒有將她給我的兒子示拉。」從此猶
大不再與她同寢了。 

7. 她瑪生產她腹裏是____________起名叫法
勒斯和謝拉。 

 
Aug. 07       創世紀：39 
1. 約瑟被帶下埃及去是法老的內臣護衛長

____________家中，耶和華與他
________，他就百事________。 

2. 耶和華就因________的緣故________與那
埃及人的家；凡家裏和________一切所
有的都蒙耶和華賜福。 

3. 約瑟不從主人的妻說：「看哪，一切家
務，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________的
都交在我手裏。在這家裏沒有比我
________；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
____________我，只留下了你，因為你是
他的妻子。我怎能作這________，
________上帝呢？」 

4. 家中人沒有一個在那屋裏，婦人就拉住
他的________，說：「你與我同寢
吧！」約瑟把衣裳________婦人手裏。 

5. 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________，使
他在司獄的眼前________。司獄就把監
裏所有的________都交在約瑟的手下 

6. 凡在約瑟手下的事，司獄一概_______，
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
________的盡都順利。 

 
 
Aug. 8        創世紀：40 
1. 埃及王的________和________得罪了他們

的主，把他們下在約瑟被囚的地方。護
衛長把他們交給約瑟，約瑟便_____他們 

2. 酒政便將他的夢告訴約瑟說：「我夢見
在我面前有一棵________樹，樹上有
_____根枝子，好像發了芽，開了花，上
頭的葡萄都成熟了。我就拿葡萄擠在
________的杯裏，將杯遞在他手中。 

3. 約瑟對他說：「_____天之內，法老必提
你出監，叫你__________，你仍要遞杯在
法老的手中，和先前作他的酒政一樣。 

4. 膳長見夢解得好，就對約瑟說：「我在
夢中見我頭上頂著_____筐白餅；極上的
筐子裏有為法老烤的各樣食物，有飛鳥
來吃我________筐子裏的食物。」 

5. 約瑟說：「三天之內，法老必________
你的頭，把你_____在木頭上，必有飛鳥
來吃你身上的_____。」 

 
Aug. 9        創世紀：41 
1. 法老做夢，夢見有_____隻母牛從河裏上

來，又美好又肥壯， 隨後又有_____隻
母牛從河裏上來，又醜陋又乾瘦，與那
七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 

2. 這又醜陋又乾瘦的七隻母牛________那
又美好又肥壯的七隻母牛。 

3. 法老遂即差人去召________，他們便急
忙帶他出監，他就剃頭，刮臉，換衣
裳， 

4. 法老對約瑟說：「我做了一夢，沒有人
能_____；我聽見人說，你聽了夢就能
解。」約瑟回答法老說：「這不在乎
我，________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
老。」 

5. 這夢乃是一個埃及遍地必來七個大
________，隨後又要來七個________，甚
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收，全地必
被饑荒所滅。 

 
 



6. 法老對約瑟說：「_________既將這事都
指示你，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
智慧。你可以________我的家；我的民
都必聽從你的話。惟獨在寶座上我比你
大。」 

7.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________，戴在
約瑟的手上，給他穿上____________，把
________戴在他的頸項上，又叫約瑟坐
他的副車 

8. 約瑟兩個兒子給長子起名叫________，
因為他說：「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次子起名叫_______，
因為他說：「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
盛。」 

 
 
Aug. 10        創世紀：42 
1. 約瑟的十個哥哥都下________糴糧去

了。但約瑟的弟弟____________，雅各沒
有打發他和哥哥們同去，因為雅各說：
「恐怕他________。」 

2. 當時治理埃及地的是________；糶糧給
那地眾民的就是他。約瑟的哥哥們來
了，_____伏於地，向他________。 

3. 約瑟想起從前所做的兩個_____，就對他
們說：「你們是________，來窺探這地
的虛實。」 

4. 約瑟把他們都下在監裏_____天。第三
天，約瑟對他們說：「我是________上
帝的；你們照____________行就可以存
活。 

5. 你們如果是________人，可以留你們中
間的________人囚在監裏，但你們可以
帶著________回去，救你們家裏的饑
荒。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裏來，如
此，你們的話便有________，你們也不
至於死。」他們就照樣而行。 

6. 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
________。他哀求我們的時候，我們見
他_____裏的愁苦，卻________聽，所以
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 

7. 約瑟吩咐人把糧食________他們的器
具，把各人的________歸還在各人的口

袋裏，又給他們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
他的話辦了。他們回到迦南地倒口袋，
不料，各人的銀包都在口袋裏；他們和
父親看見銀包就都________。 

8. 流便對父親說：「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
你，你可以殺我的_______________。只管
把他交在我手裏，我必帶他________交
給你。」 

 
 
Aug. 11        創世紀：43 
1. 雅各就對他們說：「你們再去給我糴些

糧來。」________對他說：「那人諄諄
地告誡我們說：『你們的________若不
與你們同來，你們就不得見我的面。』 

2. 以色列說：「你們為甚麼這樣_____我，
告訴那人你們還有兄弟呢？」他們回答
說：「那人詳細問到我們說：『你們的
父親________嗎？你們還有兄弟嗎？』
我們就按著他所問的告訴他，焉能知道
他要說『________把你們的兄弟帶下
來』呢？」 

3. 他們拿著那禮物，又手裏________地帶
銀子，並且帶著____________，起身下到
埃及，站在約瑟面前。 

4. 約瑟舉目看見他________的兄弟便雅
憫，就說：「你們向我所說那頂小的兄
弟就是這位嗎？」又說：「小兒啊，願
上帝________給你！」約瑟愛弟之情發
動，就急忙尋找________之地，進入自
己的屋裏，哭了一場。 

5. 他們就為約瑟單擺了________，為那些
人又擺了一席，也為和約瑟同吃飯的埃
及人另擺了一席，因為埃及人不可和
____________人一同吃飯；那原是埃及人
所厭惡的。 

 
 
 
 
 
 
 
 



Aug. 13        創世紀：44   是非題 
(    )1. 約瑟吩咐家宰說：「把糧食裝滿這些 
      人的口袋，又把各人的隨身物品放在各 
      人的口袋裏，並將我的戒指和那少年人 
      糴糧的銀子一同裝在他的口袋裏。」 
(    )2.約瑟對家宰說：「起來，追那些人 
     去，追上了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 
     以惡報善呢？ 
(    )3.我們從前在口袋裏所見的銀子，尚且 
     從迦南地帶來還你，我們怎能從你主人 
     家裏偷竊金銀呢？ 你僕人中無論在誰那 
     裏搜出來，就叫他死，我們也作我主的 
     奴僕。」 
(   )4.家宰就搜查，從年幼的起到年長的為 
     止，那銅牌竟在便雅憫的口袋裏搜出 
     來。 
(   )5.約瑟說：「我斷不能這樣行！在誰的 
     手中搜出杯來，誰就作我的奴僕；至於 
     你們，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們父親那裏 
     去。 
(   )6.我們對我主說：『童子不能離開他父 
     親，若是離開，他父親必死。』你對僕 
     人說：『你們的小兄弟若不與你們一同   
     下來，你們就不得再見我的面。』 
(   )7.我父親的命與這童子的命不相連。我 
     回到父親那裏，若沒有童子與我們同 
     在，我們的父親見沒有童子，他就歡喜 
     快樂。 
 
 
Aug. 14        創世紀：45 
(   )1.約瑟就放聲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 
     的人都聽見了,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 
     是約瑟。我的父親還在嗎？」他弟兄不 
     能回答，因為在他面前都驚惶。 
(   )2.約瑟又對弟兄們說：「現在，不要因 
     為把我賣到這就後悔當初，這是上帝保 
     佑我在你們面前為要讓你們知錯 
(   )3.現在這地的饑荒已經二年了，還有五 
     年不能耕種，不能收成,上帝差我在你們 
     以先來，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 
     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生命。 
(   )4.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的是你們， 

     不是上帝。你們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 
     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 
 
(   )5.你們要趕緊上到我父親那裏，對他 
     說：『你兒子約瑟這樣說：上帝使我作 
     全埃及的主，請你下到我這裏來，不要   
     耽延。我要在那裏奉養你 
(   )6.約瑟與眾弟兄親嘴後就互嗆互打，隨 
     後他們弟兄們就不和他說話了。 
(   )7.法老對約瑟說：「你吩咐你的弟兄們  
     將你們的父親和你們的眷屬都搬到我這 
     裏來，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賜給你們， 
     你們也要吃這地肥美的出產。 
(   )8.兒子們告訴雅各說：「約瑟還在，並 
    且作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裏冰 
     涼，因為不信他們。 
 
Aug. 15        創世紀：46 
(   )1.夜間上帝在異象中對以色列說：「雅 
     各！雅各！」他說：「我在這裏。」上 
     帝說：「我是上帝，就是你父親的上 
     帝。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為我必使 
     你在那裏成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 
     去，也必定帶你上來；約瑟必給你送 
     終。」 
(   )2.雅各就從別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兒子 
     們使他們的父親雅各和他們的妻子、兒 
     女都坐在法老為雅各送來的車上。他們 
     又帶著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貨財來到埃 
     及。 
(   )3.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孫都一同來並且把 
     他鄰居的兒子、孫子、女兒、孫女，一 
     同帶到埃及。 
(   )4.雅各之妻拉結的兒子是約瑟、便雅憫 
     和猶大三人 
(   )5.約瑟在埃及地生了瑪拿西和以法蓮， 
     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非拉的女兒亞西納 
     給約瑟生的。 
(   )6.與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兒婦之 
     外，凡從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 
 
 
 



Aug. 16        創世紀：47 
(   )1.約瑟從他弟兄中挑出八個人來，引他 
     們去見法老。法老問：「你們以何事為 
     業？」他們對法老說：「你僕人是建築 
     的，但我們的祖宗是牧羊的。」 
(   )2.他們又對法老說：「迦南地的饑荒甚 
     大，僕人的羊群沒有草吃，所以我們來 
     到這地寄居。現在求你容僕人住在歌珊 
     地。」 
(   )3.約瑟領他父親雅各進到法老面前，雅 
     各就對法老稱讚和祝福。雅各對法老 
     說：「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歲，我 
     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 
     寄居的年日。」 
(   )4.約瑟遵著法老的命，把埃及國 好的 
     地，就是蘭塞境內的地，給他父親和弟 
     兄居住，作為產業。 
(   )5.約瑟說：「若是銀子用盡了，可以把 
     你們的牲畜及家人奴僕給我，我就為你 
     們給我的留一地區給你們居住。」 
(   )6.求你用糧食買我們和我們的地，我們 
     和我們的地就要給法老效力。又求你給 
     我們種子，使我們得以存活，不致死 
     亡，地土也不致荒涼。 
(   )7.惟有祭司的地，約瑟沒有買，因為祭 
     司有從法老所得的常俸，他們吃法老所 
     給的常俸，所以他們不賣自己的地。 
(   )8.以色列的死期臨近了，他就叫了他兒 
     子約瑟來，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愛和誠 
     實待我，請你不要將我葬在埃及。 
 
 
Aug. 17       創世紀：48 
(   )1.我未到埃及見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 
     生的以法蓮和瑪拿西這兩個兒子是我 
     的，正如呂便和西緬是我的一樣。 
(   )2.我從巴旦來的時候，拉結死在我眼 
     前，在迦南地的路上，離以法他還有一 
     段路程，我就把她葬在以法他的路上 
    （以法他就是伯利恆） 
(   )3.以色列對約瑟說：「我完全不想見到 
     你但想不到又得見你的面，並且上帝還 
     要我得見你的二個兒子。」 
(   )4.約瑟拉著他們兩個，以法蓮在他的右 
     手裏，對著以色列的左手，瑪拿西在他 

     的左手裏，對著以色列的右手，領他們 
     到以色列的跟前。 
(   )5.以色列伸出右手來，按在以法蓮的頭 
     上（以法蓮乃是次子），又剪搭過左手 
     來，按在瑪拿西的頭上（瑪拿西原是長 
     子）。 
(   )6.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拉 
     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上帝，就是一生 
     牧養我直到今日的上帝，救贖我脫離一 
     切患難的那使者，賜福與這兩個童子。 
     願他們歸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亞伯拉罕、 
     我父以撒的名下。又願他們在世界中生 
     養眾多。」 
(   )7.以色列又對約瑟說：「我要死了，但 
     上帝必與你們同在，領你們回到你們列 
     祖之地。但我從前用石頭用杖從亞摩利 
     人手下奪的那塊地，我都賜給你，使你 
     比眾弟兄多得三分。」 
 
 
Aug. 18        創世紀：49 
(   )1.雅各叫了他的兒子們來說：流便哪， 
     你是我的長子，是我力量強壯的時候生 
     的，本當大有尊榮，權力超眾。但你放 
     縱情慾，滾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 
     為你上了你父親的床，污穢了我的榻。 
(   )2.西緬和利未是弟兄；他們的刀劍是殘 
     忍的器具。他們趁怒殺害人命，任意砍 
     斷牛腿大筋。 
(   )3.他們的怒氣暴烈可咒；他們的忿恨殘 
     忍可詛。我要使他們分居在雅各家裏， 
     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   )4.西布倫必住在海口，必成為停船的海 
     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頓。 
(   )5.迦得必被敵軍追逼，他卻要追逼他們 
     的腳跟。 
(   )6.亞設之地必出肥美的糧食，且出君王 
     的美味。 
(   )7.約瑟是那不多結果子的樹枝，只在泉 
     旁多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不出牆 
     外。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 
     他。但他的弓彎曲；他的手受傷不敏捷 
(    )8.他們在那裏葬了亞伯拉罕和他妻子拉 
     亞，又在那裏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 
     加；我也在那裏葬了拉結。 
 



Aug. 20        創世紀：50 
選擇題 

1. 約瑟吩咐伺候他的醫生用香料薰他父
親，薰屍的常例是 a.四十 b.十 c.三十
天； 

2. 約瑟上去葬他父親。與他一同上去的有
法老的臣僕和法老家中的 a.長老 b.酒政 
c.兄弟,  並埃及國的長老，還有約瑟的全
家和他的弟兄們，並他父親的 a.牛羊 b.
眷屬 c.朋友 

3. 約瑟為他父親哀哭a.三 b.三十 c.七天 
4. 約瑟把父親搬到迦南地，葬在幔利前、

麥比拉田間的洞裏；那洞和田是亞伯拉
罕向 a.赫人 b.非利士人c.亞納人 以弗崙
買來為業，作墳地的。 

5. 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
「我們是你的 a.兄弟 b.僕人 c.幫助
者。」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
豈能代替 a.上帝 b.父親 c.法老 呢？ 

6.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
思原是 a.隨你們 b.好的 c.不好，要保全
許多人的 a.性命 b.財產 c.心意，成就今
日的光景。 

7. 約瑟和他父親的眷屬都住在埃及。約瑟
活了a.一百 b.一百二十 c.一百一十歲。
約瑟得見以法蓮第 a.一 b.四 c.三代的子
孫。 

 
 
Aug. 21        使徒行傳：1 

1. 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
他藉著聖靈吩咐所 a.揀選 b.自願 c.被感
動 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
地顯給使徒看，a.十 b.四十 c.三十 天之
久向他們顯現，講說上帝國的事。 

2.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
「不要離開a.橄欖山 b.馬其頓 c.耶路撒
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
我說過的。a.約翰 b.耶穌 c.猶大 是用水
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
洗。」 

3.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 
a.智慧 b.能力 c.恩典，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 a.產業 b.見證 c.根基。」 

4.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
上升，有 a.一 朵雲彩 b. 一陣風 c.一道光 
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5. 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
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
哪，你們為甚麼站著 a.發呆 b.對看 c.望
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
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
來。」 

6. 於是選舉兩個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
又稱呼猶士都的約瑟，和 a.呂彼亞 b.司
提反 c.馬提亞。眾人就禱告說：「主
啊，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
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叫他得這 a.
使徒 b.門徒 c.信徒 的位分。這位分猶大
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Aug. 22        使徒行傳：2 

1. a.逾越節 b.五旬節 c.除酵節 到了，門徒
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
來，好像 一陣 a.大風吹過 b.大雨下落 c.
天動地搖，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
有 a.雙手 b.石頭 c.舌頭 如火焰顯現出
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2. 他們就都被 a.聖靈充滿 b.智慧充足 c.信
心大增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 a.安慰 
b.別國 c.震撼 的話來。 

3.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上帝說：在末
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 a.水 b.心 c.靈 澆
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 a.預言 
b.得勝的話 c.耶穌復活；你們的少年人
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 a.智慧者 b.異夢 
c.使徒。 

4.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
「你們當救 a.自己 b.親人 c.村民 脫離這
彎曲的世代。」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
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a.四千 b.一
千 c.三千人，都 a.恆心b.不願 c.反覆思
考 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
祈禱。 

5. 眾人都 a.懼怕 b.歡喜 c.觀看；使徒又行
了許多奇事神蹟。 a.和睦的 b.信的人 c.
法利塞人 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並且賣
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 a.自行
取得 b.分給各人 c.抽籤決定。 



6. 他們天天 a.心存感恩 b.相聚 c.同心合意 
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
喜、a.誠實的心 b.品嚐的心 c.感謝的心 
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 
a.謙卑 b.有記號 c.得救 的人天天加給他
們。 

Aug. 23        使徒行傳：3 
1. 彼得、約翰上聖殿去。一個生來就 a.口

吃 b.癱瘓 c.瘸腿 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
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 a.恩典門 b.美
門 c.賙濟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 

2.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彼
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 a.可以
的 b.知道的 c.所有的 給你：我奉拿撒勒
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3. 於是拉著他的a.右手 b.左手 c.雙手，扶
他起來；他的腳和 a. 大腿骨 b.踝子骨 c.
身體 立刻健壯了，就跳起來，站著，又
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
美上帝。 

4. 彼得就對百姓說：「以色列人哪，為甚
麼把這事當作 a.平凡 b.恩典 c.希奇呢？
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自己的
能力和 a.恩典 b.虔誠 c.智慧 使這人行走
呢？ 

5. 上帝既興起他的 a.君王 b.僕人 c.先知，
就先差他到你們這裏來，賜福給你們，
叫你們各人 a.成長 b.逃避 c.回轉 離開罪
惡。 

 
Aug. 24        使徒行傳：4 

1. 聽道之人有許多 a.不信 b.信 c.聽聽而已 
的，男丁數目約到 a.五千 b.三千 c.四千 

2. 官府、長老，和文士和大祭司並大祭司
的親族都在那裏，叫使徒站在當中，就
問他們說：「你們用甚麼 a.方法 b.法術 
c.能力，奉誰的名做這事呢？」那時彼
得被 a.聖靈 b.智慧 c.信心 充滿 

3.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 a.癈
棄 b.破碎 c.房角 的頭塊石頭。除他以
外，別無 a.拯救 b.選擇 c.擔憂；因為在
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
靠著得救 

4.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上
帝，這在 a.上帝 b.你們 c.公會 面前合理
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a.不能說 b.不能不說 c.寫下
來。」官長為百姓的緣故，想不出法子
刑罰他們，又恐嚇一番，把他們釋放
了。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都 a.朗誦 
b.歌唱 c.歸榮耀 與上帝 

5. 他們聽見了，就 a.轉身 b.同心合意 c.嚷
嚷 地高聲向上帝說：「主啊！你是造
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你曾藉著 
a.聖靈 b.天使 c.祭司，託你僕人－我們
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 a.不理不睬 b.同心合意 c.謀
算虛妄 的事？ 

6. 有一個 a.利未 b埃及 c.猶太 人，生在塞
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 a.以賽
亞 b.巴拿巴 c.亞波羅（翻出來就是勸慰
子）。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
來，放在使徒腳前 

 
 
Aug. 25        使徒行傳：5 

1. 有一個人，名叫 a.亞非拉 b.亞拿尼亞 c.
耶哥尼亞，同他的妻子 a.撒非喇 b.瓦實
提 c.馬利亞 賣了田產，把價銀 a.私自留
下幾分 b.分給人 c.全奉獻，他的妻子也
知道，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2. 彼得說：「你們為甚麼同心 a.試探主的
靈呢 b.説謊言呢 c.不遵重彼此呢？埋葬
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
你抬出去。」婦人立刻 a.認罪 b.仆倒 c.
哭泣 在彼得腳前，斷了氣。 

3. 主藉使徒的手在 a.教會 b.公會 c.民間 行
了許多神蹟奇事；他們都同心合意地在 
a.所羅門 b.大衞 c.亞伯拉罕 的廊下。其
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 a.百姓 b. 
祭司 c.獄卒 卻尊重他們,信而歸主的人越
發增添 

4. 法利賽人名叫 a.尼迦挪 b.迦瑪列 c.基利
家 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在公會中
站起來說：「以色列人哪，論到這些
人，你們應當 a.小心 b.公正 c.不要 辦理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
們吧！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 
a.悪 b.不義 c.人，必要敗壞；若是出於
上帝，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
倒是 a.攻擊 b.離開 c.傳講 上帝了。 

 



Aug. 27        使徒行傳：6        配選題 
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 
    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 
    忽略了他們的——。 
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 
    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_____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 
    _____、被_____、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 
   派他們管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心以_____、傳道為事。 
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_____，乃是大 
   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 
   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 
   太教的安提阿人_____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 
    _____在他們頭上。 
7.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 
    _____和_____。 
8. 司提反是以_____和_____說話，眾人敵擋 
    不住 
9.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_____ 
    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____。 
10. 在公會裏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 
      _____，好像_____的面貌。 
 
A. 好名聲 B. 不合宜 C. 智慧 D. 祈禱 E. 使徒  
F. 毀壞 G. 聳動  H. 規條 I. 聖靈充滿 J. 寡婦.  
K. 揀選 L. 按手 M. 數目增加 N. 道 O. 面貌  
P. 能力 Q. 奇事 R. 聖靈 S. 神蹟 T. 天使 
U.司提反 V. 信心 W. 尼哥拉 X. 天天 Z. 撇下 
 
 
Aug. 28        使徒行傳：7 
1. ______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 
    祖宗亞伯拉罕在美索不達米亞還未住哈 
    蘭的時候，榮耀的上帝向他______，對他 
    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方去。』 
2. 上帝說：他的後裔必寄居外邦，那裏的 
    人要叫他們作＿＿，苦待他們_____—年 
3. 那時，他們造了一個______，又拿祭物獻    
    給那像，歡喜自己______的工作。上帝 
    就______，______任憑他們事奉天上的日 
    月星辰 
4. 大衛在神面前______，祈求為雅各的神 
    ______；卻是______為神造成殿宇。其實 
   至高者並不住______的，就如先知所言： 
5. 你們這_____頸項、______未受割禮的人， 
    常時抗拒______！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 

    也怎樣。 
6. 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____，向司提反____ 
    但司提反被____，定睛望天，看見上帝 
    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上帝的______ 
7. 司提反就說：「我看見______，人子站在 
    上帝的右邊。」眾人把他推到城外，用 
     ______他。作見證的人把衣裳放在一個 
     少年人名叫______的腳前。 
8.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 
    說：「求主耶穌______我的靈魂！又跪下 
    大聲喊著說：「主啊，______將這罪歸於 
    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掃羅也 
    ______他被害。 
 
A. 任憑  B.轉臉不顧  C.奴僕  D.硬著  E.手中  
F.天開了  G.所羅門  H.司提反  I.牛犢 
J.預備居所  K.天使  L.顯現  M.聖靈  N.四百 
O.蒙恩  P.人手所造  Q.右邊  R.心與耳  
S.惱怒  T.聖靈充滿  U.石頭打  V.掃羅  
W.不要  X.喜悅  Y.咬牙切齒   Z.接收  
 
 
Aug. 29        使徒行傳：8 
1.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______ 
    除了______以外，______都分散在猶太和 
    撒馬利亞各處。 
2. ______下撒馬利亞城去，宣講基督。眾人 
    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______，就 
    ______地聽從他的話。 
3. 有一個人，名叫______，向來在那城裏行 
    ______，妄自尊大，使撒馬利亞的百姓驚 
    奇；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 
    是那______上帝的大能者。」他們聽從 
    他，因他久用邪術，使他們驚奇。 
4. 西門自己也_____，就常與腓利在一處， 
    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和大異能，就甚驚奇 
5. 使徒______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 
    ______。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 
    下，就______給使徒，說：「把這______ 
    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就可以受聖 
    靈。」 
6. 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______吧！ 
    因你想上帝的______是可以用錢買的。你 
    在這道上______；因為在上帝面前，你的 
    心______。 
7. 你當______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 
    裏的意念______。西門說：「願你們為我 
    求主，叫你們所說的，______臨到我身上 
8. 有一個衣索匹亞人，是有大權的 



    ________，在車上坐著，念先知______的 
    書。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 
    走。」 
 
A.以賽亞 B.權柄 C.聖靈 D.邪術 E.信既受洗 
F.受洗 G.逼迫 H.施洗 I.太監 J.可得赦免 K.恩
賜 L.不正 M.門徒 N.拿錢 O.西門 P.懊悔 Q.
按手 R.無分無關 S.沒有一樣 T.耶穌 U.使徒 
V.腓利 W.滅亡 X.稱為 Y.神蹟 Z.同心合意 a.
主的靈 
 
 
Aug. 30        使徒行傳：9 
1.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______的話，求 
    文書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找著 
    ______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 
    帶到耶路撒冷。 
2. 掃羅行路到大馬士革，忽然從______， 
    ______照著他；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 
    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 
     ______我？」他說：「主啊！你是 
    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______。 
3. 掃羅從地上起來，______，竟不能看見甚 
    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______； 
    ______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4. 主對______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 
   ______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 
     色列人面前______我的名。我也要指示 
     他，為我的名______受許多的苦難。」 
5.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______掃 
    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 
    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 
    來，叫你能______，又被______。」掃羅 
    的眼睛上，好像有______立刻掉下來，他 
    就能看見於是起來______ 
6. 掃羅越發有______，駁倒住大馬士革的 
    ______，證明耶穌是基督。猶太人商議要 
    殺掃羅，他的門徒就在夜間用______把他  
    從城牆上縋下去。 

7. 彼得遇見一個人，名叫________，得了癱
瘓，在褥子上躺臥_____。彼得對他說：
「以尼雅，______醫好你了，起來！收拾
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來了。 

8. 在約帕有一個女徒，名叫______，翻希臘
話就是______；她廣行善事，多施
______。當時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
了，停在樓上。 
 
 

A.睜開眼睛 B.四面 C.耶穌 D.三日 E.威嚇
凶煞 F.看見 G.天上發光 H.揀選 I.多加 J.
筐子 K.大比大 L.聖靈充滿 M.鱗 N.能力 
O.巴拿巴 P.以尼雅 Q.耶穌基督 R.賙濟 S.
起來 T.宣揚 U.信奉 V.逼迫 W.大馬士革 
X.手按在 Y.亞拿尼亞 Z.必須 a.八年 b.跪
下禱告  c.活活 d.猶太人 e.放膽傳道 f.受
了洗 

 
 
Aug. 31       使徒行傳：10 
1. 在凱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______，是  
   「意大利營」的百夫長。他是個______ 
    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______百 
    姓，常常______上帝。 
2. 彼得______，看見天開有一物降下裏面有 
    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天上的飛 
    鳥；有聲音說：彼得，起來，______！ 
    彼得卻說：「主啊，這是______的！凡俗 
    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上帝所______ 
    的，你不可當作______。」 
3. 他們說：「百夫長哥尼流是個______，敬 
    畏上帝，為______所稱讚。他蒙一位 
    ______指示，叫他請你到他家裏去，聽你 
    的話。」 
4. 彼得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______的人 
    親近來往本是______，但上帝已經指示我 
    無論______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 
5. 彼得說：「我真看出上帝是不______人。 
    原來，各國中那______主、行______的人 
    都為主所______。 
6. 耶穌吩咐我們______給眾人，證明他是上 
    帝所______的，要作______活人、死人的 
    主。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______ 
    他的人必因他的______得蒙赦罪。』 
7.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______的 
    人身上。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 
    徒，見聖靈的______也澆在______人身 
    上，就都希奇 
 
A.猶太通國 B.不合例 C.禱告  D.哥尼流 E.俗
物 F.記念 G.天使 H.別國 I.義人 J.甚麼人 K.
驚怕 L.宰了吃 M.虔誠 N.偏待 O.悅納 P.同
吃同喝 Q.眾人 R.傳道 S.審判 T.信 U.一切聽
道 V.外邦 W.潔淨 X.賙濟 Y.不可 Z.立定 a.異
象 b.魂遊象外 c.敬畏 d.義 e.名 f.恩賜 g.預
先所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