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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亞伯拉罕將       都給了以撒(5)，     歲壽終(7)；以撒    歲娶妻(20) 

   歲生子(26)：長子    ，次子    意   (25-26)；以掃賣了長子的名份，代表

什麼？                    (34 下)。【廿六】因饑荒，以撒往     去，犯了與父

親相同的錯誤(1-11)，他中年的光景如何？                           (13)，原因

為何？         (12)；他對水井之事，   次讓步(18-22)；以撒有何條件，

以至亞比米勒等人要與他立約？                                (28)，這是在何事

之後？                      (23-25)。【廿七】以撒年老，眼睛    (1)，雅各奪

了以掃長子的    ，又奪了他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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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雅各逃命往      去，外祖     ，母舅    的家(2)；雅各夢見天

梯是在     (原名    )意為    (10-19)；神說：我是      ，    的

神(13)。應許土地後裔使萬族得福(14)，                                   

                              (15)。雅各的回應：許願神若與我同在…我就必以耶

和華      (20-21)。【廿九】雅各因深愛    就看這   年如同幾天(20 下)。但

卻娶了    及其婢女    (23-24)，七日後才娶拉結及其使女    而後再服事拉

班   年(27-30)。【三十】拉班認為自己為何蒙神賜福？         (27 下)。【卅

一】但他在雅各服事他的     年裏     次改了雅各的工價(7、41)；雅各稱神為   

     (5)，神自稱為我是       (13)。神在夢中對拉班說：不可對雅各   

    (24)，結果他們在     立約，意為       (47)又叫     意思是 

                                                (49)。 

【卅二】雅各在     遇見神的使者，因他認得這是神的    (1-2)，在         

    與天使摔跤(30)，意為     (小字)，此時他第一次被改名為     (28)。【卅

三】雅各見過以掃後，在    為自己建屋搭棚(17)，而後在示劍城東為神築壇，起名

叫                        (20)。【卅四】在底拿事件中，誅滅示劍城男丁的是   

  與    (25)。【卅五】之後，神要他上     (1)，他要求全家除掉           

            ，也要          (2)好為神築壇，他稱神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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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 母親 名字之意義 出生經文 受祝福之經文、次序、記號 

 

 

 廿九 32 四九 3-4  魯莽 

西緬  廿九 33 四九 5-7  暴力 

 聯合 廿九 34 四九 5-7 3 暴力 

  廿九 35 四九 8-12   

 

 

 三十 6 四九 16-18 7 蛇 

拿弗他利  三十 8 四九 21 10 母鹿 

 

 

 三十 11 四九 19  突擊者 

  三十 13 四九 20  美食 

以薩迦 
利 
亞 

 三十 18 四九 14-15   

  三十 20 四九 13 5 船 

 

 

 三十 24 四九 22-26  多結果子 

便雅憫 右手之子 卅五 18 四九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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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七】彩衣→血衣。約瑟往    去找哥哥(14)，直追到    (17)，被賣給      

       人，帶到    (28)而後又被賣給法老之護衛長     家(36)。【卅八】有關

猶大與其兒婦    的插句，所生之雙子名為     和    ，手上有紅繩的是  

   。【卅九】僕衣→囚衣。他被提拔的原因為何？                             

                                (3，21)。【四十－四一】囚衣→細麻布衣，約瑟

解了    、    、和    之夢，法老認為約瑟是              (四一

38)我們豈能找著呢？立為宰相，賜名為          ，當時    歲，妻      

     ，長子     （意為      ），次子     （意為      ）。約瑟之

兄一度糴糧時被留在埃及的是    (四二 24)，二度糴糧時為便雅憫求情(四四 18)又

願替他為奴的是    (四四 33)。約瑟與兄弟相認後說：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 

     (四五 5)。【四六】以色列起身下埃及前，到     獻祭(1)，共有   人(27)

下到埃及的    地居住(34)。【四七】下埃及時雅各     歲(9)，     歲卒(28)；葬

于迦南地     田間的洞裏(五十 13)。約瑟活了     歲(五十 22)，【□是□否】囑

咐要回應許之地(五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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