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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  Marinus Slingerland 

 

 

1. 基督事工的背景 

2. 施洗约翰的出生 

3. 耶稣基督的降生 

4. 耶稣早年的生活 

5. 旷野的呼声 

6. 耶稣被显明为上帝的儿子 

7. 耶稣对祂自己的启示 

8. 祂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 

9. 使徒跟随耶稣 

10. 登山宝训 

11. 胜过死亡与疾病的大能 

12. 比喻与神迹 

13. 耶稣胜过魔鬼与死亡的权能 

14. 被耶稣大能所扰；祂喂饱五千人 

15. 真是上帝的儿子 

16. 医治瞎子；祂是好牧人 

17.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愚拙的富足 

      人；大筵席 

18. 更多的比喻 

19. 拉撒路复活；耶稣接纳孩子 

20. 年轻富足的官；瞎子巴底买和撒该 

21. 马利亚膏抹耶稣；荣入圣城 

22. 耶稣最后的教导 

23. 末世的预兆以及聪明和愚拙童女的比喻 

24. 最后的晚餐和客西马尼园 

25. 耶稣在公会前受审；彼得三次不认主 

26. 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审 

27. 耶稣被钉十字架并被埋葬 

28. 耶稣的复活 

29. 耶稣复活后的最初几次显现 

30. 彼得被复兴；耶稣颁布大使命并升天 

31. 门徒和五旬节 

32. 初代基督教会快速增长并遭受逼迫 

33. 初代基督教会遭受的逼迫 

34. 基督教会分散四方 

35. 福音在外邦人中 

36. 希律王的逼迫 

37. 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 

38. 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 

39. 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 

40. 保罗在耶路撒冷 

41. 保罗在腓力斯、非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 

受审 

42. 保罗的罗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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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课 

门徒和五旬节 

 

门徒们按照耶稣的指示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保惠师的降临。在此期间

他们选出马提亚得使徒的位分，填补加略人犹大留出的空缺。 

在五旬节当天，圣灵浇灌在众门徒的身上，听起来像一阵大风吹过，看上

去就如火焰般的舌头。门徒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放胆传扬基督。那一日，有

三千人听道后觉得扎心，悔改并受洗。 

愿主的道也刺透我们的心，使五旬节众人的呼喊“弟兄们，我们当怎样

行？”也能在今日回响。 

 

 

 

A. 门徒聚集 -《使徒行传》第 1 章 

填空。 

主耶稣在升入 _____________ 之前，有 ___________ 天的时间和祂的门徒在一起。祂

指示门徒返回 __________________，等候 _______________ 的能力降临到他们身上。

那时 _________________ 站起来对众门徒说：我们需要再选立一位 ______________。 

他提醒众人，______________ 在 ______________ 里的预言必须要应验。经文提到另

有别的门徒取代 _______________，得后者留下的职分。于是他们推举出两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___, 要从中选择。在耶稣的整个布道生涯

中，这二人也常与使徒们为伴，是耶稣 _________________ 的见证人。众人就一起

_____________ ，祈求主指明祂所拣选的是谁；然后就为二人 _______________ ，摇

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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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五旬节 -《使徒行传》第 2 章 

完成下列句子。 

1. 在 _____________ 那一天，门徒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2.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好象 ______________ 的响声，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3. 又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这是圣灵降

临的可见记号。 

4. 门徒开始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那时有许多虔诚的犹太人从 _________________ 来到耶路撒冷，要过五旬节。 

6. 当这些犹太人听到门徒用众人各自的乡谈说话，他们都感到非常___________ 。 

7. 有人开始讥诮说，门徒无非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 站起来向人群传讲 ________________ 的预言，其中宣告说，

在末后的日子，上帝要将 _________________ 浇灌凡有血气的。 

9. 彼得也提醒犹太人，是他们 _________________ 耶稣，然而上帝却叫祂复活。 

10. __________________ 在诗篇中也提到基督坐在 ____________ 的右边。  

11.许多犹太人听完彼得的讲道，感到 _____________，就问使徒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这些犹太人被告知，各人要 ____________，奉耶稣基督的名 _____________，

叫你们的罪 ______________，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13.那一天有 ___________________ 受洗并加入 _________________。 

14.所有信的人都卖了 ___________________，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15.主将 ___________ 的人天天加给 _______________。 

 

 

讨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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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在教会中承担圣职的长老和执事，应当怎样选举出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那些信主的人凡物公用，这是什么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