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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课 

初代基督教会遭受的逼迫 

 

尽管有来自犹太公会的逼迫，但初代基督教会仍然持续增长。不过，有一

些其他的问题开始浮现出来。使徒听说教会中的一些寡妇在供给上被忽略了。

于是他们召集会众，从中选举出七个人担任执事，帮助照顾那些有缺乏和需要

的信徒。 

七执事中有一位名叫司提反。他在民间行了大神迹，并勇敢地为基督作见

证。犹太人将他交给公会。他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成为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

殉道者。 

上帝继续看顾祂的教会。唯独靠着恩典，基督徒才能领受信心的恩赐，可

以为了基督的缘故忍受苦难，至死忠心。 

 

 

A. 使徒下监 -《使徒行传》5:17-42 

完成句子。 

1. 使徒被下在监里，是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使徒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领出了监狱。 

3. 第二天清晨使徒就进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当犹太领袖打发差役去到监狱里，他们发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守殿官和差役去到 _________________ 将使徒带回公会。 

6. 大祭司说，使徒们把他们的 ______________ 充满了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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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他们必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样做

是理所应当的。 

8. 使徒再次提醒犹太人，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 的耶稣，上帝已经叫祂复活。 

9. 当犹太领袖们听到耶稣复活的道理，他们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迦玛列警告公会里的其他成员：使徒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 ________________ 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公会的人将使徒打了一顿后，吩咐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使徒们继续传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选举执事 -《使徒行传》6:1-6 

回答问题。 

1. 说希腊语的犹太基督徒为什么抱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使徒们将什么人都招聚到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他们希望寻找什么样的人来担任执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使徒们要继续从事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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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选为执事的这些人，他们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这些人是如何被按立为执事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司提反，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 -《使徒行传》6:7–8:2 

填空。 

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 ___________________(1)，也有许多

_______________(2) 信从了这道。_________________(3)之一的司提反，是一位满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4) 的人，在民间行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 有

些犹太人起来和司提反 ____________(6)。但司提反是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7) 

说话，众人敌挡不住。他们指控司提反说了亵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8)

的话；然后把司提反带到__________________(9) 受审，设下________________(10)。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着司提反，见他的面貌好像_______________________(11)

的面貌。 

当 ___________________(12) 质问司提反，这些指控是否属实，司提反开始申辩。他

首先提到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13)。他继续讲到上帝如何与亚伯拉罕设立了

____________(14)之约。然后讲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15) 将约瑟卖到埃及，然

而上帝却使用约瑟在饥荒之年供应了 ___________________(16)的需要。他又说到了 

____________________(17)，他被自己的弟兄弃绝，然而却被上帝呼召，要去带领以色

列百姓走出 ___________________(18)。可是，犹太人却要求亚伦制造了一个

__________________(19) 。因为百姓存心悖逆、敬拜偶像，他们终于被掳到了

__________________(20)。最后，司提反大胆宣告说，犹太人向来是一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1) 的百姓，常常抗拒 

____________________(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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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会里的众人听到这话， _________(23) 如刀割，就向司提反 

_____________________(24)，极其恼怒。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_______(25)，

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 ________________(26) 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将司提反推到

_______________(27)，用 ______________(28)将他打死。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

名叫 _________________(29)的少年人脚前。司提反呼吁上帝，说：主耶稣，求你接收

我的 ________________(30)。他又 __________________(31) ，大声喊着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有几位 ____________(33) 的人

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4)。 

 

讨论题 

1. 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应当听从上帝而不听从人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请将司提反的受审和死亡，与基督的受难和死亡，作一个比较。整理出相似点和不

同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