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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圣经课程：《圣经新约》部分 
 

42 集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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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课 

基督教会分散四方 

 

上帝利用仇敌的逼迫，将福音的信息传遍了犹太全地，甚至传到了撒玛利

亚地区。七执事之一的腓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传道，主赐福他的讲道，许多

人都受了洗。 

但上帝为腓利安排了其他的事工。上帝呼召腓利去往一条旷野之路，在那

里遇见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腓利被赐予机会向太监解释旧约经文的含义，

并为太监施洗。 

当扫罗继续逼迫教会并赶往大马士革去抓捕基督徒时，上帝按着祂所定的

时间，以大能带领扫罗归信。上帝的旨意必要立定，不受拦阻。保罗将会成为

一名非常重要的宣教士。 

 

 

A. 腓利在撒玛利亚 -《使徒行传》8:1-24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_____ 1. 扫罗四处抓捕基督徒，要把他们置于死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2. 大逼迫导致许多基督徒逃亡到国外并躲藏起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3. 撒玛利亚城中的许多人相信了腓利所传的福音，并受了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4. 西门是一个行邪术的巫师，可以操纵黑暗力量蛊惑百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5. 当彼得和约翰来到撒玛利亚，他们为众人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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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6. 西门以为圣灵的能力是他可以用钱买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7. 彼得警告西门，他在上帝面前居心不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8. 西门悔改了，并请彼得为他祷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 《使徒行传》8:25-40 

填空。 

1. 有一个 ________________ 告诉腓利，起来离开撒玛利亚向南走，去往一条通向

旷野的路上。 

2. 在那条路上，腓利遇到了一位正在旅途中、要返回本国的 ____________ 太监。 

3. 这位太监之前去 ____________________ 敬拜上帝。  

4. 这位太监当时正坐在马车上，读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书卷。 

5. ________________ 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6. 腓利问太监，他是否 ___________________ 他所念的经卷。 

7.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太监传讲 __________________。 

8. 当他们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表达了想 _______________ 的愿望。 

9. 太监告白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腓利给太监施洗后，_______________ 就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11.太监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继续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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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扫罗的归信 - 《使徒行传》9:1-31 

勾选正确的答案。 

1. 扫罗从大祭司那里求到了写给 _________________ 的各会堂的文书。 

a) 撒玛利亚           b) 大马士革           c) 埃塞俄比亚 

 

2. 扫罗被 ______________ 击倒在地。 

a) 天上来的声音     b) 天上来的大光   c) 前两个选项 

 

3. 谁从天上对扫罗说话？ 

a) 一位天使       b) 一个灵           c) 耶稣 

 

4. 主告诉扫罗去做何事？ 

a) 悔改相信     b) 进城去        c) 返回耶稣撒冷 

 

5. 扫罗双目失明、不吃不喝有多久？ 

a) 三天         b) 十天          c) 三个星期 

 

6. 在大马士革城中，上帝打发谁去探访扫罗？ 

a) 腓利         b) 彼得          c) 亚拿尼亚 

 

7. 上帝说保罗正在做什么？ 

a) 祷告         b) 歌唱          c) 哭泣 

 

8. 当上帝吩咐亚拿尼亚去探访扫罗时，亚拿尼亚为什么表示出犹豫？ 

a) 他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扫罗。 

b) 他曾经听说了很多扫罗所行的恶事。 

c) 他担心别的信徒会怎么议论。 

 

9. 上帝说扫罗被拣选要去做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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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为大马士革教会的一位执事 

b) 向外邦人传福音 

c) 加入耶路撒冷使徒的行列 

 

10.当亚拿尼亚去到扫罗的住处，按手在扫罗身上，发生了什么？ 

a) 鳞片从扫罗眼睛上掉下来 

b) 他起来受了洗 

c) 以上两项 

 

11.当扫罗恢复视力并受洗之后，他开始去做什么？ 

a) 他逃到了旷野 

b) 他开始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基督 

c) 他回到耶路撒冷，在使徒手下受教。 

 

12.为什么听见扫罗讲道的人都备感惊奇？ 

a) 曾经残害教会的逼迫者，忽然却成了传讲基督的人 

b) 他们不再能认出扫罗了 

c) 以上两项 

 

13.当犹太人合谋商议要杀害扫罗时，扫罗是如何逃走的？ 

a) 像一位战士      b) 坐在筐子里从城墙上缒下去      c) 以上两项 

 

14.谁带领扫罗去见使徒，并将上帝在扫罗身上的作为告诉他们？ 

a) 亚拿尼亚          b) 耶稣          c) 巴拿巴 

 

15.当犹太人想法子要杀扫罗时，扫罗去往哪里暂避风头？ 

a) 大数           b) 大马士革            c) 撒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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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1. 请解释：为什么埃塞俄比亚太监希望在回国之前受洗？洗礼对我们的意义是否也如

此重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请从扫罗归信的经历中举例说明，上帝是全能和全在的。我们是否经常想到上帝的

这些属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