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圣经课程 

   练习辅导 
 

 

 第 36 课 

  希律王的逼迫 
 

 

主讲:  Marinus Slingerland 

 

 

 

 

 

 

 

    

  传承改教精神 交托普世教会 

 



 

 

John Knox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ntrusting our Reformed Inheritance to the Church Worldwide 

 

© 2019 by John Knox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for profit, 

except in brief quota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review, comment, or scholarship,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John Knox Institute, P.O. Box 19398, Kalamazoo, MI 49019-19398, USA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ll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th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Visit our website: www.johnknoxinstitute.org 

 

 

Mr. Marinus Slingerland is a 6th Grade Teacher at Calvin Christian School in Lethbridge, Alberta, Canada. 

 

 

 

 

 

 

 

 

 

 

 

 

 

 

 

 

 

 

 

 

 

 

 

 

 

 

 

http://www.johnknoxinstitute.org/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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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 36 课 

希律王的逼迫 

 

扫罗发起的大逼迫的后果之一，就是基督教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当安提

阿的信徒人数急剧增长时，巴拿巴被差派到那里去讲道。当教会继续增长时，

巴拿巴就到大数找到扫罗，带他回安提阿和自己一起同工。门徒被称为基督

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那时候希律王开始逼迫犹太地区的基督徒。他先杀了使徒雅各。看犹太人

喜欢这事，他又捉拿了彼得，打算过完逾越节（复活节）之后处死他。然而，

教会持续不断的迫切祷告蒙了垂听，主以神迹的方式将彼得从监狱中解救出

来。我们是否也经常凭着信心迫切不息地祷告，相信在上帝凡事都能？ 

 

 

A. 安提阿的教会 -《使徒行传》11:19-30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_____ 1. 巴拿巴是在安提阿传讲主耶稣的第一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2. 耶路撒冷的门徒打发巴拿巴去安提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3. 巴拿巴看见上帝的恩典显明在众人的生命中，就很欢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4. 巴拿巴打发了两个人去大数找到扫罗，将他带回安提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5. 最早的第一间基督教会是在安提阿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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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6. 巴拿巴和扫罗教导了安提阿教会的许多人，足足有一年多之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7. 亚迦布是一个假先知，他预言将有一场大饥荒会来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8. 安提阿教会给耶路撒冷教会送去了救灾款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彼得从监狱中被解救 -《使徒行传》12 章 

填空。 

那时，________(1) 王开始逼迫 ____________(2)，用刀杀了_________________(3)。

他见 _______________(4) 喜欢这事，就又捉拿了________________(5)并下在监里，

交付 ______________(6) 兵丁看守，要关押到 __________________(7)之后再公审。 

在此期间，教会持续不断地 ____________(8)，为彼得的缘故求告 ___________(9) 。

有主的一个 ______________(10) 夜间来到狱中，拍打 ______________(11) 的肋旁，

叫醒了他。彼得的 ______________(12) 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而看守的士兵仍然沉睡

不知。天使吩咐彼得 _______________(13) 带子穿上鞋，跟着他出去。彼得以为见了 

_____________(14)，直到临街的 _______________(15) 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 

______________(16) 便消失了，彼得才醒悟过来，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 

然后彼得就去了 _______________(17) 的家里，就是 _________________(18)的母亲

的家,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 ________________(19)。当他敲门时，有一个名叫

_______________(20) 的使女听出是彼得的声音，就去告诉聚集在屋内的众人。他们以

为使女是 _____________(21)，或者那是彼得的 _________________(22)。当他们开了

门，看见彼得，就非常 ________________(23)。彼得就告诉他们， ___________(24) 

怎样领他出监，又叮嘱他们去把这事告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5)，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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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________________(26) 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________________(27) 

派人四处搜索彼得，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士兵，吩咐把他们拉去____________(28)。 

 

学习题 

1. 上帝如何利用逼迫来建造祂的教会，并坚固基督徒的信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会如何解释祷告的能力？为什么今天我们几乎不再重视祷告的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罗宣教路线图 

在下图中勾画出保罗历次宣教旅程的路线。每次路线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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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宣教旅程 – 开始于叙利亚的安提阿，依次经过西流基，塞浦路斯岛上的撒拉米

和帕弗，旁非利亚的别加，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特庇，然后又折返路司

得，以哥念，彼西底的安提阿，别加，最后返回叙利亚的安提阿。 

第二次宣教旅程 – 开始于叙利亚的安提阿，依次经过特庇，路司得，下到特罗亚，从

那里坐船去腓利比，接着去到帖撒罗尼迦，庇哩亚，雅典和哥林多，然后坐船去了以弗

所，短暂逗留后继续航行，在凯撒利亚下船，上耶路撒冷，最后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第三次宣教旅程 - 开始于叙利亚的安提阿，依次拜访特庇，路司得，以哥念，彼西底

的安提阿，到达以弗所，然后从特罗亚坐船去到腓利比和哥林多，最后去往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