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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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课 

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 

 

保罗拜访了以往历次宣教旅行中所建立的各处教会，造就和坚固当地的门

徒之后，他遵守之前的承诺，回到了以弗所，在那里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教导上帝的国度，并且行了许多神迹。 

由于保罗宣教产生的果效，以弗所当地为亚底米女神制造银龛的行业大受

冲击，银匠的生意一落千丈。一个叫底米丢的银匠牵头组织了一场暴乱，企图

中断保罗的讲道事工、消除他的影响力。 

尽管保罗知道自己将面临生命危险，他仍然决意要前往耶路撒冷。他宣告

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

是多么令人惊讶的见证！ 

 

 

A. 保罗在以弗所 -《使徒行传》18:23-19:20 

完成下列句子。 

1. 有一个名叫 _________________ 的犹太人，虽然大有学问，最能讲解圣经，但

他只知道 _________________ 的洗礼。 

2. 当 __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___ 听到此人的讲道，就接他

来，将 _____________________ 给他更加详细地讲解。 

3. 亚波罗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 __________________，引圣经证明耶稣是 

________________。 

4. 保罗发现以弗所的信徒还没有领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当保罗奉 ______________ 的名给以弗所的信徒施洗，又按手在他们头上，

_____________ 便降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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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帝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 __________________ 。 

7.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七个儿子，是犹太人。他们擅自奉

__________________ 的名，想把恶鬼从人身上赶出去。 

8. 恶鬼回答他们说：“_____________ 我认识，______________ 我也知道。你们

却是谁呢？”  

9. 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制伏他们，叫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10.这事传开，所有人都惧怕，_________________ 的名从此就尊大了。 

11.许多相信的人都焚烧了他们的 ________________ ，总价合计大约

_________________ 块钱。 

12.主的道 _________________，而且 _______________ ，就是这样。 

 

B. 以弗所人的亚底米（狄安娜） -《使徒行传》19:21-41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____ 1. 保罗定意要去撒玛利亚，然后再去拜访耶路撒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2. 底米丢是一个银匠，专门为狄安娜女神制造银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 底米丢召集了狄安娜神庙的祭司，商量如何捉拿保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4. 保罗使许多人离弃了敬奉狄安娜女神的虚假宗教，教导他们说：狄安娜不

是神，只是人手所做的偶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5. 满城都轰动起来，人们抓住保罗，把他带进了当地的剧场（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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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6. 众人同声高喊：“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两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7. 城里的书记害怕这场骚乱会招来罗马人的查问，给他们带来麻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8. 底米丢和其他同行的工匠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上告，将保罗的事呈报给地

方官（方伯）来审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保罗决意去耶路撒冷 -《使徒行传》20 章 

简答题。 

1. 保罗在特罗亚讲道时，是一周中的哪一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当保罗讲道时，什么事发生在犹推古身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为什么保罗召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到米利都和他见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保罗对犹太人和希腊人共同传讲的信息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保罗如何知道以弗所人以后不能再见他的面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在离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之前，保罗向他们警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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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保罗跪下和以弗所的长老们一起祷告，众人为什么痛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加学习题 

1. 为什么我们必须使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什么是必不可少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以弗所人把他们的有害书籍都付之一炬。从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功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