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圣经课程 

视频单元讲座 
 

 

《圣经新约》部分 
 

42 集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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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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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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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课 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 

逐字稿 

 

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三十七课。在这一课，

我们会来追寻使徒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脚踪。我们会分两部分来梳理。首

先，外邦人信主，记载于《使徒行传》13 章。其次，使徒被犹太人逼迫，

记载于《使徒行传》14 章。 

首先，外邦人信主，记载于《使徒行传》13 章，在上一次的课中，我

们看到巴拿巴邀请保罗来到安提阿，在当地刚刚建立不久的基督教会中和他

一起同工。他们一起配搭服侍了一年多，之后圣灵带领这间教会的领袖做出

决定，将保罗和巴拿巴分别出来，去投身于上帝呼召他们去做的宣教事工。

由此我们会联想到亚拿尼亚在大马士革对保罗的宣告，以及更早之前上帝对

亚拿尼亚所说的关于保罗的预言，上帝说保罗是祂所拣选的器皿，要将福音

的真道带给外邦人。现在，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将保罗和巴拿巴分别出来。

众同工禁食祷告，按手在这二人的头上，求圣灵膏抹他们，又坚固和鼓励他

们，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宣教。 

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阿启程，随行带上了从耶路撒冷过来的一位年轻门

徒，名叫约翰马可。他们坐船首先到了塞浦路斯岛，这是他们第一次宣教旅

行开始的地方。他们走遍全岛，并且在会堂里讲道。这里有件事我们需要留

意。保罗和巴拿巴在拓展宣教工作的时候，无论去到哪里，他们总是从当地

的会堂开始。我们观察到，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三个理由。首先，基督命令使

徒走遍全地，将福音传到万国万邦。但祂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从犹太人



 

2 
 

开始。所以保罗顺服主的命令，将犹太人作为他宣教工作的起始对象。第二

个原因是，根据犹太会堂的传统惯例，来到会堂里的访客可以得到向会众发

言的机会。对保罗和巴拿巴来说，这实在是向众人布道的最佳时机和场合。

这也带出第三个理由，因为会堂是人们聚集的主要场所，所以保罗借此机会

向会堂里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的信息，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经过全岛，来到

了帕弗，也就是这座岛的首府。治理全岛的总督，或称方伯，听说保罗和巴

拿巴在传讲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就邀请两位使徒过来，想听他

们传讲上帝的道。这位总督名叫士求保罗，他身边有一个会施法术、假充先

知的犹太人，名叫以吕马。这个以吕马是魔鬼之子。我们从何而知呢？因为

当保罗和巴拿巴开始向总督讲道时，以吕马就打断他们，极力抵挡，要使总

督转离使徒所传讲的真道。保罗被圣灵充满，直视以吕马，放胆斥责他说：

“你这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

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以吕马立刻就两眼一抹黑，需要

人牵手把他领出去。总督士求保罗看见这一切，就信了。他对使徒所带来的

福音教义感到非常惊奇，于是信服了上帝的道。我们看到已经有祝福随着使

徒们的劳苦作工而赐下。现在他们继续旅行，迈向下一个宣教的禾场。 

他们坐船前往大陆，来到了旁非利亚的别加。这里我们注意到，那位随

行的年轻门徒约翰马可离开了使徒，返回耶路撒冷去了。保罗和巴拿巴的下

一站是彼西底的安提阿。这里请注意区分，他们出发的起始地是叙利亚的安

提阿，而现在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彼西底的安提阿，一个深入内陆的城市。到

了那里，他们仍然进了会堂，并且受邀发言。保罗就站起来，向聚集的众人

说话。他首先提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他们是如何被领入迦南地，上帝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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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祂的国度，直到拣选大卫成为国王。然后保罗开始宣讲福音。他说，

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了一位救主，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耶稣基督。祂是大

卫的子孙，出自大卫的家族和谱系。保罗继续解释，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的目的就是要被杀舍命，祂如何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和埋葬。然

而上帝却让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向祂自己的子民显现。祂向自己的百

姓显现，证明祂已经从死里复活，又升到了天上，在那里得荣耀。保罗向他

们宣告，这就是我要带给你们的福音，赦罪之道是从这位耶稣的名而来的。

有一些犹太人信从了这道。但更多的外邦人在散会后来到使徒面前说：“下

个安息日再给我们讲同样的信息吧。”到了下个安息日，保罗和巴拿巴就去

向外邦人传道。我们看到几乎合城的人都来聚集。他们听说保罗和巴拿巴将

会发言，就全都跑过来，要听他们口中所传的上帝的道。当犹太人看到这么

多的群众聚集来听使徒讲道，就满心嫉妒。于是就开始跟保罗和巴拿巴作对，

出言反驳和打断他们，拦阻百姓信道。保罗满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就向犹

太人放胆直言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这是我们从主耶稣所

领受的命令。但因为你们拒绝福音，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从此以后，我们

不再向犹太人传讲，而是向外邦人传讲。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他们

因着保罗和巴拿所传的道，归荣耀给上帝。有许多人信了主，并且上帝的道

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仇敌绝不会坐视不顾。犹太人挑唆民众，掀起了针对

保罗和巴拿巴的一轮逼迫。他们将使徒赶出城外，驱逐出境。然而，请看保

罗和巴拿巴是如何回应的。当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对着众人跺下

脚上的尘土。这也是耶稣的命令。凡是不接待门徒的城镇，门徒离开的时候，

都应当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作为记号，表明这城中百姓的血不归到门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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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而是归到他们自己头上。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了安提阿，前往以哥念，

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因为上帝以祂的祝福奖赏了他们手中的工作。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使徒被犹太人逼迫，记载于《使徒行传》14

章。保罗和巴拿巴来到以哥念，进当地的会堂讲道。照样，有许多犹太人和

外邦人都信了。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反对保罗和巴拿

巴。但使徒继续放胆讲道，他们的事工被主赐福，于是我们看到城里的百姓

就分为两派：有附从犹太人的，有附从使徒的。仇敌想要找机会一拥而上，

用石头打死使徒。使徒听说了，就离开了这座城，逃往路司得。当保罗在路

司得布道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是瘸腿的，不能行走，就对他大声说：“你

起来，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行走。当外邦人看见保罗所行的事，

就大声喊叫：“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按着他们所供奉的神

祇，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耳米。甚至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过

来，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保罗和巴拿巴见此光景，就撕裂衣服，大声喊道：

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来到这里，是

向你们传讲永生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造物主，他向万国万民

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和巴拿

巴说了这些话，才勉强拦住众人不向他们献祭。正在那时，有一些犹太人从

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到了路司得，他们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

了，便拖到城外。但保罗却重新站起来，安然无事。保罗和巴拿巴又去了特

庇。在特庇传福音之后，两位使徒就踏上了返程之旅。他们依次回访那些之

前传过福音、并且在其中建立了新教会的城市，坚固那里的门徒。他们必须

教导那些门徒，因为他们都是初信者，对真理所知甚少。于是保罗和巴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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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教导门徒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

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门徒的眼光不能被苦难所限，他们必须看到摆在

前面、为上帝的儿女所预备的奖赏，这奖赏能够激励他们恒久忍耐。然后使

徒在各个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委派他们带领和治理教会，又禁食祷告，就把

众教会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请注意，保罗和巴拿巴并不能建造教会。他们

可以做栽种和植堂的工作，但只有上帝能建造教会、让教会生长。 

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弟兄们团聚。他们向众人诉说

了上帝如何在他们前面预备道路，以及在他们的宣教旅程中，上帝藉他们所

行的一切事。上帝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因此有很多人归服了主。我们需

要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在拓展宣教工作的过程中，从始至终都经历了许多的

逼迫和敌对。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强调三件事，来作为本课

的结束语。首先，我们必须要常常牢记，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从本性上来讲，

都是上帝的仇敌，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我们不愿意向祂降服。只有通过恩典

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第二，我们必须常常记得，撒旦

一直在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毁坏上帝的工作。撒旦不想失去牠的臣民。因

此，牠会持续不断地施加反对力量，为要破坏使徒的工作。然而保罗和巴拿

巴教导各地教会的信徒说：他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第三，

我们必须要常常记得主耶稣对祂的门徒所说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

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因此，门徒可以心存盼望，

因为上帝在亲自建造祂的教会，并且祂的工作将稳固存立和持续下去。愿主

也在我们中间建造祂的教会，使祂的国度早日降临。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