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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课 

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 

 

尽管逼迫从未间断，但基督的教会仍然继续扩散到各地。在上帝的美意

中，祂拣选了保罗和巴拿巴作为第一批宣教士。圣灵呼召他们之后，他们被安

提阿教会差派，踏足了小亚细亚的几座城市，在其中传讲福音的信息。很多人

信了主，教会也在这些城市中建立起来。他们的工作遭到了撒旦的拦阻和反

对；有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逃离某些地方，因为基督的仇敌企图杀害他们。然

而他们的劳苦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教会大大兴旺起来。 

 

 

A. 外邦人归主 -《使徒行传》13 章 

匹配正确答案 – 根据下列陈述或问题，匹配正确的人名或地名选项。某些选项可以多

次选择。 

a) 别加          d) 叙利亚的安提阿     g) 士求保罗 

b) 约翰马可      e) 圣灵               h) 大卫 

c) 以吕马        f) 会堂               i) 彼西底的安提阿 

 

____ 1. 保罗和巴拿巴被这座城市的教会差派出去宣教。 

____ 2. 谁呼召保罗和巴拿巴成为宣教士？ 

____ 3. 根据基督的指示，他们到什么场所去宣讲上帝的话语？ 

____ 4. 谁和他们一起踏上了这次宣教旅行？ 

____ 5. 当保罗和巴拿巴到了帕弗，此人邀请两位宣教士过来，想听他们讲道。  

____ 6. 这个行法术的假先知抵挡保罗和巴拿巴的讲道。 

____ 7. 因着上帝的惩罚，这个人暂时瞎眼，看不见阳光。 

____ 8. 当看到上述神迹后，这个人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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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9. 约翰马可从这座城市返回了耶路撒冷。 

____ 10. 上帝从谁的后裔中兴起了那位救主耶稣基督？ 

____ 11. 在这座城市，保罗宣讲说，赦罪的道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____ 12. 当这座城市的犹太人挑唆众人逼迫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就对着众人跺下

脚上的尘土，然后离开了。 

 

B. 被犹太人逼迫 -《使徒行传》14 章 

简答题。 

1. 为什么以哥念城里的众人听到保罗和巴拿巴所传的道后分成了两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保罗在路司得行了什么神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为什么路司得的百姓将保罗和巴拿巴当作神明来敬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百姓如何称呼保罗和巴拿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保罗和巴拿巴如何说服百姓不向他们献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谁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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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在返程的路上回访每座城市的基督徒？请列出几个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当两位宣教士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给教会分享了什么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讨论题 

1. 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每到一座新的城市，都会首先去到当地的犹太会堂开展宣教工

作？请列出三个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会经历如此多的反对和逼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