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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课 

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 

 

当保罗和巴拿巴准备出发进行第二次宣教旅行时，他们在是否要带约翰马

可一同上路的事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二人分道扬镳；巴拿巴和约翰马可走一

条路，保罗和西拉走另一条路。提摩太在路司得加入了保罗一行。途经特罗亚

的时候他们又带上了路加，即《使徒行传》的作者。 

在这次旅行中，保罗在异象中得到指示，渡海去往欧洲的一个国家马其

顿。在腓利比，吕底亚和她的全家都受洗归主。当保罗从一个使女身上赶出一

个巫鬼后，他和西拉被关入监狱。主利用这个机会，使狱卒听到福音并信主。 

当宣教士们踏足其他的几座城市，许多人都相信了他们所传的道，尽管犹

太人的敌对如影随形。在帖撒罗尼迦和庇哩亚布道后，保罗又来到雅典，传讲

有关“未识之神”的信息。当上帝告诉保罗，祂在哥林多城中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就在哥林多待了十八个月，宣讲上帝的救恩之道。接下来保罗又拜访了以

弗所，短暂停留后，他启程去了耶路撒冷。 

 

 

A.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使徒行传》15:36 到 16 章 

选择题 – 勾选最佳答案。 

1. 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中，陪伴身边的亲密同工是谁？ 

a) 西拉                    c) 路加 

b) 提摩太                  d) 以上所有答案 

 

2. 保罗给提摩太施洗，是因为： 

a) 提摩太是一个信徒 

b) 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犹太妇人 

c) 这样犹太人就能接纳提摩太 

d) 以上所有答案 

 

3. 谁禁止保罗在小亚细亚地区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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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犹太人 

b) 圣灵 

c) 巴拿巴 

d) 以上所有答案 

 

4. 保罗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了什么？ 

a) 有一位天使告诉他前去马其顿。 

b) 一个马其顿人祷告请求保罗过到马其顿去 

c) 很多人聚集在河边 

d) 答案 a 和 b 

 

5. 保罗在腓利比的时候，到了安息日那天他去哪里讲道？ 

a) 在会堂里 

b) 在监狱里 

c) 在河边 

d) 以上所有答案 

 

6. 腓利比城中第一个归信和受洗的人是谁？ 

a) 狱卒 

b) 使女 

c) 吕底亚 

d) 以上都不是 

 

7. 在腓利比期间，保罗为那个使女做了什么？ 

a) 他命令巫鬼从使女身上出去 

b) 他为使女施洗 

c) 他告诉使女，不要再跟着他们。 

d) 以上所有答案 

 

8. 为什么保罗和西拉被投入了监狱？ 

a) 他们在城里引发了一场骚乱 

b) 使女的主人们很恼怒保罗医好了使女。 

c) 他们在集市上宣讲福音。 

d) 以上所有答案 

 

9. 保罗和西拉半夜在监狱里做什么？ 

a) 他们要求狱卒过来。 

b) 他们安静地睡觉。 

c) 他们祷告，唱诗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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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上都不是 

 

10.当地震摇动监狱时发生了什么？ 

a) 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 

b) 监门都打开了。 

c) 囚犯都逃跑了。 

d) 答案 a 和 b 

 

11.当狱卒看见监狱的牢门全开了，他想做什么？ 

a) 把所有的囚犯都杀了。 

b) 呼求帮助。 

c) 自杀。 

d) 答案 a 和 b 

 

12.狱卒问了保罗和西拉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 

a) 你们是否能为我祷告。 

b)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c)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们逃走。 

d) 答案 a 和 b 

 

13.那天晚上狱卒做了什么？ 

a) 将保罗和西拉带回自己家里。 

b) 给他们清洗伤口，又摆上饭食。 

c) 他和他的全家都受了洗。 

d) 以上全部答案。 

 

14.我们怎么知道狱卒将保罗和西拉又带回了监狱？ 

a) 官长亲临视察，看囚犯们是否都还在监狱里。 

b) 官长第二天早上派人告诉狱卒，吩咐他把保罗和西拉释放了。 

c) 官长吩咐狱卒把保罗和西拉打一顿。 

d) 答案 a 和 b 

 

15.官长心虚害怕了，当听说保罗和西拉是： 

a) 基督徒 

b) 罗马人 

c) 犹太人 

d) 答案 a 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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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识之神” -《使徒行传》17 章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____ 1. 当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他进到会堂里，教导犹太人有关基督的福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2. 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在帖撒罗尼迦引发了一场骚乱，因为保罗不愿离开这座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 庇哩亚的犹太人殷勤考查圣经，要晓得保罗所传的道是与不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4. 雅典城内充斥着各种偶像，甚至其中有一尊神像对应的是犹太人的上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5. 在雅典的时候，保罗选择在战神山讲道，而不是在犹太人的会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6. 当保罗对雅典人讲论上帝时，他从死人复活的道理开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7. 保罗对雅典人讲道的信息，最后以呼召他们悔改结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保罗在哥林多 -《使徒行传》18:1-22 

简答题。 

1. 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住在谁的家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保罗谋生的职业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当犹太人抗拒、毁谤福音的时候，保罗做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基利司布信主受洗这件事，为什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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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主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 ________，只管讲，不要 ___________。 

有我与你 ____________，必没有人 _______________ 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

许多的 ___________ 。”  

6. 保罗在哥林多住了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为什么迦流拒绝听审保罗的案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为什么保罗不愿在以弗所多住几天？他留下了什么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加学习题 

1. 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分歧是罪，然而上帝却可以使用人的错误为祂良善的旨意服

务。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应当如何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为什么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仍然渴望赶到耶路撒冷去过犹太人的节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