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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课 

保罗的罗马之行 

 

保罗和其他的囚犯一同被送往罗马。经过缓慢的航行他们抵达了佳澳。保

罗建议众人呆在那里过冬。但百夫长选择前往另一个港口菲尼基过冬。他们被

卷入到一场巨大的风暴中有十四天之久，最后遭遇沉船海难。万幸的是，所有

乘客都在马耳他岛安全上岸，正如上帝向保罗所应许的那样。 

在岛上逗留了三个月后，他们再次启程前往罗马。到达罗马后，保罗被允

许住在自己租的寓所里，有一个看守的士兵陪同。保罗可以接待访客并向他们

传讲福音。在此期间他也给各地的门徒和教会写了很多教牧书信。 

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保罗在罗马后事如何。但历史记录暗示他后来被

释放，并踏上了另一次宣教旅行。最后，他被罗马人杀害，为主殉道。 

 

 

A. 去罗马的海上航程 -《使徒行传》27 章 

完成下列句子。 

1. 一个名叫 _______________ 的百夫长负责将保罗和其他 ______________ 通过

海路押送去罗马。 

2. 犹流 ____________ 保罗；当船在某地靠岸的时候， _____________ 他去拜访

当地的朋友。 

3. 他们的船行得很慢，因为 ________________  不顺。 

4. 保罗建议众人留在一个叫 ________________ 的地方过冬，因为继续行船将会

相当 __________________。 

5. 但百夫长信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6. 当他们起锚前往菲尼基时，遭遇到一场狂风，此风名叫 __________________，

导致他们偏离了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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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为船被风浪逼得甚急，他们就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

___________ 船的重量。 

8. 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 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 

___________的指望就都绝了。 

9. 有一位上帝的 _____________ 夜间向保罗显现，说他必定会站在 _________ 

面前。 

10. 保罗劝众人 _______________，因为他们的 ___________ 一个也不会失丧，

惟独失丧 ________________。  

11. 当 _______________ 想要乘坐小船逃跑时，保罗警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去阻止他们。 

12. 船上的众人在风暴中有 ____________ 天都没怎么进食，保罗劝告他们吃饭，

因为这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船上一共有 _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  

14. 当他们试图让船靠岸时，船就 _________________；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

的猛力 ____________。 

15. _______________ 想要把囚犯都杀了，恐怕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百夫长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因为他有意要救 ______________ 的性命。 

16. 所有人都得以 _______________, 或是自己游上岸，或是用 ________ 上岸。 

 

B. 保罗在罗马 -《使徒行传》28 章 

在短线上写下答案所在的经文出处。在长线上写下正确答案。 

1. 他们在遭遇海难后上岸的海岛名称。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岛上居住的是什么样的人？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岛上的居民如何接待他们？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当保罗拾柴放到火堆上时，什么东西缠在他的手臂上？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当这件事发生时，马耳他岛上的居民怎么看待保罗？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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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当看到保罗并没有受伤，他们又说什么？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岛长的名字。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保罗如何治好了岛长父亲的病？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保罗和船上的众人在这个岛上呆了多久？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当他们快到罗马时，谁出来迎接保罗？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当保罗在罗马时，他住在哪儿？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当保罗住在罗马时，他请谁过来？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在讲道时，保罗引用什么来劝服犹太人相信耶稣？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既然犹太人不相信福音，那福音要传给谁呢？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多久？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加学习题 

1. 为什么我们可以称呼保罗是一位信心英雄？这是什么意思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a.请抄写保罗在他临近生命终点时所作的见证，记载于提摩太后书 4:7-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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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为什么我们可以称此见证表达了历世历代基督徒的安慰和盼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