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掃羅歸主掃羅歸主 使徒行傳九1至30

掃羅，後來被主得著之後，改名叫保羅。

掃羅
是逼迫教會的領袖，

當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被害的時候，

掃羅就在其中

是一個希伯來的名字，意思是求告主的

在舊約聖經有一位掃羅君王，是一樣的名字

在猶太教的世界當中，是一個逼迫教會的領袖

後來被改名為保羅
是一個希臘文的名字

成為在外邦世界當中，

傳福音、建立教會、帶領教會的領袖人物

‧被主得著‧亞拿尼亞與掃羅 ‧掃羅生平 ‧初期的事奉

第九章一到三十節 ─ 講到掃羅這一段生平的重要片段

二十二章 ─ 當保羅被耶路撒冷的許多首領捉拿的時候，

保羅用希伯來話作見證，

他如何轉向基督、成為今天傳福音的保羅

二十六章 ─ 保羅面對亞基帕王審訊的時候，

述說怎樣成為囚犯的，又引述了這段被主光照的經歷

掃羅最初逼迫教會，不但從耶路撒冷，還一直追到大馬色，

在進城之前，掃羅就被大光照耀…

九4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

他說：「主啊！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被主得著‧亞拿尼亞與掃羅 ‧掃羅生平 ‧初期的事奉

當生命遇見挫折的時候，想一想 ─ 是什麼原因造成挫折？

初代基督徒傳福音的時候，掃羅捉拿基督徒、看得到的小人物，

可是實質上，都算在耶穌的帳上…

九5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掃羅被上帝提醒 ─ 到底你在做什麼？
他最初為著律法熱心、認為是在服事上帝…

九8-9 掃羅…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

領他進了大馬士革；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掃羅不是壞人，是用自己的方法服事上帝的人，

沒想到竟然抵擋了耶穌、逼迫了耶穌；

他應該是看得見的、可是卻看錯了 ─

曾經憑著肉體認過耶穌、結果認錯了。

‧被主得著‧亞拿尼亞與掃羅‧掃羅生平 ‧初期的事奉

亞拿尼亞是大馬士革城裏面的一個門徒，

上帝在異象中差遣亞拿尼亞。

跟第五章的亞拿尼亞是不同的人物 ─

第五章的亞拿尼亞被撒但充滿心靈、

藉著奉獻的事沽名釣譽…

亞拿尼亞非常害怕，掃羅在基督徒當中的名聲非常可怕的，

九15-16 主對亞拿尼亞說：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掃羅最初跟上帝給他的藍圖似乎是背道而馳的，

上帝其實早就在預備掃羅了。

上帝對掃羅生命的計畫



‧被主得著‧亞拿尼亞與掃羅‧掃羅生平 ‧初期的事奉

九17-18 亞拿尼亞把手按在掃羅身上，掃羅立刻被聖靈充滿，
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

於是起來受了洗…

從外在的現象描述內在的變化 ─ 被聖靈充滿。

有時候基督徒喜歡追求聖靈充滿 ─ 有點誤解…

聖經當中說 ─ 我們要被聖靈充滿，

聖靈是主動，我們是被動。

聖經講的是 ─ 先被聖靈充滿，後有外在的現象，

不是去模仿外在的現象，然後引來聖靈充滿…

聖靈樂意來充滿每一個要被上帝使用的器皿。

有的時候我們太渴慕了…會本末倒置，

追求說方言、一些外在現象，要來換取聖靈充滿。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第一階段 ─ 早期受教育，第二階段 ─ 逼迫教會，

第三階段 ─ 見了亞拿尼亞之後，轉折成為教會的領袖

太十三52 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

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保羅打出生上帝就預備了一切，只是沒有遇見耶穌的時候，

所有的裝備都用來逼迫基督徒、抵擋上帝了。

後來司提反在耶路撒冷被殺，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從公會、大祭司那邊，領了諭令、出去逼迫基督徒。

早期保羅所受是典型拉比的教育，

生在外邦地大數的猶太教青年

在迦瑪列門下受教

成為優秀的猶太教拉比，在外地會堂事奉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掃羅，是一個非常認真執著的人物，

不信的時候，就非常認真的不信、抵擋基督徒

當被聖靈光照一旦相信的時候，

是非常認真的相信

基督徒最怕 ─ 信主是信了，

可是信的馬馬虎虎、糊里糊塗。

使徒行傳所刻畫的這位被上帝所使用的領袖…

求上帝祝福我們 ─

讓我們對信仰的態度是認真的，

上帝要塑造我們的品格，讓我們成為一個認真的人，

不論現在在做什麼，就是一個認真的人

當信耶穌的時候，內在態度就被上帝更新改變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保羅在新約世界中，可是非同小可 ─

二十七卷新約聖經

二十一卷是書信體裁

保羅書信至少占十三卷

當保羅被上帝所用，他的學養、屬靈的追求…
上帝用他寫了這麼多的書信，

來建造主後第一世紀的教會

在使徒行傳裏，我們通透的認識保羅 ─

是一位什麼樣的主的僕人

從他所寫的書信當中，讓我們體會 ─

主後第一世紀，教會被建立

基督教在發跡的時期，怎樣被建立起來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基督徒、基督教，在主後第一世紀 ─

必須從猶太教 ─ 同樣的根源中脫穎而出

是一個羅馬人所統治的世界

充滿了希羅文化、怪力亂神、神話故事、偶像崇拜

基督徒如何在外邦世界站立得穩、能夠承傳宣教的使命呢？

九15-16 主對亞拿尼亞說：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在使徒行傳後半段，保羅整個生命的寫照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保羅就是這樣的器皿，被主興起，

來建立教會、裝備教會

所寫的書信，準確奠定基督教基督教教義的基礎的基礎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路加寫作使徒行傳的時候，介紹教會與福音的發展，

同時並進的 ─ 使徒們以及教會所承受的苦難。

回頭看看使徒行傳，會發現並不是的…
當福音被宣揚、耶穌的名字被傳揚，

苦難、逼迫，是同時並進的

福音的發展、教會的建立，

另一條線就是逼迫、苦難

掃羅的生平當中非常戲劇化 ─

抵擋耶穌的人被上帝得回來，成為為主效力的人。

這不只是掃羅也就是保羅，後來服事生涯的寫照，

也是講述主後第一世紀的教會，

在患難、逼迫、苦難當中，宣揚主的名。

我們常以為 ─ 我為上帝在做事，一定就無往不利；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 ‧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九20-22 就在各會堂裡宣傳耶穌，說他是神的兒子。

凡聽見的人都驚奇，說：

「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人嗎？」

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大馬士革的猶太人，

證明耶穌是基督。

保羅起來，他被聖靈充滿…

這是我們傳福音不可少的 ─

福音不是一個道理、不是一個教義而已，

福音就是耶穌！

我們所認識的不是一套教訓、不是一套道理，

而是認識耶穌 ─ 耶穌是基督，

是上帝所膏立的彌賽亞，祂就是神、祂是神的兒子。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 ‧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佈道，不是那麼順利，

當代的門徒有些怕他 ─ 到底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猶太人跟最初的掃羅一樣，也不喜歡基督徒，

就想要捉拿保羅、逼迫保羅

九25 他的門徒就在夜間用筐子

把他從城牆上縋下去。

保羅最初是騎著大馬、拿著諭令，

跑到城裏面要捉拿基督徒；

當他離開大馬色城的時候，

他是完全一個不一樣的保羅 ─

為了福音的緣故，成為被猶太人不喜歡、所排斥的人，

不再是帶頭去捉拿基督徒、威風的一個領袖

卻是反過來，被他的同胞猶太人所討厭的人了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 ‧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九26-27 掃羅到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

他們卻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向他說話，

他在大馬士革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

因為巴拿巴接待掃羅，

掃羅才能夠在耶路撒冷被使徒、被領袖們所接納。

保羅是大有恩賜的人，他在後來對初代教會的影響，

是非常擲地有聲、鏗鏘有力的人物；

可是最初的時候，

如果沒有亞拿尼亞出來服事他，

如果沒有巴拿巴接待他，

掃羅沒有辦法成為初代教會的領袖。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 ‧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讓我們總有一個寬廣的心，願意被主所用，

能夠被上帝隨時差得動、成為神手中好用的器皿…
跨越自己的懼怕、成見，能夠起來與主同工。

亞拿尼亞在大馬色服事了保羅，

巴拿巴又是勸慰子，

居比路人，在耶路撒冷信主，

變賣田產家業，來供應當時信主的門徒；

是教會的領袖之一，

接待了掃羅，把他帶到使徒面前。

九29 保羅奉主的名放膽傳道，

並與說希臘話的猶太人講論辯駁；

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

當時信耶穌、跟隨耶穌作門徒，實在是要付極高的代價！

‧被主得著 ‧亞拿尼亞與掃羅 ‧掃羅生平‧初期的事奉

掃羅不逼迫教會、成為非常有能力的傳道人，

反而招來了苦難、逼迫。

門徒就把掃羅送出了耶路撒冷…
掃羅的故事在這裡暫時告一段落。

上帝對保羅的計畫 ─ 要他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上帝揀選了他、預備了他。

九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

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六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

這是使徒行傳另外一個階段福音的進展 ─

保羅被主得著，教會進入新的階段，

實在是上帝的工作。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

我們在主後第一世紀看見你大能的手…
雖然看見敵對勢力的興起，

但是每一個敵對者卻都要來見證 ─

惟有你是主、你是基督、你是真神。

你也要開我們的眼睛，

在這個世代一樣要看見你的作為 ─

從來沒有被任何敵對的勢力所攔阻。

讓我們這一些跟隨你的人，

始終擦亮了眼睛、充滿了期待 ─

看到你的恩典的能力，在我們的眼前一樣在進行，

也讓我們預備自己，要成為你恩典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