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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使徒徒徒徒行行行行傳傳傳傳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的的的的生生生生命命命命改改改改變變變變（（（（9:19:19:19:1----31313131））））    
8/78/78/78/7/17/17/17/17    

    

一一一一....    前前前前言言言言    
1) 在五旬節聖靈降臨後教會歷史上的最大事件可以說是大數人掃羅，一直嚴

厲逼迫教會的，竟然信了主。緊接著的另一大事件將是外邦人的信主（第

10 章），而掃羅（或保羅）卻成為外邦人的使徒。神繼續不斷地施行祂的

普世傳福音的計劃。 

2) 使徒行傳中三次記載了掃羅信主的經過（9, 22, 26 章）。     
二二二二....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與與與與主主主主的的的的相相相相遇遇遇遇（（（（9:19:19:19:1----9999））））    

1. 逼迫基督徒（9:1-2） 

9:1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司、 

9:2 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帶

到耶路撒冷。    

1) 掃羅生來是一個猶太人，羅馬公民，受希臘的教導，藉著神的恩典成為一

個基督徒（腓 3:4-9）。掃羅，又名保羅，後來成為一個宣教士，神學

家，佈道家，牧師，領袖，思想家，真理的鬥士，靈魂的愛好者。有史以

來，除主自己以外，沒有一個比保羅更虔誠的人。 

2) 當掃羅踏上去大馬色的路，去捉拿基督徒，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大有熱心

的人（羅 10:2），認為自己逼迫教會是在幫助神。若有人問他為何逼迫教

會，他可能回答，“拿撒勒人耶穌已經死了。我怎麼可能相信一個被釘死

在十字架上的平凡人是神所應許的彌賽亞？況且根據律法，凡是被掛在木

頭上的人都是被神咒詛的（申 21:23）。難道神會差派一個被咒詛的假先

知來作以色列人的彌賽亞？絕無可能！祂的跟隨者在宣講耶穌仍然活著，

並藉著祂的門徒們行神蹟奇事。但他們的能力是來自撒旦，不是來自神。

這是一個危險的教派，而我決心要在他們傷害我們傳統的猶太教之前，將

他們除滅。” 

3) 即使掃羅受過高等教育，出自名師迦瑪列門下，他在屬靈上是瞎眼的（林

後 3:12-18），不明白舊約聖經中在彌賽亞方面的道理。如同許多其他的

猶太人，十字架是他的絆腳石（林前 1:23），因為他所仰賴的是自己的

義，而不是神的義（羅 9:30-10:13；腓 3:1-10）。今天也有許多自以為

義的人，不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因此沒有看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 

4) 司提反受害後，掃羅得到大祭司的授權，到處捉拿基督徒，【捆綁帶到耶

路撒冷】。當他聽到在大馬色有一群基督徒時，他就帶人去抓。從他在亞

基帕王面前的敘述中，可以知道當時他逼迫基督徒的嚴酷程度（26:9-

11）。 

5) 【信奉這道的人】，英文譯本翻成“who belonged to the Way”，就是

屬於這道的人。【這道】（“the Way”） 在使徒行傳中多次出現（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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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2:4; 24:22）。可能是根據耶穌說祂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而來的。因為那時還沒有“基督徒”這個稱呼，【信奉這道的人】

就成為“基督徒”的代號。【這道】就是神的道（18:26），進入至聖所

的道路（來 10:19-20），和真理之道（彼後 2:2）。     
2. 掃羅的信主經歷（9:3-9） 

1) 掃羅遇到主（9:3） 

9:3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 當掃羅急忙趕著去大馬色（今天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捕捉基督徒，

在途中忽然見到大光，是從天上來的，比中午的日頭還亮（26:13）。這

光是來自【四面照著他】，也照在同行的人身上。他們都仆倒在地

（26:14）。這光不是普通的光，乃是耶穌基督的榮耀。  
2) 主耶穌的責問（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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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掃羅就【仆倒在地】，聽到主呼叫他的名字，並責問他為何逼迫祂 。這

是天上來的聲音。聖經多處強調人與神的相遇都是神的主動。 

• 其他的人也與他一同聽到聲音（26:14），卻不能明白（22:9）。 

• 主耶穌所問的問題顯示出基督與基督徒（或教會）的關係；祂是頭，教

會是身體。基督是我們在天上的大祭司，是滿有憐憫的，沒有任何我們

所受的委屈或傷痛是他所感受不到的。逼迫基督徒就等於是直接逼迫

主。 

• 與掃羅同行的人雖然也見到大光，但卻聽不明白主所說的話（22:9）。  
3) 掃羅的改變（9:5） 

9:5 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 當掃羅說【主阿】時候，他承認對他說話的是主。以前他因為根據猶太

人對主耶穌和基督教的錯誤觀念，大大逼迫基督徒。他以為他所做的是

護衛神，抵擋異端。但此時他已經知道他的錯，原來他所逼迫的耶穌就

是猶太人長期以來所盼望，所等候的那位舊約聖經所應許的彌賽亞 

• 其實掃羅心裡已經有了答案；或者出於信心，或者出於懼怕。他發現原

來他所逼迫的基督徒就是屬於彌賽亞的。原來被認為異端的福音，現在

成為真理。當掃羅聽到主說祂就是他所逼迫的耶穌。真理的光就在他的

心裡得到印證，福音的道理，就是司提反所傳講的，也成為正面的道

理。     
4) 掃羅的降服（9:6-8） 

9:6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9:7 同行的人、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9:8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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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羅信主後，馬上問，“主阿，我當作什麼？”（22:10），證明他的信

心是真實的。他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 

• 回應掃羅的問題，主耶穌吩咐他起來，進大馬色去，必有人告訴他當作

的事。路加提到【同行的人，站在那裡，說不出話，聽見聲音，卻看不

見人】。 

• 掃羅從地上起來，雖然眼睛可以睜開，卻不能看見什麼，【有人拉他的

手，領他進了大馬色】。在來大馬色的路上，掃羅以為他帶領一些人，

威風地進入大馬色城去捉拿基督徒，如今他進城時卻是一個無助的瞎

子，需要別人牽手帶領他。 

• 神使掃羅徹底崩潰，令他不得不降服在祂腳前。掃羅的舊生命被改造成

一個在教會歷史中，神的最高貴和最有用的人。  
5) 掃羅的深思（9:9） 

9:9 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喫、也不喝。     
• 對掃羅來說，這個異象是一個大震撼，他必須回憶每一個細節。他【三

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什麼事都不能作，只有等候神下一步

的安排。神帶領他經歷一個重造的過程，回憶以前他的一切所是和所

為，做一個了斷。 

• 雖然得救是一瞬間從永死到永生，出黑暗入光明的事，但得救後仍然需

要慢慢思考得救的經歷和意義，並神豐富的恩典，這是一個過程。掃羅

剛得救就馬上開始這個過程。  
三三三三....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與與與與亞亞亞亞拿拿拿拿尼尼尼尼亞亞亞亞的的的的相相相相遇遇遇遇（（（（9:109:109:109:10----19191919））））    

1.1.1.1. 主主主主差差差差遣遣遣遣亞亞亞亞拿拿拿拿尼尼尼尼亞亞亞亞（（（（9:109:109:109:10----12121212））））    

9:10 當下在大馬色、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拿尼

亞．他說、主、我在這裡。 

9:11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街去、在猶大的家裡、訪問一個大數人名叫掃羅．他

正禱告． 

9:12 又看見了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見。    

1) 當掃羅在等候主的下一步指示的同時，主正在預備祂的計劃中的另一個人

物，就是大馬色的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亞拿尼亞是一個普通的基督

徒，“是虔誠人，為一切住在那裡的猶太人所稱讚”（22:12）。 

2) 主在異象中叫他去幫助掃羅。這對亞拿尼亞來說是一個嚴格的信心試驗。

按常理，掃羅有嚴厲逼迫基督徒的前科（13-14），亞拿尼亞無法確定掃

羅是否真的信了主；去見掃羅具有危險性。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的確是

主的吩咐。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否常遇到同樣的三叉路口？ 

3) 主告訴亞拿尼亞，掃羅【正禱告】，表示掃羅在那三天什麼事都不作，一

直在禱告，後悔以前逼迫基督徒，或求主給他下一步的指示。掃羅正禱

告，主就差遣亞拿尼亞去訪問他，【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見】。看來

一切都在主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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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亞亞亞亞拿拿拿拿尼尼尼尼亞亞亞亞的的的的忠忠忠忠心心心心（（（（9:139:139:139:13----17a17a17a17a））））    

9:13 亞拿尼亞回答說、主阿、我聽見許多人說、這人怎樣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

的聖徒． 

9:14 並且他在這裡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柄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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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9: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

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 

1) 亞拿尼亞向主表達他對去見掃羅的疑慮。因為從耶路撒冷來的消息，在掃

羅到達前就傳到大馬色教會。許多人說掃羅如何【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門

徒】。並且掃羅【有大祭司給的權柄】，【可以捆綁任何求告主名的

人】。亞拿尼亞好像在對主說，你給我的命令等於叫我去自投羅網。 

2) 但主說，【你只管去】，亞拿尼亞就去了。可見他是主忠心的僕人。雖然

環境表示去見掃羅並不明智。但凡是主所說的，他就照著去行。我們可以

向主提供意見，但主有權否決我們所提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甘心樂意地順

服主所作出的決定為最後的決定。 

3) 神呼召人來事奉祂不是依照人腦的思量，乃是根據祂獨有的主權。然而神

是滿有憐憫的。主在否決亞拿尼亞的提議後，並加以解釋，使他明白這決

定的原因。原來掃羅是【神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

面前，宣揚祂的名】。 

4) 亞拿尼亞和掃羅兩人都清楚明白這真理。在保羅書信中常見保羅表達，

“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人、也不是藉著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

叫他從死裡復活的父 神）”（加 1:1）。 

5) 保羅也清楚明白即使他按慣例，常常先將福音傳給自己的同胞猶太人

（13:14; 14:1; 17:1,10; 18:4;19:8），神託付他的主要使命卻是作外

邦人的使徒（羅 11:13;15:16）。並且他也特別要在君王面前見證主（亞

基帕王, 25:23;  該撒, 提後 4:16-17）。 

6) 保羅書信中也多處記載保羅所受的苦難（林前 4:9-13; 林後 11:23-29; 

12:7-10）。其實這些只是保羅所遭受的苦難的一小部分。他一生都在苦

難中事奉神，一直到他被砍頭，為主殉道為止。 

7) 基於神直接的話語，亞拿尼亞就坦然無懼地去見掃羅。在保羅後來的回憶

中，他引述亞拿尼亞當時對他所說的，”我們祖宗的 神、揀選了你、叫

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見那義者、聽他口中所出的聲音。因為你要將所看

見的、所聽見的、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22:14-15）。  
3.3.3.3.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被被被被聖聖聖聖靈靈靈靈充充充充滿滿滿滿（（（（9:17b9:17b9:17b9:17b））））    

9:17 ……………………………………………..、又被聖靈充滿。 

1) 神打發亞拿尼亞來告訴掃羅一個好消息，就是叫掃羅能看見。同時他帶來

一個更好的消息，就是掃羅要【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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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此時掃羅已經信了主，聖靈已經住在他裡面。掃羅受聖靈和主的差遣

時，沒有其他的使徒在場。他是一個受神託付去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

而其他十二使徒的主要託付還是向猶太人傳福音。掃羅的使徒權柄不是受

之於其他使徒（加 1:1）。他是主親自揀選的，他的教導也是直接從神領

受的。 

3) 神叫掃羅被聖靈充滿，要在兩方面改變掃羅。首先，聖靈將掃羅原有的才

幹加以改造為神能使用的恩賜。接著，聖靈除去掃羅身上祂所不喜悅的性

情，並以神所喜悅的替代之。  
4.4.4.4. 與與與與聖聖聖聖徒徒徒徒的的的的交交交交通通通通（（（（9999::::18 18 18 18 ---- 19 19 19 19））））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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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喫過飯就健壯了。掃羅和大馬色的門徒同住了些日子． 

1) 亞拿尼亞的話一說完，掃羅馬上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如同每一個

基督徒的信而受洗。這樣他就公開地與曾經遭他逼迫的人聯合。 

2) 掃羅信了主後，那些曾經遭受他憎恨，逼迫的基督徒反而變成了他的弟

兄，朋友，而他以前的朋友卻成為他的敵人，甚至想要殺他（23）。他也

與【大馬色的門徒同住了一些日子】。     
四四四四....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遭遭遭遭受受受受逼逼逼逼迫迫迫迫（（（（9:209:209:209:20----25252525））））    

1.1.1.1.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宣宣宣宣傳傳傳傳耶耶耶耶穌穌穌穌（（（（9:20 9:20 9:20 9:20 ---- 22 22 22 22））））    

9:20 就在各會堂裡宣傳耶穌、說他是 神的兒子。 

9:21 凡聽見的人、都驚奇說、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人麼．並且他

到這裡來、特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裡。 

9:22 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大馬色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1) 每一個信主的人都喜歡講他得救的經歷，掃羅也不例外。本來他來各會堂

的目的是捉拿基督徒，結果反而成為在各會堂【宣傳耶穌】的講員。他稱

耶穌為【神的兒子】，此處是全使徒行傳中唯一提到這稱呼，而保羅在他

的書信中卻起碼有十五次之多。這是保羅宣教的主要重點，意味耶穌的神

性（約 10:31-36）。 

2) 聽見掃羅傳道的人【都驚奇】。這反應不難理解；一個最捍衛猶太教，排

除基督教的人竟然變成一個最熱心傳基督教的宣教者。 

3) 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大馬色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也就是

猶太人一直在等候的彌賽亞。     
2.2.2.2.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受受受受逼逼逼逼迫迫迫迫（（（（9999::::23 23 23 23 ---- 25 25 25 25））））    

9:23 過了好些日子、猶太人商議要殺掃羅。 

9:24 但他們的計謀、被掃羅知道了。他們又晝夜在城門守候要殺他． 

9:25 他的門徒就在夜間、用筐子把他從城牆上縋下去。 

 



使徒行傳 9:1-31 Page 6 
 

1) 掃羅信主後沒有馬上去耶路撒冷見其他的使徒，反而去了亞拉伯，三年後

又回到大馬色(加 1:17-18)。由於大馬色的猶太人要殺他，他就在夜間逃

走，往耶路撒冷去見彼得，並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2) 【過了好些日子】就是從第 22 節到第 23 節，相隔三年。在這三年中，掃

羅從主直接領受真理。  
五五五五....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與與與與耶耶耶耶路路路路撒撒撒撒冷冷冷冷信信信信徒徒徒徒的的的的相相相相遇遇遇遇（（（（9:269:269:269:26----31313131））））    

1.1.1.1.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遭遭遭遭受受受受棄棄棄棄絕絕絕絕（（（（9:269:269:269:26））））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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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與門徒結交，但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是門徒】。 

2) 耶路撒冷信徒的態度有點令人不解。掃羅已經信主，並且傳福音。照理大

馬色的信徒會告知耶路撒冷信徒。可能因為掃羅在離開大馬色後失踪三年

才到耶路撒冷去。他們會懷疑掃羅這三年去了哪裡。另一個可能就是保羅

到底憑什麼權柄稱自己是使徒。到底他並沒有蒙耶穌基督的揀選。各種沒

有答案的疑問造成懷疑和害怕的氣氛。  
2.2.2.2. 掃掃掃掃羅羅羅羅得得得得蒙蒙蒙蒙接接接接納納納納（（（（9:279:279:279:27----31313131））））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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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馬色、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 

9:28 於是掃羅在耶路撒冷、和門徒出入來往、 

9:29 奉主的名、放膽傳道．並與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講論辯駁．他們卻想法子

要殺他。 

9:30 弟兄們知道了就送他下該撒利亞、打發他往大數去。 

9: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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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藉著巴拿巴的解釋，並【領他去見使徒】，掃羅

才得以將他的見證【述說出來】，證明他的使徒身份。於是掃羅能【在耶

路撒冷，和門徒出入來往】。一旦掃羅被接納了，他就開始【放膽傳道，

與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辯駁】，【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 

2) 當地的教會弟兄為了他的安全起見，【就送他下該撒利亞，打發他往大數

去】。 

3) 9:27 與加 1:18-19 好像有矛盾。加 1:18-19 說掃羅除了彼得，沒見到其他

使徒。而 9:27 指巴拿巴領掃羅去見使徒們（apostles）。路加醫生所指

的“使徒們”好像是廣義地指“屬靈領袖們”，而不是狹義地指十二使

徒。因此兩處經文沒有矛盾；路加確實是指教會領袖們。 

4) 掃羅開始時先向那些殺死司提反的，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傳福音，因為他本

來也是他們中間的人。可能他感到有義務繼續司提反的宣教事工

（22:20）。那些人絕不允許他作見證，因此【卻想法子殺他】。 

5) 我們必須念 22:17-21才能了解當時的情況。神在聖殿中向他說話，提醒

他的使命是作外邦人的使徒（9:15）。神的命令中帶有急迫感，“你趕緊

的離開耶路撒冷、不可遲延、因你為我作的見證、這裡的人、必不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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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掃羅與耶路撒冷的教會領袖分享這信息，他們就協助他回到

大數去。從他們接受了掃羅的見證，確定教會完全接受了掃羅。 

6) 直到 11:25，聖經才再次記載掃羅，那就是巴拿巴找到他，帶他去安提亞

教會一同事奉。那已經是七年後的事了。可見掃羅在大數那一帶繼續他的

宣教事工。後來他到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傳福音（加 1:21），並在那裡建

立教會（15:41）。有些聖經學者認為加拉太教會就是在那時建立的。 

7) 由於掃羅離開了大馬色，所有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人數也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