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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2)第四季 成人主日學: 使徒行傳   

第六課  徒 9:1-31 ：「保羅(原稱掃羅)信主」 

1、 關鍵事件：神賜保羅看見異像,悔改歸主,熱心傳道:其二保

羅信主見證（徒 22:1-24 ,徒 26:2-23）。 

2、 大綱 

 一、掃羅(徒 13:9 後稱保羅)殘害基督的門徒(徒 9:1~2 節) 

 二、掃羅轉變的過程： 

(1)他被天上的光從四面照倒(徒 9:3~4 節上)； 

(2)他從主的話認識基督與教會(4 節下~5 節)； 

(3)他被主引導(6 節)； 

(4)他轉變的過程有見證人(7 節)； 

(5)他順從主的引導(8~9 節) 

 三、主對亞拿尼亞的引導 

(1)吩咐亞拿尼亞去為掃羅按手(徒 9:10~12 節)； 

(2)亞拿尼亞的申述(13~14 節)； 

(3)主解釋說掃羅是祂所揀選的器皿(15~16 節) 

 四、掃羅得著亞拿尼亞的幫助： 

(1)亞拿尼亞為掃羅按手(徒 9:17 節)； 

(2)掃羅恢復視力後受浸(18 節) 

 五、掃羅轉變後的情形： 

(1)他照顧肉身的需要──吃飯(徒 9:19 節上)； 

(2)他照顧靈性的需要──與肢體有交通(19 節下)； 

(3)他向人傳揚福音，顯明人生的轉變(20~21 節)； 

(4)他的屬靈能力在增長(22 節) 

 六、掃羅為信仰遭受患難： 

(1)他面臨猶太人的謀害(徒 9:23~25 節)； 

(2)他面對耶路撒冷信徒的疑懼(26~28 節)； 

(3)他被打發往大數去避難(29~30 節) 

 七、隨掃羅的轉變，帶來各處教會蒙恩的光景(徒 9: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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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平安；(2)被建立； 

(3)敬畏主，蒙聖靈安慰；(4)人數增多 

3、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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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色』

即今敘利亞的首府，距離耶路撒冷約有二百五十公里。  

4、 《徒 9:4》「有聲音對他說：『掃羅，掃羅，你為甚麼逼迫

我？』」主是說『你為甚麼逼迫我』。主與一切信祂的人認

同。逼迫教會，就是逼迫基督。受傷的是肢體，感覺的是頭

(林前十二 27；弗一 22~23)。 

5、 《徒 9:5 上》「他說：『主阿，你是誰？』。」『主阿』這

稱呼表示掃羅知道和他說話的這一位，並非等閒之輩，乃是

大有權柄的『主』。掃羅被光照，認識祂乃是萬有的「主」 

6、 《徒 9:6》「起來，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

你。」常是一步一步的，而不是一次就全部指引的。也多有

透過弟兄姊妹得的啟示指引。許多時候，我們得了神的旨

意，還得尋求別方面的印證；如果沒有人的印證，也得有事

或物的印證。若一無其他印證，那心中得之意向往往是可疑

的。《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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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廿二 10)『主阿，我當作甚麼』掃羅已經承認耶穌是彌賽亞

(就是基督)，是掌管他一生的主。 

7、 《徒 26:14》同行的人，…，聽見聲音，卻看不見人。」沒

有聽明聲音裏的意思(徒廿二 9)，也沒有看見主的顯現。。 

8、 《徒 9:11》「主(在異象中)對亞拿尼亞說：『起來，往直

街去，在猶大的家裏，訪問一個大數人名叫掃羅。他正禱

告。』」「亞拿尼亞」名為耶和華的憐憫，主顯恩慈，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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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聽。『異象』(vision)是指肉眼可見的景象，或指魂遊象

外時心眼所看見的景象(徒十一 5)這裏得指示很明確清楚。 

9、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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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象』中之『異象』。 

10、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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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羅的惡

名昭彰，連遠在大馬色的一個普通弟兄也風聞他。『聖徒』

指每一位真實相信主的人(羅一 7；林前一 2；林後一 1) 是

被分別出來歸於神的「聖徒」。 

11、 《徒 9: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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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皿』一詞，乃是指可用來承裝東西的容器，故他從母腹裏就

被分別出來，現在又來施恩呼召他(加一 15)。掃羅為了宣

揚主的名，比別人多受苦難(林後十一 23~28)。受苦是基督

徒免不了的，我們進入神的國，必須經歷許多艱難(徒十四

22)。 

12、 《徒 9:17 下-18》「亞拿尼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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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聖靈充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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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拿尼亞

是第一位稱另一個信徒為『兄弟』的人。主的啟示，不僅除

去了亞拿尼亞心中的恐懼，而且也解決了他的仇視(13~16

節)，而能向他過去的敵人伸手說：「兄弟掃羅。」 

13、 《徒 9:18 下-19》「掃羅就能看見，於是起來受了洗。喫過

飯就健壯了…在各會堂裏宣傳耶穌，說祂是神的兒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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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接受主之後，第一件事要作的，就是為主作見證。掃羅

看見異像,悔改歸主。掃羅生命有極大的改變,從一個逼迫基

督徒的人,變成一個熱心傳基督耶穌真道,有力證明耶穌是神

兒子,不怕為傳福音為主受苦的人。請填寫神預先向掃羅(保

羅)說明他將如何為主勞苦和受人逼迫。 (徒 9:10-19) 

  參考聖經啓導版 1548 頁: 

一、 大馬士革路上信主。(徒 9:3-19) 

二、 往沙漠(阿拉伯)潛修。(徒 9:25 下,加 1:17) 

三、 回耶路撒冷，會晤彼得。後為逃離猶太人，回故鄉大

數。(徒 9:26-30,加 1:18) 

四、 巴拿巴往大數找保羅回安提阿一起事奉。(徒 11:22-26) 

a. 他是神所＿＿＿＿＿的＿＿＿＿、不再是一位________者。 

b. 向外,他要在＿＿和_____人面前,向內要在______人面前,宣

揚___的名。 

c. 今後他為＿＿＿＿的名,必須受許多的 ＿＿__。 

14、 配搭題, 請連上掃羅(保羅)歸信耶穌基督前後的不同: 

表現及遭遇 信主前 信主後 

A. 說話 

B. 權柄 

C. 態度 

D. 信仰 

E. 逼迫 

a. 不信耶穌是神的兒

子 

b. 說威嚇的話 

c. 捆綁求告主名的人 

d. 憑文書捉拿信徒 

e. 憎恨、惡待信徒 

1.( )渴慕與信徒相交 

2.( )信耶穌是神的兒子 

3.( )為主名受逼害 

4.( )憑聖靈能力傳道 

5.( )口才宣揚耶穌之名 

 

15、 《徒 9:18 下-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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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倒』含意是『混合在一

起』。換句話說，住大馬色的猶太人被掃羅的話征服了，對

自己原來的信念感到混淆、困惑、沮喪。寄恨保羅，謀害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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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幸得逃脫《林後 11:32-33》「在大馬色亞哩達王手下

的提督、 把守大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從窗戶中、在筐子

裡從城牆上被人縋下去、脫離了他的手。」 

16、 《徒 9: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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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所得

著的生命是喜歡結交信徒的；凡是不喜歡與信徒團契交通

的，他們在神面前的屬靈光景必定不好。『使徒』是指廣義

的使徒，而非僅限於十二使徒。按廣義的使徒定義，巴拿巴

也是使徒(徒十四 14)，而主的兄弟雅各在耶路撒冷具有與

使徒相等的地位(加二 9)。 

17、 經文概覽 

掃羅逼害教會，拿大祭司的文書來抓拿信徒，有逃到離耶路

撒冷 150 哩的大馬色，掃羅持信來追捕。將到，主向掃羅顯

現，主的大光照耀他。主問掃羅: 『掃羅，掃羅，你為甚麼

逼迫我?』掃羅頓事失明。同行的引領掃羅進城，三晝夜不

吃不渴。料反覆思量，心裏痛悔以前逼迫教會等於逼迫耶

穌。也紮心上回同謀害司提反。 

主吩咐亞拿尼亞去為掃羅按手。同步，主憑異象讓掃羅看見

亞拿尼亞為他按手醫治。事果然徹底成就了。亞拿尼亞為掃

羅按手，眼睛能看見。掃羅明白耶穌基督是彌賽亞，就起來

受浸。自始終身不斷，熱心事奉，鞠躬盡瘁，終為主殉道。 

未幾掃羅逃往阿拉伯。又回到大馬色，在會堂及各處傳講耶

穌是基督。因而觸怒猶太人和官府，他們和城的提督聯手，

把守城門要殺數羅。幸有人用筐子把掃羅由城牆墜下逃走。 

約兩年後，掃羅上耶路撒冷拜訪，人都怕他。唯巴拿巴出面

保証掃羅，領他去見使徒，才被門徒們接納。掃羅在耶路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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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傳道。猶太人駁辯不及，謀害要殺他，門徒把他送到該撒

利亞繼乘船回大數。猶大和撒瑪利亞的教會都得平安，敬畏

主，聖靈安慰，人數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