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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歸主記
The Conversion of Saul



絕無僅有：聖經提了三次的歸主見證
One and Only: A conversion mentioned 3 times in the Bible

1. 徒 9:1-19
大馬色當時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
威嚇兇殺的話，去見大祭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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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
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
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
音對他說：「掃羅！掃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

2. 徒 22:1-16
耶路撒冷回述
諸位父兄請聽，我現在對
你們分訴。眾人聽他說的
是希伯來話，就更加安靜
了。保羅說：「我原是猶
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
長在這城裡，在迦瑪列門
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
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
像你們眾人今日一樣。我
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
到死地…

3. 徒 26:9-18
該撒利亞回述
從前我自己以為應當多方
攻擊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這樣行
了。既從祭司長得了權柄，
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裡。
他們被殺，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會堂，我屢次用刑強
逼他們說褻瀆的話，又分
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
們，直到外邦的城邑。那
時，我領了祭司長的…



為何他的歸主見證這麼重要？
Why his conversion testimony so important?

• 一個陰暗的開始 保羅被稱為「最偉大的使徒」，他為耶穌受過最多
的苦難，將福音傳到最遠的地方。新約聖經廿七卷中，有十三卷是他
的著作。這樣一位光明的使徒，卻有一個陰暗的開始。

• 一個徹底的改變 保羅原名掃羅，是一位狂熱的法利賽人，迫害門徒
不遺餘力（他晚年的時候回想當年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正當
掃羅迫害門徒的時候，他遇到了主，他的人生從此徹底改變了。

• 一些重要的原則 掃羅的歸主告訴我們，神的恩典能夠使最壞的人變
成最好的人，福音的敵人變成福音的僕人。掃羅歸主的見證被聖經講
了三次，因為這是最合神心意的歸主，顯示出重要的屬靈原則。



掃羅歸主的見證 Saul’s Conversion Testimony

• 歸主之前

–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
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
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

– 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

– 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裡，他們被殺，我也出名定案。在各會堂我
屢次用刑，強逼他們說褻瀆的話。又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們
直到外邦的城邑。（腓3:5-6; 提前1:13; 徒22:4,26:10-11）



掃羅歸主的見證 Saul’s Conversion Testimony

• 歸主經過
– 基督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末了也顯給我看。

–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他就仆倒
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他
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什麼。有人拉他的手，
領他進了大馬色；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掃羅的眼睛上，
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浸。（林前15:3-
4,8; 徒9:3-5,8-9,17-18）



掃羅歸主的見證 Saul’s Conversion Testimony

• 歸主之後

– 掃羅和大馬色的門徒同住了些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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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他到這裡來，特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
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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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
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徒9:19-22; 
腓3:7-8; 羅1:1)



感恩的回顧 Looking back with a grateful heart

•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
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做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
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
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林前15:9-10; 提前1:13-16）



耶穌與祂的教會 Jesus and His Church

• 「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 「主阿，你是誰？」

•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徒 9:4-5）

• WHY? 掃羅逼迫的是教會，不是耶穌，可是耶穌卻問掃

羅「你為甚麼逼迫我？」--為什麼？



你是否曾經有過「掃羅經驗」？
Did you ever have a “Saul Experience”?

1. 與主相遇 The Divine Encounter

–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2. 與人接觸 The Human Touch

– 亞拿尼亞…把手按在掃羅身上。

3. 生命改變 The Changed Life

– 掃羅和大馬色的門徒同住了些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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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9:19-21）



歸主的屬靈原則 Spiritual principles of conversion

1. 神的因素 與主相遇 The Divine Encounter

–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藉著福音遇見耶穌

2. 人的因素 與人接觸 The Human Touch

– 人是神的器皿，神以人為福音的使者

3. 己的因素 生命改變 The Changed Life

– 從此不再偏行己路，不但與主同行，而且與主同工



甚麼不是歸主 What is NOT a conversion

1. 沒有遇到耶穌不是歸主 No encounter with Jesus

2. 沒有認罪悔改不是歸主 No repentance

3. 只信教不信主不是歸主 No faith in Christ

4. 生命沒有改變不是歸主 No changed life



為何非要信主？信教不行嗎？
Why faith in Christ? Isn’t faith in a religion good enough?

走遍洋海陸地，使人做地獄之子

• 耶穌責備信教的害處，說：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
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
加倍。（太23:15）

• 掃羅在歸主之前熱心於宗教，但那並不能使他得救。
– 耶穌是救主，十字架是救恩，沒有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任何
宗教都不能使人得救。



甚麼是歸主 What is a conversion

1. 藉著福音遇到耶穌 An encounter with Jesus 
through the Gospel

2. 認罪悔改 Repentance

3. 信主 Faith in Christ

4. 生命改變 Changed life



歸主的益處 Benefits of conversion

1. 處境翻轉 Situation Reversed

–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
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2. 眾罪赦免 Sins Pardoned
–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3. 基業確得 Inheritance Secured
– 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26:18）



歸主的步驟 Steps of a conversion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需要悔改的罪人，使你
得到赦免。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你的主和救主，相信他為了救贖你而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後復活。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公開決志，受浸歸主，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