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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查经之十三：9:1-31—组长版 

 

诗歌/祷告： 

 

破冰问题：  如果你今年能做一个重要决定来改变你的人生，会是什么？ 

 

读经：《使徒行传》9:1-31 

 

背景介绍与名词解释： 

在第七和八章中司提反及腓利已经为教会的普世宣教事工做好了准备，路加在第

九、十章中继续告诉我们两个非常特别的归主故事，一是关于大数的扫罗，他后

来成为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二是关于百夫长哥尼流，他是第一个归主的外邦人。

路加讲扫罗的事，表明神的无限的能力使人得救，并预备好以后福音传给外邦人

的道路。如果神能拯救谋杀基督徒的头子，他就能拯救任何人。每一个回转信主

的人都是一个神迹。扫罗将真正是一个被改变的人 

 

名词：  

   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当时罗马统治下叙利亚省的政治经济要镇，位于以色

列的东北，是叙利亚的首都。距离耶路撒冷一百五十一哩（242 公里），其中犹

太人口不少。它受罗马叙利亚省所管辖，是底加波利自治城市联盟的一员。） 

 

观察与解释： 

 

1. 找出经文中所出现的人物、地点、所发生的事件 

 

第1-2节 扫罗自己：他在耶路撒冷时、信主前的情况 

2. 综合前几章经文并1至2节，路加共提到扫罗几次？分别是哪几次？（三次，

第一次是7:58、60 司提反被害时，扫罗喜悦此事；第二次是8:3司提反被害后，

扫罗残害教会；第三次9:1-2） 

 

3. 扫罗为什么要去大马士革？（V1、2扫罗不满足于仅在耶路撒冷逼迫跟随耶

稣的信徒们，或有许多信徒从耶路撒冷逃到大马士革，于是他寻求得到大祭司文

书的许可，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去，要在犹太会堂里找出“主的门徒”和那些“信

奉这道的人”（9：1－2）。他打算抓住他们，并带回耶路撒冷审判。） 

 

4. 在经文中扫罗是如何逼迫教会的？（“仍然”表示扫罗持续的残害、逼迫教

会，不断的升级，从耶路撒冷追捕到大马士革。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捆绑、带到

耶路撒冷） 

 

5. 你觉得悔改前的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参考徒 22章 3～5、19～20、二

十六 4～11、加 1章 13～14、腓 3章 5～6（扫罗开始出现在徒七 58、60。扫罗

是一位狂热的律法主义者，他逼迫教会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为“上帝”发热心，

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反而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教会）是异端，是亵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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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人。他主动追捕那些逃到或在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并从大祭司那里拿到追捕

的文书，积极主动执行。可谓宗教狂热分子，残害教会的头号人物） 

 

第 3-9节 扫罗与耶稣：在大马士革路上的归主过程 

 

6. 请一位用自己的话描述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经历（注意一些细节）（扫

罗和同行的人差不多走完了这 240多公里的路程，这大概用了他们一周的时间，

但神对扫罗另有计划──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他与复活的基督有个人的相遇。

留心发生了什么，扫罗──忽然看见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回答：“主啊，你是谁？”；听到那

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9：3－6）；指示他起来，进城去） 

 

7. 为什么说扫罗逼迫的是耶稣呢？（V5这话直接针对保罗当前的任务而发；他

以为要去攻击的是一群以异端方式敬拜神的人，其实他乃是攻击一个在天上有代

言人的团体；攻击信徒，就是攻击这位属天的基督。逼迫信徒就等于逼迫耶稣（路

一 16）；更重要的，就是他所逼迫的耶稣已经有了属天的位份，证明祂已被神

悦纳高举。这样，保罗向神的热心，却变为攻击神，因为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8. 扫罗在身体上瞎眼象征什么？（扫罗爬起来，尽管他的眼睛睁开，但他却看

不见了，不得不让人牵着他的手去大马色（9：8）。像扫罗这样的地位，却是如

此的无助，他被降为卑；为什么扫罗被光照瞎了眼睛？首先，可能是因为他亲眼

看见了主那光芒四射的荣耀。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是他属灵上瞎眼的

生动写照，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如此！（见林后 4：3－4）。）这对我们的属灵生

命有何提醒呢？ 

 

9. 扫罗悔改的经历和过程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不是我们信主的人都必须如此

呢？（扫罗悔改的经过﹕参考徒二十二 6～16、二十六 12～18中更多的记录（包

括时间、对话方式和内容等等。成为彼此的补充。）扫罗悔改的经历很特别，这

经历包括一些戏剧性的、超自然的事件，如天上的光、直呼他的名字，复活的基

督向他直接显现，这些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的。神带领每一个人归向祂的

方式都不同。但重点是在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和对福音的持守，我们今天也可以

（也必须）亲自经历与耶稣的相遇，以悔改及信靠他的心回应他，并且从他领受

呼召，跟随他。服事他） 

 

10. 是什么原因导致扫罗信主呢？（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全能的恩典，

并不是扫罗主动，而是基督定意拣选他，而介入他的生命中） 

 

11. 这几节经文怎样显示了基督的大能、尊严和威荣，又怎样表现出祂的怜悯、

爱心与恩典呢？比较提前 1：12-14。（从天上来的大光和声音显明了基督的荣

耀和威严，人不能在祂面前站立，都要屈膝俯伏。祂选召一个正在残害信徒的人

作祂的门徒，将保罗从罪恶的道路上引领回转，授予他传福音的使命和能力，显

示了祂的怜悯和恩典。基督对扫罗表现的无限宽容，应该是让我们得到激励的榜

样，神的恩典的主动、大有能力翻转了扫罗的生命，今天也同样能翻转我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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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扫罗过去的不堪，就越看到基督的恩典、怜悯。越了解我们自己的不堪，就

越能经历恩典）在你的生命中有如此的经历吗？试分享 

 

第 10-19 节 扫罗及亚拿尼亚：他被大马士革教会接受 

 

12. 主叫亚拿尼亚担任什么任务？（V10-17主吩咐亚拿尼亚去医治扫罗、为他祷

告、又被圣灵充满） 

 

13. 亚拿尼亚对于神的显现有何态度？为什么呢？（V13、14亚拿尼亚以温和的

方式向神抗议，因他一开始不清楚神为什么差他去见这个恶人扫罗，去找扫罗就

等于向警方自首，是自杀的行为。也有可能亚拿尼亚自己因为扫罗以前的名声有

些畏惧他（9：13－14） 

 

14. 亚拿尼亚是如何做的？他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顺服了神的命令？（V17、

18于是就顺服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就去了。并且称呼扫罗为“弟兄”，为他

按手祷告，为他施洗并预备饭食。按着神的吩咐，亚拿尼亚成为神祝福的器皿，

使保罗也成为神手中工作的器皿（提后三 21）。我们不能用自己固有的思维和

逻辑或周围的环境去限制神的作为） 

 

15. 亚拿尼亚在哪一方面是我们去帮助初信者时应当学效的一个好榜样呢？ 

 

16. 上帝是为了什么目的把扫罗分别出来呢？ （V15、16他的任务是要在外邦人、

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神的名。这儿神选召的观念，与廿二 14，及廿六 16 相

符合，也与保罗在加拉太书一 15 所表白的相合。“宣扬我的名”（to carry 

myname）是个很特别的用法，表示为耶稣作见证（参九 27）。外邦人，君王，

和以色列人，代表了三大类人，保罗后来果真在他们面前作见证；这些字的排列

次序很特别，强调出保罗奉派去外邦人中间作工。） 

 

17. 9章 16对你有何震动？（宣扬神的名并非易事，包括要为耶稣受许多苦难，

这与当初他加害信徒成了尖锐的对比（九 13）。忠心为主作见证的代价极重，

传福音的人因此多受苦难；对于这一点，使徒行传丝毫没有掩饰） 

 

18. 当亚拿尼亚为扫罗祷告时，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V18、19保罗恢复

视力，眼睛上有鳞片般的东西掉下来。他受了亚拿尼亚的洗，然后便结束了禁食，

身体和灵魂都健壮了） 

 

19. 参考提前 1章 12 到 17节，思想扫罗在这件事情上对神恩典的体会。我们自

己呢？ 

 

第 20-31 更新后的扫罗竭力为主传道，扫罗被巴拿巴引见与耶路撒冷的使徒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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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扫罗在与大马色的门徒同住的日子里，做了些什么？（v20-21 传讲耶稣，

以致于人都惊奇。因为他本是“残害求告这名的”）他的信息的重点是什么? （v20 

耶稣是神的儿子） 

 

21. 听到扫罗的信息的人有什么反应？（v21 都惊奇保罗的 180度大改变,短短

的几天内变化惊人）按你分析这里提到的这些人是什么人、或说他们对基督信仰

的立场是什么？（v20 扫罗是在各会堂里宣讲，听到的人应该是犹太人或归顺犹

太信仰的外邦人。他们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讲到扫罗本来是要“捆绑他们”，

显然他们自己置身事外。但从他们的话中看他们也不是抵挡基督的犹太人，如

22节中提到的那些人。） 

 

22. 从 9：22节想象一下，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如何与扫罗辩论？如何被驳倒？（犹

太人认为耶稣是人、自称是神，所以该死。而扫罗靠圣灵的能力，又有良好的旧

约圣经训练，他是出身迦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对旧约非常熟。一旦经历耶稣，

思想转过来，可以想到旧约中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证明需要

证据，而扫罗有充分的旧约圣经的证据，证明耶稣是基督。） 

 

23. 扫罗遇见耶稣后生命完全改变，你遇到耶稣后有什么改变吗？ 

 

24. 有人知道 23节中“过了好些日子”有多久、其中发生了什么吗？（根据加 1：

17-18，至少包括扫罗去亚拉伯旷野又回到大马色的三年。加 1：17 “也没有上

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18 过
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矶法，” 虽无人确知扫罗在旷野阶段如何亲近神，

领受教导，但从加拉太书中可以知道他已经领悟了律法与恩典的关系，以及基督

身体内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何成为一体彼此联合的真理。他回到大马色后，信息必

是更加犀利有力，以至于硬心不信的犹太人商议想杀他。） 

 

25. 犹太人对扫罗都有哪些行动？（v23商议要杀，v24 计谋，昼夜在城门守候，

要杀他。可以看到紧迫气氛） 

 

26. 扫罗的反应是什么？（v24 发现阴谋 v25 在门徒帮助下夜间逃走） 

 

27. 为什么有时不信耶稣的人会逼迫那些传耶稣是基督的人？ 

 

28. 扫罗在耶路撒冷遇到的待遇如何？（v26-27 他主动接触门徒，但门徒开始不

信任他，“怕他”，是巴拿巴首先相信他的见证。巴拿巴的介绍，将他引入门徒

的团契。） 

 

29. 你觉得为什么门徒开始不接纳扫罗？ 

 

30. 你有没有遇到过不被接纳的情况？后来情况改善了吗？如何改善的？ 

 

31. 巴拿巴向谁介绍扫罗？（v27 使徒）如何介绍的？（v27）他的介绍有什么

结果？（v28）你是愿意做作巴拿巴为扫罗所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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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扫罗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v29）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你觉得他做的是成

功还是不成功？为什么？ 

 

33. 归纳改变后的扫罗所做的见证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他的见证以基督为中

心，V20、22；焦点在于基督。见证不等于自传，作见证就是宣扬基督；第二，

扫罗能够为基督作见证，因为得力于圣灵（V17），以至于他越发有能力，圣灵

的工作就是为基督作见证；第三，他所做的见证是勇敢的（V27、28、29）；第

四，扫罗为其付上代价）对我们有何帮助和提醒？ 

 

34. 路加提到哪几个地方的教会状况？（v31） 将 31节和 6：7做一比较。请注

意教会如何扩展了它的境界（教会的境界由耶路撒冷扩展到了犹太地、加利利和

撒马利亚）当时教会的整体状况如何？（v31）有哪些特征？（v31得平安，被

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安慰，人数增长。）这里提到的描述教会的因素为什

么重要？ 

 

35. 我们自己教会的状况比较当时教会的状况怎么样？我们自己有哪些可以做

的？ 

 

归纳与应用： 

 

1. 今天的讨论给你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2. 简短分享自己信主的过程中所明白的神的恩典。常常回忆怎样会让我们心存

感恩？思想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 

 

3. 通过扫罗的故事和见证，我们该如何为神作见证呢？ 

 

4. 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改变的？可以写下来下次小组分享 

 

5. 别人（甚至是基督徒）曾经对我们的伤害或误会，是否让我们拒绝接受他们

的改变？我们如何从巴拿巴身上学到接纳？ 

 

6. 简短分享在自己属灵成长的道路上有人如何象亚拿尼亚和巴拿巴一样，带

领、帮助、扶持我们。自己在别人属灵的成长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否有可以改进

的地方？如果有，如何改进？ 

 

7. 试将保罗所遭受犹太人的反对和他在大马士革（22-25节）和耶路撒冷（26-30

节）所经验的基督徒团契做一比较。今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仍然可能会使他碰

到新仇敌和新朋友吗？ 

 

8. 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如何彼此代祷？（分 3-4 人的小组，为彼此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