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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使徒行传》系列第四讲，我是德瑞克‧汤玛士牧师。

今天的主题是「神的忍耐、神的大能和保罗的受苦」。 

 

你喜欢〈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吗？从这首诗歌的歌词中，你几乎可以听到罪的锁炼断

开的声音。约翰‧纽顿写了这首诗歌，他在 1700 年代出生于伦敦，最后成了一位热爱

人类的牧师。但是在那之前，他自己承认，他是个邪恶的人，他的心和他的生活都是

充满怒气、残忍、疯狂和罪恶的。事实上，有段时间，他拥有一艘奴隶船，并且担任

船长，他的内心充满愤怒，他会像对待动物那样去辱骂和虐待那些服侍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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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神向他彰显怜悯和恩典，神转变了约翰‧纽顿，神使他成为充满热情、爱人

的人。事实上，他不仅是牧师和圣诗作者，他和威廉‧威伯福斯一起，废除在欧洲交易

非洲奴隶。神一直在转变人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

作扫罗。 

 

如果你翻开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要读这个扫罗的故事。他的希腊名字叫作

保罗。事实上，在这个信息里，我将会使用这些名字，但是，指的是同一个人。扫罗

是希伯来人称呼他的名字；保罗是他的希腊名字，那是希腊人对他的称呼。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三十一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希望你看

三件事：神的忍耐、神的大能以及保罗的受苦。什么样的特权，让我们可以生活在一

种文化中，那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识字，我们可以读，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用自

己的语言读神的话，路加医生自己写的，这位第一世纪的医学博士，他在圣灵的启示

下写的，他说了这些话，在第一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

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

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

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

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

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1-9） 

 

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

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

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

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

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

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10-16）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

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

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

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

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



Página (Page) 3 

 ©  David Platt & Radical. 

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

督。」（17-22） 

 

「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

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缒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

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

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

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

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

亚，打发他往大数去。」（23-30） 

 

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

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我爱这个城市里的穆斯林百姓，和你们许多人一样，我为他们祷告。大约在几个月以

前，我去拜访这城市里的一间清真寺。我在那里看到，大约三百个男人，他们在星期

五的下午一点钟，也许正是他们工作的午休时间，同样也有很多女人在那儿。因为房

间里有隔板，把男人和女人分开来，所以我看不到那些女人。 

 

那里的男人，有从中东搬迁到这里的，也有白种男人、非裔美籍男人，以及其他族裔

的人。他们的穿著正式，有些是商场专业人士和医界专业人士，甚至也有在街头流浪

的人。他们全部在一起祷告，要听信息。 

 

那天的信息大致是这样，这些人都非常专心的聆听信息。 

 

「你们必须把阿拉放在生命的首位。阿拉配得你拥有所有的一切，你们当中很多人被

物质和你的家庭吸引，穆斯林在第七和第八世纪进入西班牙，西班牙接受了穆斯林。

穆斯林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进入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接受了穆斯林。现在，印度尼

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这里呢？那是因为你们把

物质财产放在阿拉之前，你把你的孩子放在阿拉之前，阿拉才配得你们完全的奉献。

如果你拥有企业，你必须只能聘用穆斯林，当你买房子时，你要买在穆斯林的邻居旁

边。你要把一切都给阿拉。」 

 



Página (Page) 4 

 ©  David Platt & Radical. 

这是非常有趣的信息。我们可以这么说，就在这里，在我们所住的城市里，有很多穆

斯林，但是今天，我希望你直接注意这个问题，你认为神能拯救、改变、转变一个充

满热情的、狂热的宗教大师，好像这个特殊的人吗？你认为神能拯救他、叫他成为一

个宣教士，或是在未得之民族群间作拓植教会吗？你认为神能作那些事情吗？希望，

在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你们会更多地学到并看到答案。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在我读这一节的时候，我希望你透过提摩太前书 1:15-16 的镜

头来看，这是保罗在他信靠基督之后，写给提摩太的话，他在那里说：「基督耶稣降

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

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

的人作榜样。」 

 

神的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林前 13:4）并且「神就是爱」（约壹 4:8）。我希望你在这节经文

中看到神的忍耐。看第一节，这样说：「扫罗」，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扫罗这个人，

不像第一世纪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不在耶路撒冷出生，扫罗出生在大数，大数这个城

市就在以色列上方，就是我们现在土耳其的地方。他出生在可爱的家庭，他的父母是

犹太人，他的父亲是法利赛人。不仅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的父亲还是罗

马公民，也就意味着说，当保罗出生时，他的身分就是罗马公民了。 

 

作为年轻人，他长大了，他的父母送他到耶路撒冷学习，在法利赛的教法师门下学

习，他的名字叫作迦玛列。保罗得到一个年轻人在第一世纪所能够获得最好的教育。

事实上，他受过完整的教育，保罗应该从头到尾熟悉旧约。事实上，更多的是，他不

得不要背下来的。他必须说流利的希伯来语、希腊语和亚兰语，甚至拉丁语。他自己

承认，他充满激情、充满热情的。他在知识和能力上都超越了同侪，他按部就班向上

爬。犹太人的传统和犹太的信仰在他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仍然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仍然威吓他

们，从第一次我们看到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和第八章里，你记得吗？他是其中一

个，站在那里，手持着外衣、长袍，在那些拿着石头的人群中，看着他们扔向那个叫

作司提反的人，直到他活活被打死。是什么样子的人，会选择冷眼旁观的态度，默许

那群带着敌意、愤怒、谩骂和残忍的人置另一个人于死地。司提反，圣经说：「他的

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充满了圣灵的恩典与智慧，但是他们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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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群人，用司提反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一群硬着颈项、骄傲、总是拒绝圣灵

的人。保罗就是这一类型的人。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他了，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说他

仍然「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一个愤怒的人会这么做的，这是他们的态度，这是谋

杀。 

 

「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

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保罗是这样的去迫害、甚至致死这些基督徒，不但在耶路撒

冷，这样对他来说还不够，他是如此的狂热，是如此充满热情，他是如此的确定，这

些基督徒是错误的，「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被挂在树上，说是被神咒诅

的，而神是弥赛亚、是基督？」我们要杀了他们，我们要立刻消灭他们和全部的人，

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在耶路撒冷，我们还要去到大马色。」 

 

因此，他去见大祭司，在那时候的大祭司可能就是该亚法，该亚法是当时公会的监

督，公会有七十一个人，都是犹太人的领袖，他去是为了取得去大马色的同意书。大

马色这个城市大约在耶路撒冷东北 135 英里的地方，这 135 英里的距离，可以用步行

的，或是骑骆驼、或是骑马。 

 

所以，这个危险的男子，充满怒气、等着要到那里去，等着要捆绑基督徒，等着要把

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甚至先杀了他们当中有些人，他对这些男男女女没有丝毫怜悯心

肠。让我们看第三节，看看发生什么事。「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

光，四面照着他。」你看到这个吗？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一个有罪的、愤怒的

男子，他不仅是走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还是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但是神拯救了

他。 

 

看见神对罪人的忍耐 

 

你看见神对保罗的忍耐吗？你看见神对罪人的忍耐吗？你看到神拯救的这个人，他正

在往地狱的路上去，神却使他成为「正道」的一部分，当神显在耶稣基督面上那荣耀

的光，光照在这个名叫保罗的身上时，用保罗从哥林多后书 4:6 自己的话来形容，在这

里保罗完全地谦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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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发生在大约中午的时候，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里知道。我们也从使徒

行传二十六章那里知道，这照在他身上的光比日头还要明亮，因为是神子，是神的儿

子。现在，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三次强调保罗的改变：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二章

和二十六章。这表示，当路加在述说初代教会的历史时，这件事对作者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 

 

我最近听了一个基督徒父亲的故事，这位基督徒父亲有两个女儿，他不是我们信心家

庭的成员，所以你们不会认识他。他告诉我关于他十八岁的女儿最近离家出走的事。

她带着满满的罪离开，充满了对属世生活的梦想。她看着基督徒父亲的脸说：「我永

远不想要再看到你。」然后她钻进车里，和她那个认识才几个月的男朋友，开着那辆

她的父亲几个月前才买给她的车，扬长而去。 

 

这父亲得知他们要去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他们打算在那里过着一种罪恶和叛逆的生

活。有几次，这位父亲跟我说，他女儿打电话给他，她在电话的那一端，啜泣。这位

父亲知道，他女儿应该是喝酒了，甚至吸食毒品，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出声音对他说

话，电话就被切断了。从那时起，好几个星期了，他一次都没有再听到他女儿的声

音。喔，他有多爱他的女儿，他的心就有多么地痛，我记得这位父亲告诉我：「如

果，只要她能够回家，我爱她，我甚至愿意有耐心，我愿意等，我会为她祷告。」 

 

那次，我被提醒，有耐心的父亲应该要如何做。你看到作个好父亲的忍耐，但你知道

吗？无论如何，好父亲的忍耐不足以和全能神的忍耐比较。你看全能神的忍耐，对这

个有罪的、叛逆的、愤怒的、罪人中的首领，保罗称自己是罪魁的，是如何吗？你看

到神对保罗这个人的怜悯，当神拯救他并且带他进入神的家中吗？ 

 

看见神对你的忍耐 

 

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人子来不是为了

那些健康的人，是为了那些生病的人。」基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此，让

我问你这个问题，你看见神对你的忍耐了吗？我的意思是，你最后一次反省和默想每

一次你失败、犯罪，又回转归向神是什么时候？ 

 

我回想着我自己，在前面的十九年，毫无疑问地，我活在罪恶和自私里，有太多的日

子，父神可以转脸不理我，而神大可以弃我于不顾，当我藐视神的忍耐时。听听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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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书 2:4 说的：「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呢？」听，神对你的忍耐，即使你犯了罪，你仍然存活的重要理由，就是神要因此显

明神的忍耐并引导你悔改。这不是恩赐，以致于你可能仍然留在你的罪中，这是恩赐

以致于让你能从罪中转回。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你能从你的罪中回转，当你看到神对

保罗的忍耐时，你看到神也是这样对你吗？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

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你愿意悔改，并且把你的信任放在那爱

你、为你献上神自己的那位吗？你愿意把你的信任放在那位与保罗相遇、也要与你相

遇的那位吗？谁过着完美的生活是你从来没有的？谁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当神

受咒诅时，神是为保罗，也是为你呢？你会把你的信任放在这位，神已经胜过罪、死

亡和地狱的吗？你看到神的忍耐吗？ 

 

神的大能 

 

不仅是你看到神的忍耐，在这段信息中，你看到神的大能吗？跟我一起来看使徒行传 

9:4：「他就仆倒在地......。」这骄傲、充满罪的男子，在神面前谦卑，用他的双膝，甚

至可能连他的脸都俯伏了。有关那些他过去相信的耶稣，有关于所有的事，他承认他

过去完全错了。他如今谦卑了。看第四和第五节，「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

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稣。』」这位掌管宇宙的神开始对保罗说话。 

 

当你犯罪，你的罪不只是与人的对立而已；当你犯罪，你的罪是与神对立。保罗迫害

教会的罪是与神的对立，是抵挡耶稣基督神本身，因为基督与神的子民同在，以致于

如果你践踏了教会，你就是践踏了神。这是既严重又危险的事，落入圣洁之神的手

中，而刚好这位公义的神恨恶罪，保罗配得落入那位不但忿怒、更是烈怒的神手中，

无论如何，神却赐给了他，他不配得的恩典，神赐给保罗恩典，以及神用大能改变保

罗。 

 

看见神至高无上怜悯的大能 

 

你看见神至高无上的怜悯的大能吗？你在这段信息中看见了吗？神至高无上的怜悯。

听听保罗的话，他晚年写在加拉太书 1:15 里，你需要把它记下来，加拉太书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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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

我心里。」你了解第十六节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吗？保罗没有寻找基督，是基督在寻找

他。保罗没有向全能者祷告，神抵挡圣灵，但是神对他说话。 

 

保罗追赶基督徒，要杀他们。神寻找保罗，爱他、向他启示神的儿子。看第六节到第

九节，在保罗向这个启示响应时，耶稣告诉他要做什么，「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

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

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

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保罗在灵里面瞎了眼，神向他启示这点，即使他是灵里的盲目，神仍要赐给他可看的

眼，用这双眼睛去看，在旧约里，他过去记住并知道的，从创世记到玛拉基书总是提

到的那一位，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都指向这位弥赛亚、基督、受苦的仆人，保罗错过

了，因为他属灵的眼睛瞎了。 

 

看见神改变的大能 

 

因此，保罗被路人带领，进到了大马色。你在保罗的生命中看见神改变的大能吗？你

看见了吗？请听在彼得前书 1:3 里面的话：「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

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再看使徒行传 9:10：「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

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好，这家伙预备好要服事了，第十

一节，「主对他说：『起来！』」这是他要去的地方，「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

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祢说他叫什么名字，主啊？」第十三节，「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这是有趣的，亚拿尼亚说：「主啊、主啊，宇宙至高无上的神啊，我明白祢知道这个

扫罗为谁工作，祭司长和公会都在留意看扫罗这个坏人哪，主啊！」亚拿尼亚是如此

害怕，却又不敢违背神，所以，他可能会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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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十五节，看这里，「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保罗『是我所拣选的

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注意从保罗转变的那一

刻起，神就为保罗定了计划。事实上，神要托付保罗去完成神的使命，第十六节，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段

信息看到，将来保罗要为传福音吃很多苦。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哥林多后书 11:23-28，保罗说，他为传福音受许多的劳苦、被监禁、数不清的鞭打，

甚至多次几乎要死。「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

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

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

弟兄的危险。」即使在教会中，他发现自己还是在危险中，二十七节，「受劳碌、受

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然而，他却以此为喜乐，因为他知道基督已经胜过了罪，他知道基督已经胜过了罪的

结果。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将经历堕落后的影响。你倒不如信靠那胜过堕落的

基督、在顺服神里面去经历堕落后的影响。 

 

你愿意顺服神、即使这意味着要受苦，因为他对你有极大的忍耐和爱吗？保罗说他愿

意。亚拿尼亚说：「我会去！」和我一起来看第十七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亚拿

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现在你和我一起来

想想看，这句话要从在大马色的门徒，那叫作亚拿尼亚的口中说出来，他很可能认识

很多寡妇，那些人成为寡妇是因为保罗迫害的结果，大马色人和亚拿尼亚也可能认识

很多在耶路撒冷的孤儿，他们会成为孤儿，因为保罗抓了他们的母亲，但是他说了：

「『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

被圣灵充满。』」 

 

十八节，在保罗经历了新约时代的圣灵充满之后，「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

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立刻，他与教会连结，「吃过饭就健壮

了。」接下来的日子，他和门徒在一起，在大马色，因为从他转变的那刻起，他爱教

会，教会也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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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神的大能透过神的教会 

 

因此，透过神的教会看见神的大能。你透过神的教会看见神的大能吗？透过亚拿尼亚

看见神的大能吗？透过那位为他施洗的看见神的大能吗？透过那位欢迎他的人看见神

的大能吗？透过那位为他煮饭、喂他吃饭的人看见神的大能吗？ 

 

那些人爱保罗，轻看他的罪，他们会感觉到对个人产生影响，这提醒了我们，耶稣对

神的门徒说的话，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说的吗？神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

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

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神啊，我们已经蒙赦免，我们怎么能不饶恕扫罗呢？」他们爱他。现在，有许多的

人爱他，我提到那些为他煮饭的人，可能有人煮饭给他吃，是用神赐给他们的恩赐，

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也许不是明显的恩赐，像使徒保罗进到外邦人之地植

堂，也许像是帮助、怜悯、服事和款待的恩赐，但是他们更加服事他。 

 

当我看这段经文时，我想到马丁路德的工作观，叫作《基督徒的天职》，是一本真正

厚重的神学书，他写有关职业与呼召的教义。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的修道士。在那个

时候，修女和祭司是属于圣品阶级的人。当时的观念是，所有其他的人都没有像这些

人那么属灵。所以，他在那样的背景下写了这段话。我很喜欢这段话。听听看，他

说：「当我们用主教导的祷告来祷告时，我们祈求神赐我们今天日用的饮食，神就赐

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做成这事意味着，透过农夫，他们种植并收割谷物，面包师傅

将面粉制成面包，然后有人为我们准备晚餐。」 

 

然后，一位二十一世纪的作者加上这一段， 

 

「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要加上拖拉农产品的卡车司机、在食品加工厂的工厂工人、仓

库管理员、大批发经销商、股市操作员、柜台结账的小姐，还有参与在他们当中做事

的人，如银行家、投资者、广告商、律师、农业科学家、机械工程师，以及其他在国

家经济体系里面的参与者。全部都是有助于你今天早上可以吃到贝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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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吃点儿东西，我们爱你、我们饶恕你，你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所以，也

许，你不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也许，当神在你的城市里拯救了保罗，你可以打

开你的家，你可以说：「来吃顿饭。」 

 

看见神的大能如何赐给你盼望 

 

同时，看见神的大能如何赐给你盼望。你见过那个吗？圣徒们，你们可曾看见过，神

的大能赐给你盼望吗？无论你祷告的对象是被奸淫辖制，或是你自己被奸淫辖制，神

都能够拯救。神拯救那个第四世纪叫作奥古斯丁的人，基督的荣耀打开他的双眼，神

兴起那个人，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基督徒神学家，神从那个束缚中释放了他。 

 

也许你正在为一个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孩子祷告，你从他出生就教导他福音，现在他

是个无神论者。神能拯救一个无神论者吗？神能，在 1900 年代神拯救了鲁益斯，他过

去是个无神论者，当他转变时，他说他被那样的喜乐惊吓到了。也许你在为这样的人

祷告，他在寻求用自己的方式来赢得神的青睐，也许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但是他们认

为，如果他们能有足够的好行为，他们可以赢得神的宠爱。神拯救一个人，他的名字

叫作马丁路德，路德在读罗马书的时候，神打开他的双眼，使他成为宗教改革里其中

一个领袖。也许是一个酒鬼、一个有毒瘾的人，神一样能拯救他们。我想到吉米‧黑

尔，我知道多年前他是「吉米‧黑尔使命中心」的牧师，他过去在这个城市里是有名的

酒鬼，然而，神救了他。这是有盼望的，是为每个你祷告的对象预备的。在基督里，

你有盼望。 

 

保罗的热情 

 

神的忍耐、神的大能，最后，我们要看保罗的热情。保罗过去是个充满热情的人，你

看，即使在他的罪中，他充满了热情，但是神赎回他的热情，神带领这个过去充满热

情，但是错用了热情的人，神重建并且转变这个人的世界观、他的思想、他的观念，

以及他本来先前的想法，那些他看到的现实状况，神赐给他为了神的儿子的热情，并

且赐给他为了福音的热情。 

 

从他转变的那刻起看见保罗对福音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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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转变的那刻起看见保罗对福音的热情。看第二十节，在那里你看到，「就」就是

立刻、马上，「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保罗忍不住要向人诉

说他爱的那位，以及先爱了他的那位。「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

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我仍然记得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这个暑假，我们到一个小区去，在我们的城市

里，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和其他的牧师们、教会领袖们，还有其他非营利机构的

代表。有些是从小区里来的居民，并且，当然，这个方案的负责人也在。我们一起思

考着有什么方法奉耶稣的名，去爱这个小区里面的人，我们一起做计划，我们都一起

想，甚至一起祷告。 

 

我记得这个负责人，他拦住我们，然后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一直在做这个。」我

认为他可能会这样说十五年，他说：「我知道我们在对抗什么，于此同时，就在我们

围坐这里运筹帷幄思考，我们要怎么以最好的方式服事这个小区里面的人的时候，有

个皮条客也在做相同的事，有个毒贩子也在运筹帷幄，思想他们要如何利用这些人为

自己牟利。」 

 

我从那个会议上离开后思想，「有些人顶着商管硕士的头衔，用神赐给他们的才能去

扼杀别人，他们寻找去扼杀大部分的妇女和小孩，在住房方案里，这些叛逆的、有罪

的、生病的、阴暗的、残酷的、愤怒的、谋杀的、硬着颈项的，这些不听话的人们总

是在抵挡圣灵。」 

 

我想：「那不是太好了吗，如果神转变他们其中的一个？如果神改变了其中一个硬着

颈项的人，叛逆的人，兴起他成为教会的植堂者，成为宣教士，去到北非的未得之民

去，也许是一个在北非的企业老板，他可以利用那些他在背逆中所学的技巧，神能赎

回那些，他能为了经济发展在那里使用那些，而当他这么做时，他可以传福音，成为

使徒。或者，也许神拯救他、兴起他，是为了要他成为那里的牧师。」因为神能够。 

 

路加医生说了：「神能拯救像他这样的人。」你看见了吗？「但扫罗越发......」这是在

二十二节说的，「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在他的福音热忱里、热情、热

烈，他愈发地成长。在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我们先前读过，犹太人密谋，无论他去

哪儿，都要杀了他，不管是大马色或是耶路撒冷，他们都要他死。所以，在大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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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叫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起来说：「保罗，你的时刻还没有到，你到耶路撒冷

去。」 

 

看见甚至最热情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也不能独自活着 

 

因此，保罗到耶路撒冷去，他大胆地传讲，神复活了！犹太人也想要杀他，就有使徒

在那里对他说：「不，保罗，现在还不到你要死的时候。」有人，像巴拿巴接待他是

神的子民，即使他们在那里是害怕的，在那里你看见甚至是最热情的耶稣基督的跟随

者也不能活着吗？是的，有很多情况，基督徒殉道了，司提反殉道了。 

 

但是有很多情况，神说：「不，我要你离开这个有很多人想要杀你的地方，因为，我

还为你预备了十三封信要写，保罗，还有很多人在罗马还没有听过福音，而我要差遣

你去那里，事实上，我要差遣你作三次的旅行布道，有一天，你将要去到安提阿，在

安提阿的教会将会差派你到各国去，但是在这之前，保罗，你要去外邦人、君王，和

大马色的犹太人当中传扬我的福音。我要差遣你去亚拉伯三年，你要在那里传讲福

音。然后，你要去到耶路撒冷，你要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他们会差派你去该撒利

亚，你要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你将要回到你的家、你的家乡，你要做的是在那里传

扬福音，保罗，然后，你将要去安提阿，在那里传福音。然后，透过那些我要你去写

的信，你将要传扬我的名字、我的福音到世界各地。保罗，我将要震动世界，我将要

建造我的教会。」 

 

看见神建造并增长神的教会 

 

所以，在神完美、智慧的旨意里，教会对保罗说：「保罗，这还不是你要死的时刻，

这是你存活的日子。」你看见神如何建造并增长神的教会吗？教会继续地在和平中增

长，神给了迫害的时候、神也赐下平安的时候，但是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是迫害

还是平安，神在圣洁上、在人数上增长神的教会。 

 

看见保罗为基督受苦作为响应基督对他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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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保罗为基督受苦作为响应基督对他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保罗并不是

因为耶稣基督而热情，因为他本就是个充满热情的人。他对基督大发热心，是因为基

督亲自地爱他，。 

 

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受苦 

 

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受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

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

了。」（约壹 4:10）那是，耶稣满足了神的忿怒，以致于免了我们的罪债。你看见神

的恩典和神的怜悯吗？也许，你已经读过神的话，神向你显明耶稣基督的面，你可以

看到神的荣耀，你渴望想要，就信靠基督吧。 

 

所以，教会，神能拯救一个非基督徒、宗教大师，在我们城市里的领袖，那些教导谎

言和错误教义，引导其他人误入歧途的人吗？神能拯救像那样的人，叫他们起来成为

宣教士、教会植堂者，去到未得之民的族群吗？我盼望你能看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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