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罪人中罪魁 
                           -- 保羅生命的改變 

提摩太前書 1:12-16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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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
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基督耶穌降

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
十分可佩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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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1:12-16 



（一） 保羅人生的上半場 

保羅的背景 

A. 希臘背景 

• 出生基利家的大數城 （徒21:39) 
  
 • 精通希臘文化 



“保羅說：「我本是猶太人，
生在 基利家 的大數 ， 
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 

求你准我對百姓說話。」” 
                                    (徒21:39) 

 
 



今日的大數（土耳其） 



B. 保羅的猶太背景 

• 生在猶太家庭, 出生第八天
受割禮. 希伯來所生的希伯
來人       (腓立比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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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3:5 

 
 



• 受教於迦瑪列門下  
 

 

 
 

“保羅 說：「我原是 猶太人，生在基利
家的大數 ，長在這城裏，在 迦瑪列 門

下，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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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22:3 

 
 



 
 

• 猶太人教派中屬法利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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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3:5-6 



B. 生來俱有羅馬公民身份 
 

 

 
 

“剛用皮條捆上， 保羅對旁邊站着的百夫

長說：「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
就鞭打他，有這個例嗎？」 百夫長聽見這

話，就去見千夫長，告訴他說：「你要做
甚麼？這人是 羅馬人。」 千夫長就來問 
保羅 說：「你告訴我，你是 羅馬 人嗎？」 
保羅 說：「是。」 千夫長說：「我用許

多銀子才入了羅馬的民籍。」  
保羅 說：「我生來就是。」” 

使徒行傳22:25-28 



（二） 保羅一生的轉折 

--大馬色的奇遇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 ，忽然從
天上發光，四面照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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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
你所逼迫的耶穌。 起來！進城去，
你所當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聽
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  使徒行傳9:3-7 

 
 



“「我將到 大馬士革 ，正走的時候，約在晌
午，忽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着我。 我
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我說：『 掃羅 ！ 
掃羅 ！你為甚麼逼迫我？』 我回答說：
『主啊，你是誰？』他說：『我就是你所
逼迫的 拿撒勒 人耶穌。』 與我同行的人看
見了那光，卻沒有聽明那位對我說話的聲
音。 我說：『主啊，我當做甚麼？』主說：
『起來，進大馬士革去，在那裏，要將所
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訴你。』 我因那光的榮
耀不能看見，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進了大

馬士革 。” 
        

  使徒行傳22:6-11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
比日頭還亮，四面照着我並與我同行的人。 我

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
我說：『 掃羅 ！ 掃羅 ！為甚麼逼迫我？你用
腳踢刺是難的！』 我說：『主啊，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你起來站着，

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
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

他們那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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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信我，得
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使徒行傳26:13-18 

 
 



I. “掃羅 ！ 掃羅 ！ 
你為甚麼逼迫我？” 

a) 「主啊！你是誰？」 
                                            使徒行傳22:8 

 
 

b) 『主啊，我當做甚麼？』 
                                            使徒行傳22:10 



II.『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撒勒人耶穌。』 

                   使徒行傳22:7 

 
 

III. 主說：『起來，進大馬

士革去，在那裏，要將所派
你做的一切事告訴你。』 

使徒行傳22:10 



亞拿尼亞奉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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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9:15 



 
 

“你起來站着，我特意向你顯現，要
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
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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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信我，得蒙
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
業。』」” 
    使徒行傳26:16-18 



(三）保羅人生的下半場 

 
 

（1) 前十年受裝備 

（2) 在安提阿受差派出外宣教
三次 

（3) 最後的十年 



 
 

（2) 在安提阿受差派出外宣教三次 



(四）保羅生命的改變  

 
 

（1) 人生觀價值觀的改變 

腓立比書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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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
要得着基督；” 
 
     腓立比書3:7-8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
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
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使我認識基

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
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
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
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 。” 
 

          腓立比書3:9-10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這不是

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耶穌所以得着我的 。” 
 
         腓立比書3:11-12 



(四）保羅生命的改變 

 
 

（2) 成為主工人的典範 

使徒行傳 20:17-24 



 
 

“保羅 從 米利都 打發人往 以弗所去，
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來了， 保羅 
就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 亞細
亞 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
人如何，” 
          使徒行傳 20:17-18 



 
 

“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 
猶太 人的謀害，經歷試煉。 你們也知

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
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
家裏，我都教導你們；” 
 
         使徒行傳20:19-20 



 
 

“又對 猶太 人和 希臘 人證明當向神
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 現在我
往 耶路撒冷 去，心甚迫切 ，不知道
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 
 
          使徒行傳 20:21-22 



 
 

“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
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 我卻不以性

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
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
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使徒行傳 20:23-24 



 
 

（3) 成為生命的榜樣  
    – 耶穌的見證人 

提摩太前書1:12-17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
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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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1:12-13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
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基督

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
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
人中我是個罪魁。” 
           
           提摩太前書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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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
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提摩太前書1: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