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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變： 

跟隨上帝走過人生交叉路

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想固守安全和熟

悉的現狀，擔心任何的改變會震撼

我們的世界。然而，稍後我們才發現，正

因為我們被迫改變，才能得到如此美好的

福分。

 掃羅正是如此！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

會來到人生的交叉路、會遭遇危險、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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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宣教的路程，並在旅程中得到許多新

朋友的支持。

 如同靈命日糧事工的聖經教師柯貝爾

在本書中所表明，除了保羅，我們很難找

到另一個人，能幫助我們在人生旅程中發

現更多的喜樂和勇氣，因為這位堅守摩西

律法、曾憎惡所有基督徒的學者竟然能改

變！

狄馬汀
靈命日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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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揭開奧祕

改變，還有什麼是比這個更神祕難懂的呢？我

們許多人都熱切地渴望自己所沒有的。但

願我年長一些⋯⋯，但願我健康一些⋯⋯，但願我

能進大學⋯⋯，但願我有一份工作⋯⋯，但願我有

一份更好的工作⋯⋯，但願我結了婚⋯⋯，但願我

的配偶不做那件事⋯⋯，但願我們擁有自己的房子

⋯⋯，但願我們不住在這裡⋯⋯。這樣的清單和我

們的慾望一樣，永無止境。

 然而，我們卻害怕改變，因為改變會帶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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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知的前景，以及可能會發生的失敗

或失望。因此，儘管人們渴望事情有

所不同，但卻往往因為害怕改變而躊

躇不前。其實，若不經歷一些改變，

我們就不可能體驗新事。

 有一位聖經人物，他的生命經歷了戲劇性的轉

變，讓許多正面對人生改變的人可以借鑑。在新約

聖經裡，除了耶穌基督以外，他是最廣為人知且最

廣為討論的人物。他的名字和書信早已眾所周知，

但我們卻常常忽略他本人的故事。他就是使徒保

羅。

 在基督徒的談話中，常常都會提到保羅這個名

字，他的確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他的人生使命和旅

程猶如一本史詩，他的思想也備受看重，新約聖經

有大半內容是他所寫的。而且，我們可以從保羅身

上，認識到改變所帶來的挑戰。

 當我們談論保羅的時候，通常都會圍繞著他的

儘管人們渴望事情有所不同，但卻往往

因為害怕改變而躊躇不前。

從數量上來說，使徒保羅的書信幾乎佔了新約四

分之一的篇幅。他所寫的13卷書信，幾乎是新約
所有書信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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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卷書信，或他的某個神學論點，或是他的教導以

及我們應如何運用。但是他本身到底是怎樣的人

呢？保羅當然絕不像大理石雕像那麼完美無瑕，他

是一位曾極力抗拒改變的人，但後來他卻發現，自

己所抗拒的改變竟然將他帶到上帝面前，而上帝的

偉大遠遠超過他的想像。他的轉變是如此深刻，以

至連名字都要改換（使徒行傳13章9節）。但是，

將名字從掃羅改為保羅，只是他深刻巨變的一個表

象。我們將要查考，這位後來顛覆了世界的保羅，

上帝是如何改變他的心。

 

儘管人們渴望事情有所不同，但卻往往

因為害怕改變而躊躇不前。

在聖經中，改名往往伴隨著如環境轉變或與上帝

相遇的重要時刻。除保羅之外還有多人改名，比

如亞伯蘭改為亞伯拉罕（創世記17章5節），雅各
改為以色列（創世記32章28節），但以理改為伯
提沙撒（但以理書1章7節），西門改為彼得（馬
太福音16章17-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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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位掃羅或保羅到底是誰呢？讓我們一

起來看看他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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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拒改變

當我們看到那些改變或扭轉歷史進程的事件

時，會產生各式不同的反應。有時候，這些

事件會令我們驚駭（如盧旺達種族滅絕事件或2001
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有時候會激勵我們（如第

一艘載人太空船登陸月球）。然而，有時候則會激

發我們採取相應的行動（如1960年代美國人權運動

或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這種反應是我們在人

生歷程中最常經歷的。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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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禮是猶太人肉體上的記號，代表上帝與亞伯拉罕

所立的約（創世記17章10節）。當保羅說他可以
「靠肉體」時，是指那時他以為自己堅守宗教禮

儀，能讓他成為合上帝心意的人。

都在塑造我們。它們點燃我們的激情，鞭策我們去

追求、發展和成長。

 保羅自己的經歷，是他的喜悅也是他的重擔。

他熱情的秉性曾驅使他懼怕並仇視基

督徒，且誤以為這是出於崇高的動

機。但是，想要認識使徒保羅，我們

就必須回到他名叫掃羅的時候，回到

主導他人生方向的民族和宗教體系。

值得驕傲的血統（腓立比書3章4-6節）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

肉體，我更可以靠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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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

都在塑造我們。它們點燃我們

的激情，鞭策我們去追求、發展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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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的猶太血統，讓他大發熱心、堅守律法。

這一點我深有同感。我在美國南部成長，某些特定

情境孕育了我的價值觀──熱情好客、善良、生活

有規律。這些價值觀深植我心，成為我性格的一部

分。出生在大數的年輕掃羅也是如此，那個時代和

環境塑造了當時的掃羅。

 掃羅的血統以及他所倚靠的「肉體」，都是出

於他的猶太根源。他因自己身為亞伯拉罕的後裔並

遵守律法而感到自豪，他誇耀自己行了割禮，又屬

於便雅憫支派。因為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恰好名叫

掃羅），也是出自便雅憫支派。雖然保羅是「希伯

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但他的成長背景並非限定

於他的族系；他還深受摩西律法的影響，這律法是

他生命的驅動力。掃羅凡事以律法為中心，表現在

三方面：

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

都在塑造我們。它們點燃我們

的激情，鞭策我們去追求、發展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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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上帝熱心忠誠。掃羅是道地的法利賽人。法

利賽人是宗教領袖，致力嚴格且一絲不苟地遵守律

法。他們甚至超越摩西律法，自定額外的規條，以

表明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上帝的忠誠。

2）對異教嚴厲打擊。因著對律法的熱忱，掃羅認為

這些相信耶穌基督的新教會不僅拒絕

律法，甚至還對律法構成了威脅。他

受心中的宗教狂熱催逼，殘忍地迫害

教會。在他心目中，囚禁甚至殺害基

督徒，都是維護摩西律法的傳承、正

統和地位的正當手段（使徒行傳9章
1-2節）。

3）對自我要求完美。來自大數的掃羅可說是言行一

致，說到做到。他嚴格遵守宗教傳統，以致他自認

為「無可指摘」，或完美無缺。如果說有遵守律法

雖然保羅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但他的成長背景並非限定於他的族系；

他還深受摩西律法的影響，

這律法是他生命的驅動力。

猶太教的拉比在律法書之外又增添了許多命令，被

稱為米書拿（Mishnah，意思是反覆重申）以及塔
木德（Talmud，學習或教導）。這些外加的規條與
妥拉（Torah，舊約首五卷書）結合，成為猶太教
的權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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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佼佼者，那一定是非掃羅莫屬。

 這就是年輕掃羅所繼承的傳統，他熱忱地持守

著。在這些價值觀的影響下，使他不僅成為一位學

者，也成為一名激進分子。掃羅是一位精通摩西律

法、舊約先知書的學者，他還熟悉並遵守當代傑出

拉比領袖的教導，以及猶太律例規條的口述教導，

即米書拿和塔木德。他的嚴謹治學，使他早年根深

柢固的價值體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體系源於參

與猶太會堂崇拜，以及當時猶太男孩普遍接受的傳

統家庭教導。這是重要的訓練過程，它不僅讓掃羅

接受知識，更是把他塑造成為徹頭徹尾的猶太主義

者，這引發了深植於他價值觀的另一個層面，就是

激進的行動。

雖然保羅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但他的成長背景並非限定於他的族系；

他還深受摩西律法的影響，

這律法是他生命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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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動的世界

 因著掃羅所接受的訓練，他的激進行動是一種

自然反應。他從小就受教導，認為這些價值觀不單

是生活的指導原則或是有益的建議，更是榮耀上帝

絕不可少的要素，沒有替代品，沒有其他選項，也

永不改變。他深信一個為上帝而活、

有目標、有意義的生命，必須具有鋼

鐵般的堅定意志，才能遵守並實踐這

些教導。這是一個崇高的呼召，但在

掃羅的青年時期，遵從這個生活目標

卻是備受威脅。

 首先，猶太教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經受著政

治和軍事的雙重壓力，猶太人所尊崇的價值觀經常

遭受公然的敵對。目睹在耶路撒冷街頭出入的羅馬

士兵，讓敬虔的猶太人深感冒犯，卻又驚恐不安。

羅馬士兵高舉畫著凱撒肖像的旗幟（這是摩西律法

所禁止的做法，出埃及記20章4-5節），穿梭在大街

小巷，製造不安氣氛，甚至激起偶發的騷亂。

 在如此特殊且嚴峻的不安情境中，猶太教還面

臨著一個更難應付的威脅，就是與日俱增的基督

徒。這些人信奉「這道」（使徒行傳9章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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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正深入猶太會堂；更嚴重的是，還進入了

猶太人的心。許多人都相信了耶穌，這對猶太教本

身的傳統是一大威脅。

 對年輕的掃羅而言，這個威脅已超越了猶太教

傳統的規範。在他心目中，基督徒四處遊說猶太人

跟隨拿撒勒人耶穌，不僅將人帶離猶太教，而且威

脅到人們永遠的福祉。掃羅採取的行動，不僅是保

護猶太教避開這種違反傳統的信仰，他還要竭力拯

救忠心的猶太人遠離基督徒的迷惑。這些基督徒，

在掃羅眼中乃是披著羊皮的狼。

 這些都是深深影響年輕掃羅的因素，它們在他

心中所塑造形成的信念，絕不是消極被動的。他積

極參與猶太教的禮儀活動，並全然投入於實際的護

教行動。然而，儘管他深切地委身於律法，掃羅終

掃羅從小就受教導，認為這些價值觀

不單是生活的指導原則或是有益的建議，

更是榮耀上帝絕不可少的要素，沒有替代品，

沒有其他選項，也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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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發現，他最厭惡的事情，恰恰是他最需要的。掃

羅的世界觀核心即將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就在前往

大馬士革塵土飛揚的路上，一個改變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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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更美好的生命

大數的掃羅熱切追求他認為最重要的事物，因

為他認為摩西律法是生命之源。那股熱切的

追求，將他帶到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並遇見了耶

穌。這次相遇不僅改變了他，也改變了世界。

充滿威嚇的使命（使徒行傳9章1-2節）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去

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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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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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羅對律法的熱忱，驅使他迫害基督的跟隨

者。我們最初看到的，是他參與了殺害司提反的行

動。司提反是一位充滿信心的初代教

會信徒，勇敢地宣講耶穌的信息。

接著，掃羅不單繼續嚴謹遵循摩西

律法，他還擴大了對基督徒迫害的

範圍，展開逼迫初代教會的殘忍行

動（使徒行傳7章58節-8章3節）。為

了剷除拿撒勒人耶穌的影響力，掃羅離開了耶路撒

冷，為要找尋捉拿基督徒，第一站是大馬士革。

改變生命的相遇 （使徒行傳9章3-9節）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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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

迫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

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

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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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大馬士革。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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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羅信主的故事，在基督徒當中已是家喻戶

曉、眾所周知。因此在西方社會裡，當說到一個人

經歷重大的改變時，人們就會稱之為「大馬士革路

上的經歷」。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描述，因為掃羅遇

見耶穌後的轉變，是那麼突然且徹底，無出其右。

 聖經描述的情景栩栩如生！一道強光使掃羅仆

倒在地，這樣的描述也反映了掃羅內心所發生的變

化。正如基督的光在路上籠罩著他一樣，掃羅的內

心也從黑暗中被救出來，進入光明。這種處境的改

變，就是經歷基督救贖的核心。在保羅的一封書信

裡，他描述這樣的轉變說：「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

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歌羅西書1
章13節）

 這正是掃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雖然當時

他的生命充滿著愛上帝的熱忱，但因為他仍然處在

為了剷除拿撒勒人耶穌的影響力，

掃羅離開了耶路撒冷，

為要找尋捉拿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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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的黑暗中，結果他走錯了方向。現在，在基督

的光照中，年輕的掃羅能清楚看見，他所逼迫的對

象，不單是那些他認為違反摩西律法的人，也包括

了耶穌基督。在大馬士革路上，掃羅來到了一個交

叉路，他必須做出選擇，這個選擇將改變他的內

心，使他走上正確的道路，生命從此

不再一樣。

 掃羅問道：「主啊，禰是誰？」

（使徒行傳9章5節）他聽到了出乎

意料的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穌。」他的生命立刻轉向基督，順服

祂，並且愛祂。掃羅與耶穌的相遇，讓他的人生目

標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稍早前，他還致力於逼迫

基督徒；現在，他竟然成為其中的一員。

 如今，掃羅與他從前極力逼迫的耶穌建立了新

的關係，他有了新的人生目標。他繼續前往大馬士

革，卻是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原因。

掃羅的生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而他對上帝的熱忱卻越發加增，這為他

做好了準備，去忍受他曾加給別人的迫害。

光明與黑暗的比喻，具有明顯的彌賽亞含意。罪的

詛咒將人類打入黑暗，上帝的光顯明在耶穌基督身

上，可以驅走黑暗（約翰福音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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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轉變（使徒行傳9章19-22節，新譯本）

 吃過了飯，就有氣力了。他和大馬士革的門

徒一同住了幾天，隨即在各會堂傳講耶穌，說祂

是上帝的兒子。聽見的人都很驚奇，說：「在耶

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個人嗎？他來這

裡不是要緝拿他們交給祭司長嗎？」然而掃羅更

加有能力，駁倒住在大馬士革的猶太人，證明耶

穌是基督。

 對我來說，這段經文的關鍵字是隨即，就是立

時。目標改變了，生命的激情卻絲毫未減，掃羅隨

即成為一個傳福音信息的人，立時開始宣講他從前

所害怕且抵擋的基督。他甚至在猶太會堂裡宣傳基

督，那是他從前極力保護免受福音進入的地方。很

難想像還有比這更深刻的改變，掃羅離開屬靈的黑

暗，進入彌賽亞耶穌基督的光明。

掃羅的生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而他對上帝的熱忱卻越發加增，這為他

做好了準備，去忍受他曾加給別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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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羅的生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他對上帝

的熱忱卻越發加增，這為他做好了準備，去忍受他

曾加給別人的迫害。他因熱心律法而踏上大馬士革

之行，如今卻降服於一個更值得他委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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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更偉大的目標

有時候，上帝的智慧是顯而易見、不必費腦

筋的，但有些時候，上帝的智慧卻讓人摸

不著頭腦。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先知以賽亞會如此

寫道：「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

念。』」（以賽亞書55章8-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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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比我們更有智慧，這並不是什麼驚人的消

息。但是，看到祂工作的方式似乎有悖常理時，還

是會讓人莫衷一是。使徒保羅的生命，就是一個讓

人摸不著頭腦的完美實例。回顧保羅故事的起頭，

他成長的背景、學歷、經驗，都顯示他已得到裝

備，可以服事初代教會，作猶太人的

福音使者。他對舊約聖經的透徹領

悟，足可應對猶太弟兄的辯論。而

且，在跟隨基督的初期，作為「希伯

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保羅的血統

對他大有助益。在他最初的兩次宣教

旅程中，他致力於建立教會。他經常

進入猶太會堂，根據聖經傳講基督，並且把那些接

受他信息的人組成新的團體。然而，這一切都會改

變，事實上，這是必須要有的改變。因為，當初掃

羅到達大馬士革時，上帝藉由亞拿尼亞已經向他傳

達了新的命令：「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

上帝一開始就已經定意，讓以色列人將彌賽亞的信息

傳到世界各地。正如聖經記載：「亞伯拉罕必要成為

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世記18
章18節）

保羅成長的背景、學歷、經驗，

都顯示他已得到裝備，可以服事初代教會，

作猶太人的福音使者。

然而，這一切都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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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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15節）

 保羅是一位裝備精良、可將基督信息帶給猶太

人的人，上帝卻要將他的激情轉向外邦人，就是那

些非猶太人或非猶太教信徒。在使徒行傳13章，保

羅開始執行他的任務。保羅和他的導師巴拿巴走遍

小亞細亞（現在的土耳其），在猶太會堂與猶太人

交流，看到許多猶太人歸信基督。但與此同時，他

們也開始面臨反對的勢力。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反

對勢力是如此強烈，促使保羅做出了一個影響他生

命的改變，震動了當時的世界，也影響了現在的你

和我：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上帝的道先講給你

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道，斷定自己

保羅成長的背景、學歷、經驗，

都顯示他已得到裝備，可以服事初代教會，

作猶太人的福音使者。

然而，這一切都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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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因為主曾這

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使徒行傳13章
46-47節）

 「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是一個公開的宣告，

表明十字架的信息並不受種族、國籍，或文化因素

的限制。這是一個聲明，上帝兒子受死所成就的赦

罪之恩，是賜給全世界及全人類的。保羅從猶太人

轉向外邦人傳福音，使基督信仰得以

廣傳，以至那一天能在天父面前實現

這樣的情景：「他們唱新歌，說：

『禰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禰

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

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上帝。』」（啟示錄5章9節）

 雖然十字架的信息，早已藉腓利（使徒行傳8章
26-40節）和西門彼得（使徒行傳10章）傳給了外邦

人，但保羅將耶穌的故事傳到萬邦，卻是上帝給他

的特別任務。而且他的確做到了，他帶著這份使命

走遍馬其頓、希臘，最後還進了羅馬城。

 建立一個普世性的信仰大家庭，這個使命源於

大馬士革路上的這一轉變和使命，

讓保羅經歷喜樂和失喪、歡慶和痛苦、

海難和獲救、監禁，以及最終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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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最初害怕並抗拒的改變。大馬士革路上的這一

轉變和使命，讓保羅經歷喜樂和失喪、歡慶和痛

苦、海難和獲救、監禁，以及最終的死刑。然而，

保羅發現，這是一個值得他為之生也為之死的使

命。這份使命，根植於一顆被十字架和基督之靈所

改變的心（參閱加拉太書2章20節）。直到今天，

這份使命仍在繼續激發眾基督徒的熱情、委身和忠

誠。

 然而，這樣的轉變來之不易。耶穌基督制伏了

保羅內心的恐懼、懷疑和抗拒，成就了他始於大馬

士革路上的改變：

• 古以色列的掃羅王以對大衛的仇恨著稱，然

而，大數的掃羅對基督教會的仇恨，卻被轉變為熾

熱的愛。基督能改變我們的心。

• 掃羅和許多猶太宗教領袖，視基督為猶太律法

大馬士革路上的這一轉變和使命，

讓保羅經歷喜樂和失喪、歡慶和痛苦、

海難和獲救、監禁，以及最終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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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嚴重破壞者。然而，保羅卻發現，唯有藉著耶穌

基督，我們才能明白、尊重律法，並能活出其精

意。基督能加深我們的領悟力。

• 掃羅從倚靠自己的生命和宗教，轉變為倚靠上

帝奇妙的恩典，顯明耶穌基督絕不僅僅是一位歷史

宗教人物。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和力量。

• 保羅的使命超越了以色列民族，顯明上帝的偉

大救恩並非只為一國預備。基督受死是為所有的

人。

• 保羅的轉變，從帶給別人痛苦和災難，成為一

個致力於鼓勵和扶持他人、效法耶穌的人。基督是

全人類的僕人。

 從掃羅到保羅，從逼迫者到堅信者，從以色列

的護衛者到外邦人的使徒，掃羅的轉變是一個實

例，顯示任何一個人，只要願意讓耶穌基督掌管他

的心，他的生命就必然產生變化。這就是十字架救

恩的最終目的，要帶來饒恕、復興，以及更新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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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變的時機

有什麼比改變更神祕難懂呢？改變對我們所造

成的影響，是我們無法預料，也無法理解

的。改變也不僅限於科技、文化價值或政治方面。

最為深刻的改變，莫過於一個人在耶穌基督的恩惠

中找到了平安和盼望。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就有

這樣的經歷，使他因此終身跟隨救主。這個轉變是

如此深刻，以至所有他引以為傲的猶太遺傳因素都

退居次要，成為襯托的背景。他對腓立比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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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寫道：「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在

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摩太前書1章15節）。有
趣的是，他寫這句話用的不是過去時態。這意味著

他仍然認定自己是最大的罪人。這讓我們聯想到保

羅寫給羅馬教會的信，他在其中哀嘆自己犯罪的傾

向說：「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

惡，我倒去作。」（羅馬書7章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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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祂已

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

基督（腓立比書3章7-8節）。

 保羅的人生目標經歷了戲劇性的

轉變，我們也能夠如此。保羅在寫給

哥林多教會的信中說：「若有人在基

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5章
17節）

 「都變成新的了」就是在宣告耶穌基督來到這

世界是要改變世人。過去2000年來，人們已經察覺

到，這句話強而有力地描繪出與耶穌基督建立關係

所帶來的特權。儘管保羅看自己是罪人中的「罪

最為深刻的改變，莫過於一個人

在耶穌基督的恩惠中找到了平安和盼望。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就有這樣的經歷，

使他因此終身跟隨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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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提摩太前書1章15節），但保羅知道，他的生

命、目標和永恆的命運，都已經被耶穌基督所改變

了。

 對於我們，所要思索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回

應改變？我們是像年輕時的掃羅那樣抗拒抵擋呢

（使徒行傳9章5節）？還是在禱告中尋求上帝的指

引，如同使徒保羅終其一生學習服事他的救主呢？

最為深刻的改變，莫過於一個人

在耶穌基督的恩惠中找到了平安和盼望。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就有這樣的經歷，

使他因此終身跟隨救主。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也都是滿有熱忱、願意委身的

人。雖然我們知道，我們受造是為了經歷

更奇妙的事，但有時候，我們仍然抗拒改

變，不願意放棄現有的舒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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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謝謝祢藉著保羅的生命向我

們表明，我們不是唯一抗拒改變的人，

並且顯明我們是多麼需要祢。

  求祢幫助我們信靠祢的兒子耶穌，

祂是我們的救主、生命的主宰，我們藉

著祂得以親近祢。耶穌為我們而死，我

們相信祂復活的生命所帶給我們的影響

與改變，是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

  上帝啊，祢清楚我們將面對的一切

改變，求祢施恩讓我們明白，祢要藉著

這樣的轉變，讓我們能透過聖子與聖

靈，在祢裡面得到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