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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羅馬書十二:1-2

「所以
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



保羅
生命的更新



保羅

• 原名掃羅，生於基利家的大數，從小接

受希臘文化，是羅馬公民。





保羅

• 曾在耶路撒冷當年聲名顯赫的律法大師
迦瑪列門下受教，精通舊約及律法。

• 是猶太人的聖經教師-拉比。

• 是猶太議會中之議員。

• 是一位狂熱的猶太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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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耶路撒冷當年聲名顯赫的律法大師
迦瑪列門下受教，精通舊約及律法。

• 保羅是猶太人的拉比 (聖經教師)。

• 是猶太議會中之議員。

• 是一位狂熱的猶太教信徒。



保羅

司提反殉道時,掃羅也参加在場並且
喜悅他被害。



保羅

• 司提反殉道之後

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
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
去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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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

• 司提反殉道之後

掃羅繼續
- 在耶路撒冷殘害教會，
- 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
- 進入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在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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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

• 司提反殉道之後

掃羅繼續
- 在耶路撒冷殘害教會，
- 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
- 進入基督徒的家，拉著男女下在監裡。



保羅

保羅是猶太議會中之議員，因此他能由大
祭司獲得權柄，可以任意捆綁信奉耶穌基
督之人,帶往耶路撒冷接受審判及下在監裡。



當他由大祭司得到權柄前往大馬色
捉拿基督徒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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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九：4-5）

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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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九：15）

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他就仆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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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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九：4-5）





主對亞拿尼亞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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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九：15）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羅一：16）



惟有神的大能，才能使一個

大力逼迫基
督徒的掃羅



惟有神的大能，才能使一個

大力逼迫基
督徒的掃羅

一個為耶穌
基督至死忠
心的奴僕



福音的大能

• 使保羅的生命改變及
更新.

• 以下是保羅生命更新
後表現的典型例子。



福音的大能

• 使保羅的生命改變及
更新.

• 以下介紹保羅生命更
新後表現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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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他在信主之前所
追求的就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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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一: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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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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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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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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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見証

林前一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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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
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與我同
在。」



保羅的見証

林前一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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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祂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
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與我同
在。」



• 從保羅這些見證中看出他名
字的改變是何等合乎事實。

• 代表他人生的目標完全更新。



• 從保羅這些見證中看出他名
字的改變是何等合乎事實。

• 代表他人生的目標完全更新。



二. 人生的目標更新



保羅提到他被光照後
所追求的目標
完全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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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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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保羅的見証：

腓立比三:7-14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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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保羅的見証：

腓立比三:7-14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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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保羅的見証：

腓立比三:7-14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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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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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命中最重大的發現，
就是從前處心積慮所追
求的目標是:

- 靠行律法稱義.

- 追求世上短暫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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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世上短暫的榮耀.

如今他發現了一個
至寶永恆的目標:

- 靠主耶穌基督的救
贖恩典,因信稱義.

- 追求永恆榮耀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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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專心追求的目標: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着標竿直跑。」



要得着
神在基督耶穌
裡從上面召他
來得的獎賞。

保羅他追求的目標已經轉變:

保羅專心追求的目標: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着標竿直跑。」





三．心意的更新



保羅深深經歷福音的大能，
使他生命大大更新.



所以在他寫羅馬書第十二
章1至2節時就用極其嚴肅
但卻充滿期望的語氣說：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



• 保羅從前是一個猶太宗派
色彩濃厚的極端分子。

• 但是經過基督十字架的對
付後 ，整個人心意完全更
新而變化了。



• 保羅從前是一個猶太宗派
色彩濃厚的極端分子。

• 但是經過基督十字架的對
付後 ，整個人心意完全更
新而變化了。



• 所以他勉勵信徒不要效法世
界，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將
身體獻上當作活祭，要全心
全意服事神。

• 這些都是他自己親身實踐的
經歷，對後代的基督徒的影
響特別大。



• 心意更新而變化是保羅自己
親身實踐的經歷，對後代的
基督徒的影響特別大。



四．榮耀的盼望。



當保羅的心意更新而變化後，
基督的榮耀

藉着保羅的生命返照了出來。



林後三：18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
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整章
保羅所盼望將來「復活的榮耀。」



• 主耶稣基督第二再來-凡屬
於神的兒女都要復活。

• 這必朽壞的身體,要變成永
不朽壞榮耀的身體，充滿
主的榮光在空中與耶稣基
督相會。

• 這是基督徒榮耀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整章
保羅所盼望將來「復活的榮耀。」



• 主耶稣基督第二再來-凡屬
於神的兒女都要復活。

• 這必朽壞的身體,要變成永
不朽壞榮耀的身體，充滿
主的榮光在空中與耶稣基
督相會。

• 這是基督徒榮耀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整章
保羅所盼望將來「復活的榮耀。」



• 主耶稣基督第二再來-凡屬
於神的兒女都要復活。

• 這必朽壞的身體,要變成永
不朽壞榮耀的身體，充滿
主的榮光在空中與耶稣基
督相會。

• 這是神的兒女榮耀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整章
保羅所盼望將來「復活的榮耀。」



腓立比三:20-21
保羅給聖徒「榮耀的盼望」的信息:



•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
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
臨。

• 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
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
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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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可以說是惟一兼具以弗
所書第四章11節所說的教會
五種恩賜的人，也就是集:



保羅可以說是惟一兼具以弗
所書第四章11節所說的教會
五種恩賜的人，也就是集:

- 使徒，
- 先知，
- 傳福音的，
- 牧師
- 教師 於一身。



保羅生命的更新,
神使他成為第一世紀最偉大的:



保羅生命的更新,
神使他成為第一世紀最偉大的:

- 佈道家，
- 思想家，
- 哲學家，
- 神學家，
- 使徒中最具影響力的人。
- 他的一生對耶穌基督福音
廣傳至地極「大使命」的
貢獻影響到今天。



保羅生命的更新,
神使他成為第一世紀最偉大的:

- 佈道家，
- 思想家，
- 哲學家，
- 神學家，
- 使徒中最具影響力的人。
- 他的一生對耶穌基督福音
廣傳至地極「大使命」的
榜樣，一直影響到今天。



總結: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1.名字的更新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1.名字的更新

「自高」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1.名字的更新

「自高」 「謙卑」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2.人生的目標更新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2.人生的目標更新

從前追求的目標:

- 錯誤的真理.
靠行為及律法
稱義.

- 追求世上短暫
的榮耀.

更新的目標: 

- 至寶的真理.
靠耶穌基督的救贖
恩典,因信稱義.

- 永恆榮耀的盼望.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2.人生的目標更新

從前追求的目標:

- 錯誤的真理.
靠行為及律法
稱義.

- 追求世上短暫
的榮耀.

更新的目標: 

- 至寶的真理.
靠耶穌基督的救贖
恩典,因信稱義.

- 永恆榮耀的盼望.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3.心意的更新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3.心意的更新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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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榮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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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榮耀的盼望

• 主耶稣基督第二再來-凡屬於神
的兒女都要復活.

• 這必朽壞的身體，要變成永不朽
壞榮耀的身體，充滿主的榮光在
空中與耶稣基督相會。

這是基督徒榮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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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榮耀的盼望

• 主耶稣基督第二再來-凡屬於神
的兒女都要復活.

• 這必朽壞的身體，要變成永不朽
壞榮耀的身體，充滿主的榮光在
空中與耶稣基督相會。

這是基督徒榮耀的盼望。



學習保羅「生命更新」的榜樣:

4.榮耀的盼望

• 主耶稣基督第二再來-凡屬於神
的兒女都要復活.

• 這必朽壞的身體，要變成永不朽
壞榮耀的身體，充滿主的榮光在
空中與耶稣基督相會。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榮耀的盼望。



「所以
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
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