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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開啟自己的生命故事 1-保羅老我之死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義大院長杜元坤 30年捐上億 病後宣布遺產全
捐公益」 
    曾獲 29屆「醫療奉獻獎」身為第一代基督徒的杜元坤是義大醫

院院長，同時還是一名知名醫師、醫學研究者和慈善家。義診超

過上百次，見過無數次的生與死，常常需要在道德與醫療中做選

擇，但對他來說，醫生卻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工作。杜元坤院長曾

出書分享自己的醫療哲學與人生故事，希望能影響醫療界的年輕

人。 

 

他行醫超過 30年，每月都固定捐出一半薪水做公益，長年累積

行善超過 1億元。去年大病初癒，讓杜的人生觀起了變化，別人

在鬼門關前走一遭，回來可能覺得應該「及時行樂」，今年他重

拾健康後，只覺得更應該「及時行善」，因為行樂惠一人，行善

卻是惠眾生。他決定預立遺囑身後財產不會留給後代，全部捐為

公益 

 

杜元坤說，家族有遺傳性高血糖，又因為生活緊張，他 2、30

年來屢受胃食道逆流之苦，後來發生病變。原本以為自己是無敵

鐵金鋼，拚了命的工作，生病後體認到若不把身體弄好，什麼也

做不成。「命沒了，什麼都沒了！」於是停下腳步接受治療，還

好後來結果順利。 

 

說起影響他最深的人，是他身為南部知名律師且是成功企業家的

父親，與德蕾莎修女。父親本是台南山上鄉人，從小生活窮苦，

功成名就後仍樂於助人，甚至為窮人打官司；而德蕾莎修女的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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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精神，「行善若會讓自己受傷，如是更好，那麼就受傷吧⋯⋯」

更讓他奉行至今，堅信不移。杜醫生過去救人無數，讓他經歷無

數喜樂，在他的人生哲學中，醫治人、幫助人是他認為最有意義

的事情，他也說：「在不斷義診的過程中，我發覺人生的意義就

是，付出比獲得更快樂。」 

是什麼信念可以支持杜醫師做那麼多無私的善行呢？杜醫師告

訴我們：「信仰幫助我很多，如果沒有信仰，我也堅持不下

來。」杜醫師感謝基督信仰給他帶來的非常好的價值觀，讓他可

以非常快樂地去做他的工作，並有正確的人生哲學。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一生，什麼時候，可以看得到「生命亮光」以至於生命完

全翻轉與逆轉勝？ 

2. 我們是否能經歷「老我的破碎」，讓主掌權，真正開啟自己的

生命故事？ 

 

參考經文：《使徒行傳九 1-11》    

9:1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凶煞的話，去見大祭司，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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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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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9:6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9:7 同行的人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9:8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

手，領他進了大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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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9:10 當下，在大馬士革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

對他說：「亞拿尼亞。」他說：「主，我在這裡。」 

9:11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街去，在猶大的家裡，訪問一個大

數人，名叫掃羅。他正禱告， 

 

二、經文背景 
掃羅萬萬沒有想到，他一心一意要殺害基督徒，但是上帝卻

完全改變他的心意。確實，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一位要消

滅基督徒的人，卻成為福音的使徒。這也讓我們知道，人無法參

透上帝的意念，也無法阻擋上帝拯救的計劃。 

 

第四節「掃羅，掃羅！你為什麼迫害我？」這句話是一句值

得深思的話。掃羅只迫害基督徒，但從來沒有迫害過耶穌，為何

耶穌會這樣說「你為什麼迫害我？」換言之，這句話讓我們知

道，迫害基督徒就等於迫害耶穌基督。基督徒的受苦，在復活的

耶穌看來，不是我們獨自面對，而是祂和我們站在一起面對。 

亞拿尼亞沒有親身經驗過耶路撒冷的大迫害，所以他是從那

些逃到大馬士革的基督徒口中，聽到掃羅怎樣殘酷地迫害基督

徒。因此，復活的基督要他去幫助掃羅時，他一度陷入疑惑。但

是，既然是基督的命令，他就順服受差遣。 

 

注意亞拿尼亞見到掃羅所說的第一句話「掃羅弟兄啊」。希

臘文「弟兄」這字源自「腹肚」，就好像我們在形容兄弟是「骨

肉之親」一樣。亞拿尼亞稱呼掃羅為「弟兄」，正代表完全的接

納，而沒有嫌隙。同樣地，我們在教會彼此稱呼弟兄姊妹，也必

須彼此之間完全的接納，沒有嫌隙，沒有彼此對立的。以「彼此

相愛」代替「彼此相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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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的改變不僅讓初代信徒感到相當驚訝，因為大家實在無

法想像原本以殘酷手段迫害基督徒的人，現在竟然傳起耶穌基督

的福音，怎麼會這樣？就連大馬士革的猶太人也無法反應過來。

這樣的改變除非是上帝的介入，否則以人的力量是無法做到的。 

 

三、啟示: 
（一）老我生命的對付-一切都是別人的錯 

        保羅原是一位熱心的法利賽人，他不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基

督。因為，以人的標準來看，耶穌只是木匠的兒子，沒有令人羨

慕的宗教背景，又沒有像保羅一樣曾在律法大師的門下受教育。

耶穌每天只與一些社會低下階層的人生活在一起，最後又以死刑

犯身分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樣一位遭遇悲慘的平凡人，在保羅

來看，怎麼可能是上帝派來的彌賽亞？所以，以人的標準來看，

保羅不相信耶穌，更到處抓拿那些相信耶穌的人。 

許多時候人會因著一些迷思，而執著在良善的錯誤上，這樣

的心思在受到光照後，大多能醒悟過來。但若是執迷在錯誤的惡

心時，就算大光照在眼前，反而會招致攻擊。在一生的道路中，

上帝也藉著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光照我們。 

我們誠實面對老我時，常要問主二個問題:  

1.「主啊！祢是誰？」（徒 9：5；22：8） 

這是一個基督徒必須要清楚知道的問題，當一個基督徒不清

楚自己所信的是誰的時候，就很容易迷失在人云亦云的情況下。

許多時候，跟隨主的人就是在發現我們的神未必能盡如人意，就

自行離開了。這全是因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主，是掌管一切的

主，也不明白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的事實。 

主回答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徒 9：5）。耶穌在這個

答覆中，宣告祂是已經從十字架復活的基督。意即逼迫擾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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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就是讓耶穌再次受傷。 

2.「主啊！祢要我作甚麼？」（徒 22：10） 

一旦我們知道自己所跟隨、所信仰的主是誰時，我們將不再

跟主說：「求你為我做什麼？」或「請你給我什麼？」反而是向

主獻上自己，跟主說：「主啊！祢要我作甚麼？」或是禱告說：

「願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 

 

（二）老我生命的破碎-原來是自己的問題 

      保羅的信主過程，是每位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記載，而這「大

馬色的光照」或許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因此能體會，一個

人若能意識到自己已然走偏，要將他導引歸正，這還有可能。但

若一個人不覺得自己的生命有任何欠缺，除非主願意光照他，不

然很難有任何的改變。 

就如先前司提反的殉道，不僅沒有在保羅的心中帶來任何的提

醒，反而激動他四處追捕基督徒。這讓保羅認為自己是一位替天

行道的正義人士，且在得著大祭司所賦予的權柄後，要進入大馬

色逼迫信徒帶去耶路撒冷。如今卻失明無法自主，反而需要人拉

著手才能慢慢進城。   

就在保羅進入大馬色後，禁食禱告了三天，相信三天前的大

光，雖然使他的雙眼暫時失明，但卻使他的心眼從黑暗之境看見

光明之源。這三天之中，主基督未再與他對話，但這也是保羅此

時最需要的安靜默想時刻。 

尤其是在整個過程中，主親自向他說：你用腳踢刺是難的（徒

26：14）。這強調了世上一切的主權在神的手中，而人不該也不

能去攔阻神。若人執意與神為敵，就如人以腳踢刺一般的結局。 

 

但是當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與基督相遇，他完全改變了，他發

現在平凡耶穌的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具有偉大的屬靈意義，上帝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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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耶穌成就了祂與人復和這不平凡工作。脫去了外在的迷惑，保

羅在內在屬靈上看到耶穌的價值。如保羅所說：「基督是無罪

的，可是為了我們，上帝讓他擔負我們的罪，使我們藉著他得以

跟上帝有合宜的關係。」 

 

當人面向他人之時，總覺得自己是完人。惟有面向上帝之時，

才會驚覺自己是罪人。聖經中有記載：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

有。因此，重點不在於自己有多好，而在於自己是否還有未向主

認的罪。保羅在面對承認基督後，透過行為上的完全改變，來向

主表達自己完全降服下來，並藉著一生的服事，來見證自己不再

違背上帝的心意。 

 

（三）生命的重建-屬靈的禱告同伴 

      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們會需要伙伴。同樣的，在走上這屬

天的道路時，我們也需要有禱告的同伴。這位屬靈的同伴，不僅

能成為彼此的扶持者，也將成為互相的守望者。保羅若沒有亞拿

尼亞，基督的旨意或許就不得成就，或必須延緩。而亞拿尼亞若

害怕之前所聽到的消息，而不去完成基督的差遣，那他的敬虔就

得不到完全。因他怕人勝過怕上帝。惟有都順服神的帶領，才能

成就神的心意。 

保羅從殺害司提反的共犯變成宣教師，從迫害基督徒的人變成

使徒，保羅蒙召成為使徒，不是故事的終結，而是故事的開始。

藉著這樣的轉變，見證了在日常生活中見證基督，使福音落實。 

在韋利蒙所著《牧養，就是回到原點》中，提到「做門徒，不

是神聖版的十二步療法。聖潔的人，不是去見證人裡面所固有並

正面的種種可能性，而是去見證上帝在耶穌基督裡越過我們的罪

的那份堅持並帶來轉化的愛。」是的，如同保羅的轉化，如同彼

得的轉化，如同奧古斯丁的轉化，以及你我因耶穌基督的名信服



7 
 

真道而生命轉化，我們都同證耶穌基督福音的大能。我們都是救

恩故事的開始，傳福音，就是告訴世人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這

故事是耶穌基督如何改變我，故事的主角永遠是耶穌基督。 

 

四、自己的感受 
          在生命的轉彎處會感到害怕、會感到驚慌事人之常情，因為

我們無法預測之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還是懸崖峭壁的路

程，不管是什麼，我們都該記得「世上沒有令人絕望的處境，只

有對處境絕望的人」，只要以開闊的胸襟、無愧於心的態度，人

生在每一個轉彎處處處是驚喜。最重要，不是老我指責別人，而

是真實面對自我，才能開啟自己生命的故事。 

  有個說法大家可能聽過：再相愛的夫妻，一生中都有一百次想

要離婚的念頭，和五十次想要掐死對方的衝動。看起來非常恩愛

的夫妻，很可能內心深處都覺得對方糟糕透頂。有本書名叫《別

找替罪羊》，由美國亞賓澤協會所著。該協會的創始人 C. Terry 

Warner博士主要研究人類科學的一個核心問題——自欺欺人。自

1979年他創立協會以來，這項工作已經取得了許多成果，它最核

心的一個概念是：思維盒子。 

思維盒子是什麼？想想這個場景：一隻小貓被困在了窗簾裏。它

非常害怕，煩躁不安，於是特別努力地去掙脫，然而我們看到的

卻是它越陷越深。如果它能表達它的不滿，它一定會認為一切都

是窗簾的錯！但它不知道，它自己才是問題的根源。這就是思維

盒子。我們常遇到的情境是:老我在定罪別人。 

 

# 經常性地把自己的不順遂怪罪到別人或環境上、 覺得整個宇宙

都針對自己 

# 憤世嫉俗、消極主義 

# 覺得自己身上的任何問題都是災難性的，並會不成比例地放大它



8 
 

的影響 

# 覺得別人都有意傷害自己、# 覺得自己是唯一一個不被生活溫柔

對待的人 

# 不斷重提過去發生的負面事件，並沉浸在情緒中 

# 即便生活過得還不錯，都能找出事情來抱怨 

# 在討論自己的問題時，拒絕接受別人提供的其他詮釋與看法 

# 在面對困難或人生時，覺得自己毫無招架之力 

# 別人給他建設性批評時，永遠無法理性看待，覺得被攻擊 

# 覺得自己對發生的事情都沒有責任，錯都在別人 

# 覺得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人都過得很好 

# 表面上似乎挺享受可憐自己的感覺 

# 吸引一群臭味相投的人，總聚在一起怨天怨地 

# 喜歡和別人分享自己的悲慘故事 

# 經常怪罪、攻擊你身邊親近的人 

# 期待從他人身上得到同情，如果沒如願得到，就會心情低落 

# 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拒絕分析思考自己的性格與人生，也不願意積

極改變生活 

# 不斷讓自己失望、用負面角度看事情、# 常覺得自己被虧待 

 好像當受害者的幾個「好處」。這就是「孤兒的靈」也是被害者

情結作祟。 

 

思維盒子理論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

並且會通過自我辯解來抵抗外在世界。當我們深陷在自己的思維

中時，所有看似合理的推理和論斷，其實都是在騙自己！用所有

的理由（或者說是藉口）來證明自己的對的。 

雖然思維盒子看似牢不可破，它禁錮著我們的思維乃至行動，但

其實跳出思維盒子並不是什麼難事。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身處盒子

中時，實際上這就是一個反思自身的行為，這個行為讓我們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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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外界——而當我們停止對抗外界時，就如困在窗簾中的那隻

小貓，不再掙扎抗拒的時候，自然就解開了。就基督徒而言，其

實，我們若能不再定罪別人，讓自己的老我破碎，有禱告屬靈同

伴的協助，就能如同保羅一樣，開啟他的生命故事。 

 

五、結論 
   當掃羅遇見大馬色的「光」，他整個人生的「路」忽然全然改

變。掃羅開始走上主的「道路」，宣揚主的「真理」，彰顯主的

「生命」。他不再是憑自己的熱心，而是聽那對他說話的主的啟

示，這個經歷正是叫保羅後來堅信到底以致於死的，掃羅那樣厲

害的逼迫教會與耶穌，耶穌除光照、啟示、託付以外，沒有刑罰

與責備，反顯出堅定的愛，這愛使頑強的掃羅完全降服下來，並

定意不再為自己活。 

當神以祂驚奇的方式對我們說話時，我們的生命要產生多大的

改變，我們也渴望神也那樣憐憫我，使我們有脫胎換骨的經驗，

使我自可以在裡面產生體質改變的決心與信心。奇異恩典何等甘

甜，掃羅不僅眼睛得以看見，罪也被赦免，從今以後成為新造的

人。我們是否也成為新造的人？還是罔顧恩典的人？感謝主，我

們要像保羅一樣，以傳福音的行動，來感謝主恩典。 

 

 

 

討論題綱： 

1. 對基督徒而言，見證是信仰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嗎？我們如

何在人的面前作見證？ 

2. 見證故事的主角是耶穌基督，而不是個人，每當我們分享見證

時，是否讓人在當中看見耶穌？ 

3. 我的生命是否被主耶穌轉化，在日常生活言行中見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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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個人禱告，能在傳福音與生活上見證基督。 

2. 為教會兄姊禱告，願在見證和傳福音上彰顯主的能力。 

 

 

祈禱文： 

親愛主上帝，感謝祢使我因著耶穌基督得著救恩，被祢的愛深深

包圍。因為這奇妙救恩，使我脫離過去的樣子，成為新造的人。

願祢幫助我，使我日日更新，好讓我身旁的人看見祢在我生命中

的奇妙作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在新春期間，與人分享「新春十天禱告日誌」，並和他們分享

耶穌在你生命中的故事。 

2. 吟唱詩歌〈傳給人〉，作為每日生活、工作中的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