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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都必得救 
徒 16:25-34 

                                
25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 
26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 
27 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 
28 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裏。 
29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的，伏服在保羅西拉面前。 
30 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31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32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 
33 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 
34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 
     (徒 16:25-34) 
 
     謝謝大家為基督之家第三家的短宣隊代禱，這三週來，本教會的短宣隊在台灣，波蘭和德
國帶領了 115 人歸向耶穌。台灣短宣隊陳少豪弟兄，張國光長老，張軍玉傳道，謝德霖弟
兄，陳恩德弟兄，這五位弟兄們帶領了 62 位慕道友在嘉義決志。在波蘭營會中，當我講完福
音的信息後，有許多的慕道友到台前作決志禱告。這些蒙恩得救的人有些是全家得救的，其
中有父子，父女一同得救的。後來傳福音也有姊妹，夫婦一同得救。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今
年營會報名參加 120 人，受洗 16 位，與決志 30 人,都打破十幾年來的記錄。他們在聽見福音
後願意決志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有許多人為他們禱告，迫切禱告，禁食禱告，以致聖
靈作感動的工作，讓他們願意認罪悔改，接受耶穌作他們個人的救主。這些禁食禱告的代禱
者有基督之家第三家的弟兄姊妹，有華府中國教會學生團契的同工，也有史丹佛大學中國學
生愛光團契的同工，他們所付出的代價，使得在波蘭華沙許多家庭全家得救。第二，這些決
志的人，有一些人的配偶或父母是信主的，他們看見了好見證，歸榮耀給神，於是他們也願
意信主耶穌。其中趙得金弟兄與他的兒子兩個人都願意決志，並受洗歸在主的名下。一年前
趙弟兄的妻子要信耶穌時，他還多方攔阻，說了很多負面的話，趙弟兄的父母是愛主的弟兄
姊妹，在中國開放家庭聚會，趙弟兄七歲時就開始聽福音，一直到四十三年後才願意在眾人
面前為主作見證，受洗歸在主的名下。他的兒子已經二十多歲了，從父母家中搬出去了，但
是這次也被聖靈感動，與父親一同受洗。我相信將來還有許多的家人要信主，因為一個人信
主後可以讓一家的人都聽見福音。他們說有好多個非常頑固堅絕不肯受洗的這次都被主得著
了。能夠看見全家都得救，真是讚美主。陳少豪實習宣教士與我在德國也經歷了神的大能。
德國有很多學生與博士後在得德國作研究的學者，他們信主後有極大的影響力。歐洲短宣隊
在德國東部服事從中國來的學生們和作事家庭,這九個城市包括 Jena, Weimar, Erfurt, Halle, 
Merseburg, Leipzig, Magdeburg, Braunschweig, and Dresden. 我們與洪立民牧師，王柏傳道，范
大勝長老，錢致渝宣教士同工，一共帶領了 23 位決志。再度感謝神為我們開了遠地宣教的
門。同時在 Atwater 我們教會今年第十隊有十四位昨天參加了傳福音，還有許多作飯食支援
短宣隊的弟兄姊妹，他們的勞苦都帶進永恆的果效，讚美主! 
 
    全本聖經的重點是神在基督耶穌裏為我們所預備何等大的救恩。我們查經的進度是約書亞
書，約書亞原名何西阿乃是渴望救恩之意，摩西將他的名字改為約書亞，是主耶和華是救恩
的意思，也正是耶穌的意思。使徒行傳第十六章將神的救恩計劃與執行藉著使徒保羅在腓立
比監獄與獄卒的一段對話，讓我們可以有深刻的了解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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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家都信主得救 
 
   得救就是得到救恩，救恩與基督有關，以下用八個方面來看救恩的範圍與豐盛。 
 
1. 罪惡 
   耶穌的名字就是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太 1:21)我們是神的百姓，救恩乃是由救贖
主親自付代價，將我們從罪惡中買贖出來。 
 
2. 撒但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
他。」(路 1:74-75)  有罪的人不能能勝過掌死權的魔鬼，必須倚靠無罪的羔羊，基督戰勝了
死亡，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讓我們被救出來，就可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在神的山上
事奉神。 
 
3. 世界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徒 2:40)  我們
屬於基督，這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裏。世界是撒但的工具，讓人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如此愛父的心就不在我們裏面了。(1 約一 2:15) 
 
4. 試探 
  耶穌為我們被試探受苦，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 2:18)亞當受試探失敗了，把眾人都帶到罪
中。基督是末後的亞當，基督勝過所有的試探，沒有犯罪，所以能將我們從試探中拯救出
來。「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 2:18) 感謝主! 我們所受的試探
不會超過我們所能受的。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
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林前 10:13)   
 
5. 肉體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 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
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羅 7:24-25) 我們屬乎血
氣，在我們的肉體裏面沒有良善。(羅 7:18) 
 
6. 患難 
  「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凶惡、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提後 4:18a)  
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帖前 3:3)然而，基督讓我們與祂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
這是何等大的安慰。(啟 1:9) 
 
7. 死亡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林
後 1:10)   
 
8. 忿怒 
  耶穌為我們死而復活，要救我們脫離將來的忿怒。(帖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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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家都聽見福音 
 
    福音是大喜的信息，也是關乎萬民的。(路 2:10) 神願意所有的人都接受福音而得救，並不
分貧富、尊卑、性別、年齡、聰明、智慧、學識、地位、種族、國籍、語言、文化、風俗、
宗教、外貌、道德、和性向。在腓立比有兩家人都聽見福音而全家得救。一家是一位姊妹的
家，她叫呂底亞，是一位有經濟能力的婦女，她賣紫色布疋給尊貴人。另一家是禁卒的家，
他的家住在離牢房不遠，他所看管的犯人若逃走，他的性命就不保。雖然他的名字沒有被記
載在新約聖經中，但是他和他全家的名字都記在生命冊上。 
 
    腓立比是福音有能力地傳入歐州的第一站，使徒保羅帶領了宣教的團隊包括西拉、提摩太
和路加醫生從特羅亞開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在馬其頓的尼亞波利登陸，勇敢地向
羅馬的駐防城腓立比挺進。那裏沒有提到猶太人的會堂，保羅在腓立比傳福音的地點是在河
邊的一個禱告的地方，對象是婦女，在腓立比得到第一位基督徒，是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
人，名叫呂底亞。她和她的一家一聽見保羅所講的道就立刻領了洗，接待保羅和同工。(徒
16:11) 呂底亞從不知道基督是主到接受基督是主，靈性的夜間到成為明光照耀的白晝。 
 
    接著神用一個被鬼附的使女讓救恩臨到禁卒的一家。保羅和西拉大有能力，將鬼從這可憐
的使女身上趕出後，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就迫害保羅和西拉。他們被棍打，
被下在監裏，然而因著他們被下到監獄中，禁卒和他的一家才有機會得救。讓我們來看有十
四件奇妙的事發生了。 
 
  1. 被打後，在監牢中他們不但沒有懼怕或是抱怨，居然還在半夜禱告唱詩讚美神。 
  2. 眾囚犯並沒有嫌他們擾亂安寧，他們竟都側耳而聽。 
  3. 正在他們唱詩的時候，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 
  4. 地震使監門立刻全開。 
  5. 眾囚犯的鎖鍊也都自動鬆開了。 
  6. 囚犯竟然都沒有逃走。 
  7. 要自殺的禁卒竟然戰戰競競的俯伏在保羅，和西拉面前。 
  8. 禁卒主動問當如何才能得救。 
  9. 禁卒願意聽福音。 
10. 禁卒全家聽見了都願意信主。 
11. 他們信主後立刻願意受洗。 
12. 禁卒領他們回家，款待他們。信主後立刻願意服事人，這是有生命的表現。 
13. 官長第二天就釋放他們。 
14. 官長都害怕，來勸他們，領他們出監，請他們離開那城。 
 
     讓我們從這兩家人得救深入地來看神偉大的救恩計劃與奇妙且豐盛的預備。神早就先預備
保羅是羅馬公民，不但懂得希伯來語和舊約，又熟悉希臘話。接著神也為保羅預備一同宣教
的同工。因著保羅和同工們願意面對宣教的挑戰付出生命的代價，得勝的晨光終於衝破黑暗
進入歐洲，那些食人族改變成敬虔的族類，獻活人為祭的迷信也被打破，文盲、淫亂、奴隸
制度的黑暗權勢，漸漸廢去。神有時不讓我們在熟悉的環境中服事，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
念。就是在路司得，神將一位寶貴的同工賜給保羅。提摩太成為保羅日後的重要同工。提摩
太的加入是神關鍵性的預備，顯出神極高的智慧。保羅不是外邦人，神卻要他向外邦人傳福
音，神感動保羅，使他願意帶領提摩太到宣教的工場。請注意，當時保羅並不知道神要他到
那裏去傳福音。神的預備是豐富的，神要他們進入歐洲傳福音，神就預備一位父親是希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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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提摩太同行。(徒 16:1) 深哉! 神的智慧何其奧秘，保羅那時還不知要進入歐洲，誰能全知
神的事呢? 我們必須要隨從聖靈的引導，得到神的供應，接受神的裝備，才能完成神的托
付。 
 
    提摩太並不是保羅帶領信主的，他的母親友尼基，和外祖母羅以是信主的婦人。(提後 1:5) 
提摩太為何被揀選? 因為他從小就明白聖經，是誰教他聖經的呢? 當然是他的母親和外祖母教
的。我們的兒童主日學非常重要，這些孩子若是從小明白聖經，將來必為神所用。提摩太當
時已有美好的名聲，當地的眾弟兄都稱讚他。(徒 16:2) 後來保羅更深的造就提摩太，稱他為
在主裏的真兒子。(提前 1:2) 這提摩太就是保羅最得力的同工，是保羅過世後，教會重要的領
袖之一。當時保羅若不肯接受聖靈的引導到路司得去，他就可能會錯過得到提摩太的機會。  
 
    保羅不是不知道信主的人可以不行割禮，但是為什麼保羅要這時給提摩太行割禮，後來卻
不肯給提多行割禮呢? 要知道未來要接續保羅的事工的是提摩太，不是提多。保羅的事奉不
是僅在外邦人中的，保羅蒙召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告耶穌基督的名。(徒
9:15) 保羅不但要向外邦人傳福音，也要向猶太人傳福音，提摩太也是如此，他傳福音的對象
包括外邦人和猶太人，因此保羅讓提摩太受割禮(徒 16:3)，好讓他被猶太人接受，可將福音
不但傳給外邦人，也傳給猶太人。提摩太的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不是猶太人不重要，只要
母親是猶太人，孩子就算是猶太人，這是猶太的傳統，神也運用這些傳統。我們傳福音不是
先要要人奉獻金錢時間，聖經上告訴我們福音是白白的傳的，也不是要強迫人公開講得救見
證的，聖經上沒有規定的我們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在日本短宣的時候有好多人信主後因為
某種原因不能公開受洗，我們不應當強迫他們。他們決志後確實有平安和喜樂。然而若是可
能，我們鼓勵人將見證寫下，可以幫助許多人認識主。希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把得救後生命
的改變寫出來，讓我們的見證顯在這世界好像明光照耀一般，將生命的道活出來，榮耀神。 
 
    保羅和西拉並提摩太經過各城傳福音，當地的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徒
16:5) 福音不受攔阻是因為聖靈引導他們外出以前，耶路撒冷的眾使徒和長老已經在重大會議
中解決了兩大問題: 第一，為了外邦人，這會議除去要求外邦信徒嚴守律法的規條的重軛(徒
15:19)，鬆開了猶太教傳統儀文及人為規條的枷鎖，挪移了外邦人信主的障礙。第二，為了
猶太人，鼓勵摩西的律法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日，在在猶太的各會堂裏誦讀。(徒
15:21) 如此尊重猶太人所看重的律法，除去了猶太人反對外邦人信主後不守律法的成見，拆
除了猶太信徒與外邦信徒之間的隔閡，這是聖靈奇妙的引導。在宣教的工場上不能墨守成
規，只要不違背聖經的教訓，憑著愛心與智慧凡事都可行。 
 
    異象掌管有保羅一生的事奉，保羅不忘記大馬色路上的異象，在他的見證中屢次題及。聖
靈向保羅關了在亞洲傳福音的門是為了要在歐洲開更有功效的門，這時有另一個重要的異象
向保羅顯明。在此異象中有一個馬其頓人在夜間站著求保羅過到馬其頓去幫助他們。因為保
羅是一位專心仰望神的人，他親近神，也渴慕神，當異象向他顯明的時候，他心中非常清楚
這是主賜給他的異象。雖然同工們沒有看見這異象，但是保羅不再浪費任何的時間來揣摩這
異象的內容、源頭、後果。保羅立刻願意順服這個異象願意到歐洲去。就在這個時候，神又
將一位適合在歐洲工作的路加醫生賜給保羅作同工。(徒 16:10) 路加醫生不但可照顧保羅的
生活與健康，也是一位精通希臘文的外邦人，後來就是這位路加將使徒行傳和路加福音有次
序的用希臘文寫下來，成為新約聖經中重要的書卷，這些都是神考驗了保羅和他的眾同工們
的心志，神樂意向他顯明馬其頓人的異象，並且要帶出影響整個世界未來局面的巨大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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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家都喜樂服事 
 
    呂底亞聽見保羅在河邊講的道，主就開導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她的一家信
主後，就立刻受了洗，她非常誠心地邀請保羅和同工們到她家中主住。(徒 16:15) 他們一信
主立刻開始服事別人。 
 
     禁卒和他全家人聽見主的道，信主後，立刻洗了保羅和西拉的傷。禁卒和屬他的人，立時
都受了洗。之後他們開始服事，為保羅和西拉擺上飯，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 
 
     昨天下午工人神學院畢業典禮中任學選傳道穫道學碩士，為此獻上感謝。三一神學院舊約
教授 Dr. Willem VanGemeren用詩篇 102 給畢業生們非常好的提醒與勸勉。神的僕人要扎根
聖道，浸入詩篇的信息中，與主的苦難有分，好讓我們的服事能了解別人真正的需要，有信
心地禱告，確信神是信實的，並與神有極親密的交通，能明白過去的教訓，現在的機會，及
未來必然得勝的遠景。不斷地活在神的面前作一個有美好靈性與品格的人，完完全全倚靠神
的大能，事事忠於主的託付，時時被神的愛所激勵，天天等候主的再來，處處彰顯神的榮
耀。 
 
    使徒行傳第十六章記載福音如何第一次傳入歐洲，當時聖靈清楚引導並賜下能力和智慧給
使徒們使他們勇敢地面對福音的挑戰。如今宣教的呼聲已經臨到華人教會，當年聖靈對使徒
們的引導，今日對我們有心擴充神國度的基督徒也有非常重要的題醒，讓我們不要忘記沒有
昔日順服聖靈的使徒，就沒有跨文化的福音傳播，沒有願意付代價的宣教士，就沒有中國的
信徒，因此我們所承受的不僅是福音的祝福，也是傳承宣教的負擔。 
 
    最後，我們一同來看家與得救有何密切的關係。舊約中記載約拿單曾與大衛王立約，指著
耶和華的名起誓，永不可向他的「家」絕了恩惠。 (撒上 20:15) 後來恩典臨到約拿單的兒子
米非波設。 (撒下 9:7) 米非波設性命得到保全，並接受恩典後代表全「家」向大衛獻上感
恩。 (撒下 19:28) 
 
    如今我們都因基督與我們所立的約，成為神「家」裏的人。(弗 2:19) 在基督裏我們一
「家」(所有屬基督的人) 都必得救。(弗 3:15) 
 
    救恩是個人要負責任的，不是別人可以代替的。唯有基督可以將我們帶進父神的家中，成
為神的兒女。(約 20:17) 我們必須接受耶穌基督作個人的救主，因為神已立耶穌為主為基督，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我們得救後，應當為家人禱告，並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如此家人也可看見我們的生命的改
變，被聖靈感動，願意得救，成為神家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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