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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都必得救 
徒 16:25-34 

                                
 
25 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26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炼也都松开了。 
27 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28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29 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伏服在保罗西拉面前。 
30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31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32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33 当夜，就在那时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 
34 於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徒 16:25-34) 
 
     谢谢大家为基督之家第三家的短宣队代祷，这三周来，本教会的短宣队在台湾，波兰和德
国带领了 115 人归向耶稣。台湾短宣队陈少豪弟兄，张国光长老，张军玉传道，谢德霖弟
兄，陈恩德弟兄，这五位弟兄们带领了 62 位慕道友在嘉义决志。在波兰营会中，当我讲完福
音的信息後，有许多的慕道友到台前作决志祷告。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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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来传福音也有姊妹，夫妇一同得救。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今
年营会报名参加 120 人，受洗 16 位，与决志 30 人,都打破十几年来的记录。他们在听见福音
後愿意决志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有许多人为他们祷告，迫切祷告，禁食祷告，以致圣
灵作感动的工作，让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些禁食祷告的代祷
者有基督之家第三家的弟兄姊妹，有华府中国教会学生团契的同工，也有史丹佛大学中国学
生爱光团契的同工，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使得在波兰华沙许多家庭全家得救。第二，这些决
志的人，有一些人的配偶或父母是信主的，他们看见了好见证，归荣耀给神，於是他们也愿
意信主耶稣。其中赵得金弟兄与他的儿子两个人都愿意决志，并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一年前
赵弟兄的妻子要信耶稣时，他还多方拦阻，说了很多负面的话，赵弟兄的父母是爱主的弟兄
姊妹，在中国开放家庭聚会，赵弟兄七岁时就开始听福音，一直到四十三年後才愿意在众人
面前为主作见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他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从父母家中搬出去了，但
是这次也被圣灵感动，与父亲一同受洗。我相信将来还有许多的家人要信主，因为一个人信
主後可以让一家的人都听见福音。他们说有好多个非常顽固坚绝不肯受洗的这次都被主得着
了。能够看见全家都得救，真是赞美主。陈少豪实习宣教士与我在德国也经历了神的大能。
德国有很多学生与博士後在得德国作研究的学者，他们信主後有极大的影响力。欧洲短宣队
在德国东部服事从中国来的学生们和作事家庭,这九个城市包括 Jena, Weimar, Erfurt, Halle, 
Merseburg, Leipzig, Magdeburg, Braunschweig, and Dresden. 我们与洪立民牧师，王柏传道，范
大胜长老，钱致渝宣教士同工，一共带领了 23 位决志。再度感谢神为我们开了远地宣教的
门。同时在 Atwater 我们教会今年第十队有十四位昨天参加了传福音，还有许多作饭食支援
短宣队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劳苦都带进永恒的果效，赞美主! 
 
    全本圣经的重点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何等大的救恩。我们查经的进度是约书亚
书，约书亚原名何西阿乃是渴望救恩之意，摩西将他的名字改为约书亚，是主耶和华是救恩
的意思，也正是耶稣的意思。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将神的救恩计划与执行藉着使徒保罗在腓立
比监狱与狱卒的一段对话，让我们可以有深刻的了解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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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家都信主得救 
 
   得救就是得到救恩，救恩与基督有关，以下用八个方面来看救恩的範围与丰盛。 
 
1. 罪恶 
   耶稣的名字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太 1:21)我们是神的百姓，救恩乃是由救赎
主亲自付代价，将我们从罪恶中买赎出来。 
 
2. 撒但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事奉
他。」(路 1:74-75)  有罪的人不能能胜过掌死权的魔鬼，必须倚靠无罪的羔羊，基督战胜了
死亡，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被救出来，就可终身在祂面前，坦然无惧，在神的山上
事奉神。 
 
3. 世界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徒 2:40)  我们
属於基督，这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里。世界是撒但的工具，让人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如此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1 约一 2:15) 
 
4. 试探 
  耶稣为我们被试探受苦，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来 2:18)亚当受试探失败了，把众人都带到罪
中。基督是末後的亚当，基督胜过所有的试探，没有犯罪，所以能将我们从试探中拯救出
来。「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来 2:18) 感谢主! 我们所受的试探
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
们受试探过於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林前 10:13)   
 
5. 肉体 
  「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 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
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罗 7:24-25) 我们属乎血
气，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罗 7:18) 
 
6. 患难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提後 4:18a)  
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帖前 3:3)然而，基督让我们与祂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启 1:9) 
 
7. 死亡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林
後 1:10)   
 
8. 忿怒 
  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帖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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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家都听见福音 
 
    福音是大喜的信息，也是关乎万民的。(路 2:10) 神愿意所有的人都接受福音而得救，并不
分贫富、尊卑、性别、年龄、聪明、智慧、学识、地位、种族、国籍、语言、文化、风俗、
宗教、外貌、道德、和性向。在腓立比有两家人都听见福音而全家得救。一家是一位姊妹的
家，她叫吕底亚，是一位有经济能力的妇女，她卖紫色布疋给尊贵人。另一家是禁卒的家，
他的家住在离牢房不远，他所看管的犯人若逃走，他的性命就不保。虽然他的名字没有被记
载在新约圣经中，但是他和他全家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 
 
    腓立比是福音有能力地传入欧州的第一站，使徒保罗带领了宣教的团队包括西拉、提摩太
和路加医生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在马其顿的尼亚波利登陆，勇敢地向
罗马的驻防城腓立比挺进。那里没有提到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地点是在河
边的一个祷告的地方，对象是妇女，在腓立比得到第一位基督徒，是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
人，名叫吕底亚。她和她的一家一听见保罗所讲的道就立刻领了洗，接待保罗和同工。(徒
16:11) 吕底亚从不知道基督是主到接受基督是主，灵性的夜间到成为明光照耀的白昼。 
 
    接着神用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让救恩临到禁卒的一家。保罗和西拉大有能力，将鬼从这可怜
的使女身上赶出後，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就迫害保罗和西拉。他们被棍打，
被下在监里，然而因着他们被下到监狱中，禁卒和他的一家才有机会得救。让我们来看有十
四件奇妙的事发生了。 
 
  1. 被打後，在监牢中他们不但没有惧怕或是抱怨，居然还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 
  2. 众囚犯并没有嫌他们扰乱安宁，他们竟都侧耳而听。 
  3. 正在他们唱诗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4. 地震使监门立刻全开。 
  5. 众囚犯的锁炼也都自动松开了。 
  6. 囚犯竟然都没有逃走。 
  7. 要自杀的禁卒竟然战战竞竞的俯伏在保罗，和西拉面前。 
  8. 禁卒主动问当如何才能得救。 
  9. 禁卒愿意听福音。 
10. 禁卒全家听见了都愿意信主。 
11. 他们信主後立刻愿意受洗。 
12. 禁卒领他们回家，款待他们。信主後立刻愿意服事人，这是有生命的表现。 
13. 官长第二天就释放他们。 
14. 官长都害怕，来劝他们，领他们出监，请他们离开那城。 
 
     让我们从这两家人得救深入地来看神伟大的救恩计划与奇妙且丰盛的预备。神早就先预备
保罗是罗马公民，不但懂得希伯来语和旧约，又熟悉希腊话。接着神也为保罗预备一同宣教
的同工。因着保罗和同工们愿意面对宣教的挑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得胜的晨光终於冲破黑暗
进入欧洲，那些食人族改变成敬虔的族类，献活人为祭的迷信也被打破，文盲、淫乱、奴隶
制度的黑暗权势，渐渐废去。神有时不让我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服事，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
念。就是在路司得，神将一位宝贵的同工赐给保罗。提摩太成为保罗日後的重要同工。提摩
太的加入是神关键性的预备，显出神极高的智慧。保罗不是外邦人，神却要他向外邦人传福
音，神感动保罗，使他愿意带领提摩太到宣教的工场。请注意，当时保罗并不知道神要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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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去传福音。神的预备是丰富的，神要他们进入欧洲传福音，神就预备一位父亲是希利尼 
 
人的提摩太同行。(徒 16:1) 深哉! 神的智慧何其奥秘，保罗那时还不知要进入欧洲，谁能全
知神的事呢? 我们必须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得到神的供应，接受神的装备，才能完成神的托
付。 
 
    提摩太并不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他的母亲友尼基，和外祖母罗以是信主的妇人。(提後 1:5) 
提摩太为何被拣选? 因为他从小就明白圣经，是谁教他圣经的呢? 当然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教
的。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非常重要，这些孩子若是从小明白圣经，将来必为神所用。提摩太当
时已有美好的名声，当地的众弟兄都称赞他。(徒 16:2) 後来保罗更深的造就提摩太，称他为
在主里的真儿子。(提前 1:2) 这提摩太就是保罗最得力的同工，是保罗过世後，教会重要的领
袖之一。当时保罗若不肯接受圣灵的引导到路司得去，他就可能会错过得到提摩太的机会。  
 
    保罗不是不知道信主的人可以不行割礼，但是为什麽保罗要这时给提摩太行割礼，後来却
不肯给提多行割礼呢? 要知道未来要接续保罗的事工的是提摩太，不是提多。保罗的事奉不
是仅在外邦人中的，保罗蒙召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徒
9:15) 保罗不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也要向犹太人传福音，提摩太也是如此，他传福音的对象
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因此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徒 16:3)，好让他被犹太人接受，可将福音
不但传给外邦人，也传给犹太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不是犹太人不重要，只要
母亲是犹太人，孩子就算是犹太人，这是犹太的传统，神也运用这些传统。我们传福音不是
先要要人奉献金钱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福音是白白的传的，也不是要强迫人公开讲得救见
证的，圣经上没有规定的我们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在日本短宣的时候有好多人信主後因为
某种原因不能公开受洗，我们不应当强迫他们。他们决志後确实有平安和喜乐。然而若是可
能，我们鼓励人将见证写下，可以帮助许多人认识主。希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把得救後生命
的改变写出来，让我们的见证显在这世界好像明光照耀一般，将生命的道活出来，荣耀神。 
 
    保罗和西拉并提摩太经过各城传福音，当地的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徒
16:5) 福音不受拦阻是因为圣灵引导他们外出以前，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和长老已经在重大会议
中解决了两大问题: 第一，为了外邦人，这会议除去要求外邦信徒严守律法的规条的重轭(徒
15:19)，松开了犹太教传统仪文及人为规条的枷锁，挪移了外邦人信主的障碍。第二，为了
犹太人，鼓励摩西的律法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在犹太的各会堂里诵读。(徒
15:21) 如此尊重犹太人所看重的律法，除去了犹太人反对外邦人信主後不守律法的成见，拆
除了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之间的隔阂，这是圣灵奇妙的引导。在宣教的工场上不能墨守成
规，只要不违背圣经的教训，凭着爱心与智慧凡事都可行。 
 
    异象掌管有保罗一生的事奉，保罗不忘记大马色路上的异象，在他的见证中屡次题及。圣
灵向保罗关了在亚洲传福音的门是为了要在欧洲开更有功效的门，这时有另一个重要的异象
向保罗显明。在此异象中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夜间站着求保罗过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因为保
罗是一位专心仰望神的人，他亲近神，也渴慕神，当异象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心中非常清楚
这是主赐给他的异象。虽然同工们没有看见这异象，但是保罗不再浪费任何的时间来揣摩这
异象的内容、源头、後果。保罗立刻愿意顺服这个异象愿意到欧洲去。就在这个时候，神又
将一位适合在欧洲工作的路加医生赐给保罗作同工。(徒 16:10) 路加医生不但可照顾保罗的生
活与健康，也是一位精通希腊文的外邦人，後来就是这位路加将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有次序
的用希腊文写下来，成为新约圣经中重要的书卷，这些都是神考验了保罗和他的众同工们的
心志，神乐意向他显明马其顿人的异象，并且要带出影响整个世界未来局面的巨大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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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家都喜乐服事 
 
    吕底亚听见保罗在河边讲的道，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的一家信
主後，就立刻受了洗，她非常诚心地邀请保罗和同工们到她家中主住。(徒 16:15) 他们一信主
立刻开始服事别人。 
 
     禁卒和他全家人听见主的道，信主後，立刻洗了保罗和西拉的伤。禁卒和属他的人，立时
都受了洗。之後他们开始服事，为保罗和西拉摆上饭，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昨天下午工人神学院毕业典礼中任学选传道获道学硕士，为此献上感谢。三一神学院旧约
教授 Dr. Willem VanGemeren用诗篇 102 给毕业生们非常好的提醒与劝勉。神的仆人要扎根
圣道，浸入诗篇的信息中，与主的苦难有分，好让我们的服事能了解别人真正的需要，有信
心地祷告，确信神是信实的，并与神有极亲密的交通，能明白过去的教训，现在的机会，及
未来必然得胜的远景。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作一个有美好灵性与品格的人，完完全全倚靠神
的大能，事事忠於主的托付，时时被神的爱所激励，天天等候主的再来，处处彰显神的荣
耀。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福音如何第一次传入欧洲，当时圣灵清楚引导并赐下能力和智慧给
使徒们使他们勇敢地面对福音的挑战。如今宣教的呼声已经临到华人教会，当年圣灵对使徒
们的引导，今日对我们有心扩充神国度的基督徒也有非常重要的题醒，让我们不要忘记没有
昔日顺服圣灵的使徒，就没有跨文化的福音传播，没有愿意付代价的宣教士，就没有中国的
信徒，因此我们所承受的不仅是福音的祝福，也是传承宣教的负担。 
 
    最後，我们一同来看家与得救有何密切的关系。旧约中记载约拿单曾与大卫王立约，指着
耶和华的名起誓，永不可向他的「家」绝了恩惠。 (撒上 20:15) 後来恩典临到约拿单的儿子
米非波设。 (撒下 9:7) 米非波设性命得到保全，并接受恩典後代表全「家」向大卫献上感
恩。 (撒下 19:28) 
 
    如今我们都因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成为神「家」里的人。(弗 2:19) 在基督里我们一
「家」(所有属基督的人) 都必得救。(弗 3:15) 
 
    救恩是个人要负责任的，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唯有基督可以将我们带进父神的家中，成
为神的儿女。(约 20:17) 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作个人的救主，因为神已立耶稣为主为基督，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我们得救後，应当为家人祷告，并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如此家人也可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改
变，被圣灵感动，愿意得救，成为神家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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