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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遍傳世界的第一站      滕近輝 
 
前言 
 
使徒行傳第16章所記載的，可以說是福音遍傳世界的第一站。每當我們重新溫習那時的經過情形，我們
實在看見神在向外傳福音的事工上，有很多奇妙的預備和奇妙的作為。如果那個時候，你有這樣奇妙的
作為，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今天我們中國教會如果往前邁進一步的時候，神不會丟下不顧我們，我們
所信奉的神，也能作從前做過的事。這第16章實在是劃時代的記載。從這一章開始，福音就離開了小亞
細亞的限制，向更遠更遼闊的地方展開，所以我們要用這堂的時間，來查考和溫習這裏所經過的各種情
形。我想有三個字，可以代表這裏所說的一切，就是「想不到」三個字，或用四個字來講，就是「出人
意外」。我深深覺得這裏所記載的每件事，都是出人意外的。 
 
壹、想不到的引導 
 
首先我們看見「想不到的引導」，也可說是「出人意外的傳福音路線」。請大家看幾節聖經：「聖靈既
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
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
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
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徒16:6-10) 
 
在這裏，我們看見神兩次的禁止，一次的異象。聖靈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順服這個禁止的引
導，繞過一個地方往北去，到了庇推尼和每西亞邊境交界的地方。他們在那裏的思想，大概是主既不要
我們在亞細亞傳道，恐怕是要我們往北方去吧，庇推尼是最北邊的地方，大概是要我們往那裏去吧。他
們到邊境的地方作準備，你看他們是準備好，隨時的順服─ ─ 好，既禁止我們在這裏，我們就按照我們
當時所能想到，所能看到的亮光，往前去，往前去，來到一個地方再等候。恐怕是往這裏去吧，但是耶
穌的靈又不許，所以他們不是當往北邊去。耶穌的靈不許，到底往那裏去呢，還沒有清楚的指示。好，
既然不是這裏，他們在想，大概是往那一個方向吧，于是他們來到海邊特羅亞的地方。在那裏，神看他
們真有一個順服的心，神就顯示這個異象給他們看。請大家注意，神顯示這個異象給他們看以前，這個
馬其頓的呼聲臨到他們以前，已經有過兩次的試驗，這兩次試驗的方式，就是禁止和不許。在這兩次試
驗中，主的僕人們有一個很好的表現，他們在那裏探索，在那裏尋求神的旨意和引導 ─ ─ 到底神要他們
往那裏去。他們這樣的順服，不容易呀，如果沒有一個徹底尋求聖靈引導的心，和徹底信靠聖靈會引導
的信心，他們不會這樣行。你看上面第5節說：「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這個工作
情形多麼好呀，教會興旺，人數加多，他們原可以在舊地區裏工作下去，門戶大開，興旺福音的機會很
多，然而就在那個時候聖靈忽然說，不能在亞細亞傳道，他們隨即順服，順服的時候還有一個實際的表
現，他們往另外一個地方去，越過聖靈禁止他們工作的地方，經過而不工作，越過、穿過，來到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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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交界的地方等候，向北邊展望是不是神要他們往那邊去。你看頭兩步，神並沒有清楚的指示，為
什麼不指示？難道神糊裏糊塗的要他們暗中摸索嗎？我相信有一個試驗的意思在裏面，看看他們肯不
肯，讓他們的靈性上有一個準備─ ─ 順服的準備。他們在那裏準備的階段中，亦在那裏思想，到底他們
該往那裏去。到底神為什麼禁止，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工等候在他們的前頭，神必有更大的計劃，超過他
們所求所想的吧。他們來在北邊展望是不是神要他們在這一帶地方工作。如果是神的旨意，他們願意，
他們到了那個地方，就是表示願意，預備好了，只要神一發令，就往前去，這是在試驗中一個非常寶貴
的表現。但是耶穌的靈不許。在那個等候中，他們已有一個積極的準備，準備開動，但是神不許。那就
是說，神攔阻了他們已經要做的工作。後來又換了一個方向，到海邊等候，看看神的旨意如何，他們還
是順服，一點都沒有意思說：「啊，神糊裏糊塗帶領我們到這個地方，恐怕沒有什麼目的吧」，他們沒
有那樣想。這裏不是神的計劃，他們到特羅亞去，神會在那裏一步一步的引導。願意，再去，再順服在
那裏等候。經過了兩次的試驗，他們的靈性作好了準備，這個異象就來了。馬其頓人夜間顯現在他們面
前說，請你們過來，幫助我們。他們認為這是神的引導，認為這是出於神的啟示。好，他們就往前去。
神也開了門，所以往前去的時候，你可看見神一步一步為他們奇妙的安排。這是第一步，想不到的引導，
超過他們所求所想的，原來不是在他們的計劃之中，神介入其間，改變他們工作的路線、方向、計劃。
這個結果和關係影響，都非常大。 
 
我們想一想，如果當時的路線是到了小亞細亞為止，以後回頭往東傳，把福音傳遍近東一帶，慢慢向遠
東伸過來，如果福音先傳在亞洲，然後再從亞洲傳到西方，大家想一想這個過程如何？ 這個路線如何？
我想後來一定很難，做不通，而且東方人有一個弱點，就是對宗教沒有一個絕對的觀念，對那一個宗教
都認為差不多，都好，中國人對宗教是沒有絕對感，所以對宗教性逼迫的事從來很少在中國發生，在中
國古代除了道教和佛教之爭，其他一般的人都覺得，信那一個教都是叫人為善的，差不多的，這是東方
人的一個特點。如果基督教先在東方傳開，然後從東方傳到西方，在過程之中，我想基督教的那個絕對
性早已消失盡了，然後再由東方人到西方去傳，我想，西方人很難接受東方人的宗教。這個過程倒轉過
來很難很難。所以福音先傳到西方去繞一個大圈子，然後再從歐美傳回東方，在許多的方面，神作了準
備，因此能夠完成普傳福音的計劃。我相信這絕不是偶然的，自有祂的美意。 
 
因此，我連想到猶太人會作生意，個個發財，全世界最會作生意的是猶太大，這麼有錢，又有什麼意義
在那裏呢？今天才看見它的意義。當猶太人一回到耶路撒冷重行建立以色列國，資本就很雄厚，可以開
始建設，立時把以色列國興旺起來，作了神恩待以色列國的物質基礎。今天靈性的恩典還沒有臨到，但
是物質的基礎也是必須的，這是第一步。如果猶太人沒有錢，以色列國的復興做不到。所以他們會作買
賣，也有神的計劃在裏面。 
 
神所作的一切事，都有一個目的。到了時鏢，就完成祂的目的。這福音先傳到西方，到後轉回東方，自
有神的目的。所以這件事，是想不到的，我想這三個字非常的恰當用來形容這件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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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想不到的人信主 
 
我們現在要看想不到的人信主了。想不到的人，在想不到的地方，在想不到的情況下信主了。「當安息
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裏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有一個賣
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
心聽保羅所講的話。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請到我家裏來住。
於是強留我們。」(徒16:13-15) 
 
他們在腓立比住了幾天，到處看看，我想那幾天他們在尋找、等候和禱告。「神啊，你已經帶領我們來
了，我們又怎麼下手呢？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又如何開始工作？」神就帶領他們到一個禱告的地方，
婦人們在禱告。要向他們講道，我想，不很方便吧，但是他們相信這是神的引導，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
女講道。這些婦女們也不以他們(外來人)為怪，居然聽他們講道，這是想不到的。神預備好了人心，更
想不到第一次聽道就信主。這個信主的人，而且是一個家境相當好的人，賣紫色布疋的呂底亞。當時作
這買賣的人，都是家境相當好的。這樣的一個人聽見道，主開了他的心，留心聽，就信了主。他信主了，
因有相當的地位，所以對其他的婦女們，其他的猶太人，有相當的影響。 
 
還有一件奇妙的事，也是想不到的，姊妹信主了，丈夫不一定。你離開了我們猶太教的傳統，你跳出了
槽，接受一個剛從外地來，不知講些什麼者的話，你那麼快接受，還要我們也來相信，那有這麼容易，
這麼簡單。恐怕他們還要逼迫他。當時猶太人信耶穌，是不合潮流的，一定是會引起逼迫的，但是這裏
第15節說：「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這是表示包括他的丈夫和孩子在內，一起受洗，全家相信，來作
見證，把他所聽見的這位耶穌應驗了舊約關於彌賽亞的預言，神在拿撤勒人耶穌身上所行的大能奇事，
最後從祂死裏復活，應驗了舊約的預言，他把這些聽見的向他家人傳講的時候，呀，他們也被聖靈開導
他們的心，全家相信，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單位。家庭是一個很重要的單位，關係很大。家庭一分開，力
量就分散，家庭一連合，就成了一個很難攻破的營壘。一家人信主，妻子帶領丈夫，這是與通常相反的
一個過程。第一個在歐洲信耶穌的人是一位姊妹，這也是姊妹們的榮耀。我相信，神對姊妹們的恩典實
在是特別的大。在這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場合，想不到的人，想不到的一家，神動了祂的善工。第
一次講道，人心就預備好。我相信他們在去那裏之前，不知作了多少禱告，整個的教會為他們禱告，各
地的教會為他們禱告，他們自己也不住懇切的禱告，所以到了時候，神的計劃與預備都顯現出來，何等
的奇妙，實在是想不到的。 
 
參、想不到的供應 
 
我們又看見想不到的供應。剛才我門所讀的第15節下半段：「你們若以為我是真心愛主的，請到我家裏
來住，於是強留我們。」供應來了，一個相當有錢的家庭，打開門戶來說：「請主的僕人們到我的家裏
來住！我接待你們，供應你們一切的需要。」他們想不到神如此為他們開了一個供應的門。如果保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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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工需要在腓立比織帳棚，我相信他們的時間會要打一個大折扣。我相信他們身上帶的錢也不會很多，
他們一步一步的憑信心仰望神。現在神的方法顯明在他們面前，一個 人信主了，把他家裏的門大大敞開
說：「請來！請來！」你看，這裏保羅和他的同工相當的有智慧，不肯接受。剛剛信主，他的認識還不
夠吧，不肯接受。「我們有住的地方，謝謝你！」但是他們強留說：「不行，不准你們推辭！」我想，
保羅和他同工看見這個情形，他們再有一個印證 ：「是的，神預備了！」，而且他們所說的話也很有智
慧：「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請到我家裏來住，換言之，就是「如果你們以為我是假信主的，那就
不要來」，如果祂們堅持不肯去住，無異是懷疑他們尚未真信主，這實是很有智慧的話。我到過一個地
方，曾發現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剛剛信主，不懂得奉獻，經過一段時間的教導，費了很多的力量，他
才懂得奉獻，把財物拿出一點來，很吝嗇，捨不得，不知作了多少難。那靈性好的，也不知經過多少禱
告，奉獻一點錢。但是這個姊妹一信主不久就說：「請到我家裏來，我們要奉主的名接待你們！」呀，
真是神奇妙的預備，在什麼時候有什麼需要，神就按照那個特別的光景之下的需要，來供應祂的僕人使
女。一個人剛信主，他需要特別大的恩典，神在一個人剛信主的時候，特別又特別給他恩典，使他覺得
主是多麼真實，一禱告，就垂聽，一禱告，就垂聽。在剛信主的人，有多少寶貴的見證來講，因為那個
時候軟弱，需要這樣的鼓勵。但是後來靈性長大了，呀！ 有時候，禱告、主不聽了，試驗來了，造就來
了，叫我們的信心經過試驗，比那種過火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見寶貴。主撤開祂的手，讓我們開始學走
路了。但有的時候，我們感覺不對了，沒有剛信主時那般親密了，每次禱告，主也不像從前那般奇妙的
應允了！然而這正是主要造就你，表示主重看你的說明。所以在任何特別的景況之下，所有特別的需要，
神都用特別的：方法，來為我們預備安排。 
 
肆、想不到的逼迫 
 
我們又看見想不到的逼迫來了。如果不是如此，恐怕還不完全。如果沒有這樣，恐怕只是人所虛構出來
順利的路線。試想恩惠的福音傳到一個地方，要把那地方的人從撒但的權勢下奪取回來，而撒但若竟毫
無作為，那真是奇事。撒但在這個情勢下起來反對，正是意料中事。如果牠竟然無所作為。那才是希奇。
所以在這裏，不是一幅虛構出來想像出來金黃色的圖畫：你看，向外傳福音多麼順利呀，多麼美妙呀，
神的安排多麼出人意料之外，呀，樣樣都好，我們都去了，一定是大有收成，一條路通順到底。不是那
樣，撒但的攻擊來了，逼迫來了，這個逼迫是用想不到的方式來出現的。你看，這個被鬼附著的使女，
她跟隨在保羅後面喊叫。十七節說：「她跟隨保羅和我們說，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
的道。她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你看她的見證好不好，我想，她和保羅所講的一樣。撒但這個手段很厲
害，完全就是反見證的意思。她是個被鬼所附的使女，這些人知道鬼所附著的人平常沒有好事，他們也
知道鬼作的是什麼事，現在這個附著這使女的鬼來作見證：「這是神的僕人，來傳說救人之道。」我相
信，這個效果給稍有頭腦的，正是反面的作用，阿，如果鬼給他作見證，還有什麼好的。耶穌在世時，
鬼為祂見證，那個效果真是相反。當時的猶太人如果知道鬼為耶穌作見證，他們真會名正言順的說：「你
看，耶穌當然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的，鬼都給他作見證，鬼都擁護他，那還不是由於鬼嗎？撒但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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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厲害！ 在這裏我們看見撒但使用了兩個戰略，第一個戰略是反見證，第二個戰略，牠把這件事和利益
連在一起，和得利的門路連在一起，得利的門路一斷，一般的人都惱火起來，生氣起來，一定起來要反
對逼迫。請看第19節：「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使揪住保羅和西拉，……」為什麼他們
如此發怒，揪住保羅和西拉，因為看見自己得利的指望沒有了。撒但的第二個戰略，就是把牠的工作和
人的得利連在一起，緊緊的連在一起，牠就能夠把人緊緊的抓在牠的手中，在牠的掌握之下。用什麼方
法？得利。這兩樣合在一起，反面正面一連合起來，這逼迫很厲害。這逼迫的勢力很大，就聳動、煽動
一切的人，不管是宗教性的，或非宗教性的，那些潛伏的因素都給它發動起來，都是針對著保羅而發。
發的很厲害！牠曉得最厲害的手段是什麼，就無所不用其極的用那最狠毒的方式、工具，來攔阻主的僕
人使女來傳福音，這是想不到的逼迫。 
 
伍、想不到的喜樂 
 
在想不到的逼迫之中，竟發生了想不到的喜樂，出人意外的喜樂。第25節是我們最熟悉的一節聖經：「約
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半夜的時候，內監裏面，上了木狗，在最痛苦的時候、孤單的
時候，他們在那裏唱詩、禱告讚美神。他們的喜樂，在內監裏面表現出來。還對當時的那些犯人來講，
真是想不到，出人意料之外。看看這兩個人，比我們所受的傷還厲害，比我們所受的苦還厲害，我們還
沒有在內監，他們兩個在內監，表明罪犯最重的人，他們竟在那裏唱詩禱告，還有喜樂的聲音，他們側
耳而聽，奇怪極了，令人驚訝，想不到的喜樂。在那些認識神的僕人使女的心裏，藉著唱詩禱告顯明出
來，我們不能不感謝讚美主。初期教會的能力，我想，從四節的聖經裏，可以表現無遺。 
 
一節聖經，就是使徒行傳第5:41節，當門徒被打了許多棍，被趕出公會以外的時候，他們心裏歡喜，因
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心裏歡喜，被棍打了以後，心裏歡喜。第二節聖經，當使徒彼得寫信給弟兄姊妹
時，他說：「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倒要歡喜。」(彼前4:12-13)這是已在使徒時代
稍後一些時候了，仍然有這個信息，仍然有這個流露：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希奇，倒要歡喜。 
 
我們也看見在這裏，保羅和西拉在半夜的時候唱詩禱告讚美神，還是他們內外傳福音的時候所表現的情
形。還有一節，羅馬書第5:3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喜的。」這四節聖經連串在一起，叫我們想
到初期教會內部生命的能力，聖靈的能力，真是勝過一切，克服一切，征服一切。這是神在他們身上恩
典的顯現。 
 
陸、想不到的能力 
 
我們看第六方面，出人意外的能力。請大家看第26節：「忽然地大震動」。我仔細的研究聖經裏面有關
記載地震的事，我就得到一個結論，這結論就是說，在神救恩的計劃裏面最重要的關頭，有地震發生。
地震是物質界發生的，但物質界的地震是表示屬靈的能力，在神救恩計劃重要的關頭發生，就好像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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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釘十字架的時候，地大震動。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時候，地大震動。舊的以色列人圍繞耶利哥，按照
神給他們的話，憑著信心圍繞耶利哥，後來城牆倒塌，無疑的是地大震動。還有，先知以賽亞在聖殿看
見神的榮耀，要得到神新的差遣的時候，聖殿門檻的根基震動，聽見「聖哉！ 聖哉！ 聖哉！ 」呼喊的
聲音。如今當這福音廣傳，福音向外傳的第一站的地方，發生地震。所以弟兄姊妹們，向外傳福音在神
的計劃中，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列在發生地震那一類的事件中。如果神不重視這一件事，他們在
這第一站的地方，也不會發生地震，可見神的心目中，向外傳福音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還有一件事，
主再來的時候，在啟示錄裏也記載有地震要發生。所以這幾次記載地震發生，都有最重大關係意義事件
的發生。這個地震是在他們唱詩禱告的時候，他們裏面有神蹟，外邊就眼看發生一個神蹟。神的作為常
常是這樣，如果我們禱告說：「主啊，求你在我們環境中，行一個神蹟！ 」恐怕神要先在我們裏面查看，
看看我們裏面有沒有準備好，讓祂在心中作成一個神蹟在先，然後在外邊作成一個神蹟。這是神工作的
先後次序，先在我們裏面作一個神蹟，裏面神蹟作成了，再在我們的環境裏，我們的工作上，作一個神
蹟。所以我們要求環境中神蹟的時候，我們要先求裏面的一個神蹟，那個次序就對了。我們尋求的路線
對了，神的作為才能夠順利的完成。 
 
柒、想不到的勝利 
 
緊接著，就是想不到的勝利，那就是禁卒的全家都信主了。這真是一個大勝利，也是保羅起初的時候所
絕對沒有想到的。第33-34節：「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
立時都受了洗。」保羅剛剛被那禁卒打的時候，他怎能想到就是那個打他的人，過了不久，還不到一天，
不過幾個小時以後，居然就信主受洗，他連作夢也想不到。就算把他的想象力推廣到最廣的範圓，也想
象不到，然而神竟作成了人所想不到的事。這一個勝利非同小可，將來腓立比的教會每次作見證的時候，
一定提到福音開始傳到腓立比時所發生的這件奇事，就是那虐待保羅和西拉的兇手頭子禁卒和他的全
家，就在一夜之間，竟回轉心意而信主了，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勝利，不但超過保羅西拉所求所想，也超
過任何人所求所想。 
 
捌、想不到的改變 
 
我們現在再來看這禁卒的改變，想不到的改變。從聖經的記載中，我們取出幾個字作一對照，就可看出
這個轉變很有意思。先看24節：「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了木狗」。再請看

34節，「於是禁卒領了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把這「上」和「擺」字放在一起比一比
看。「上了木狗」，禁卒親自把木狗加在保羅等二人的腳上，如今呢，卻「擺上飯」，我相信這是禁卒
親自擺的。他在事後做好了菜，親自捧過來，擺在桌上，說：「保羅、西拉，請坐，用飯，」那隻曾經
給他們上木狗的手，如今卻捧過飯來款待保羅西拉，這又是何等大的轉變。 
 
我們再取兩個字作對此。先看23節：「打了許多棍……」再請看33節：「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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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禁卒原是用棍來「打」保羅西拉，如今同是那雙手，卻用來「洗」他們的傷。 
 
我們再看27節：「禁卒一醒」，這表明他原來在睡覺，當他打過保羅西拉以後，良心無動於中，竟能舒
舒服服的在睡覺，可是下面32節：「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現在他和他全家的人
都在那裏側耳恭聽。原來是無動於中的睡覺，如今醒過來在那裏聽主的道。所以這種改變真是何等的寶
貴。一個傷害人的、殘忍的、無真情的人，變成一個歡喜、快樂、愛心接待人、包紮人傷痕的人。這個
改變是福音作成的，聖靈作成的，所以保羅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我相信，在保羅的好朋友中，這個禁卒
是其中的一個。保羅最親密的好朋友中，有一個就是這禁卒。他們何時一談話，他們就會拉著手大笑。
「還記不記得，你從前曾拿棍子打我，打了許多棍。」禁卒就回答說：「感謝主阿，但你也不要忘記，
我當時也曾擺上飯給你吃呀！」他們就相對大笑。神的恩典真是何等的奇妙，仇敵化為朋友。詩篇23:5

節：「你在我敵人面前給我擺上筵席」，不但應驗，而且過於應驗有餘；不但是在敵人面前擺筵席，而
是和他敵人一同坐筵席；不是神在他敵人面前擺設，而是神用他的敵人擺設，和他一同坐下，一起吃，
並且作了他的朋友。仇敵化為他的朋友，這奇妙的改變，真是出人意外的。 
 
玖、可想不到的影響 
 
我們要再來看那想不到的影響。第25節末了一句：「眾囚犯也側耳而聽。」接下去，27-28節說：「禁
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
在這裏。」我要請問大家，保羅所說「我們都在這裏」，這「我們」是指著誰說的？(這時臺下聽眾群起
作答)。對了，這「我們」是指著保羅、西拉，還有其他的囚犯都包括在內。我要再追問一句，他們都在
那裏嗎？地震，監門全開，鎖鍊都鬆開了，這時他們都還不跑？你看，這個禁卒一醒過來，看見監門全
開了，他以為囚犯已都逃跑。他這個「以為」，對不對，合理不合理？如果我是禁卒，我會不會有第二
樣的想法？我想，我不會有第二樣的想法。如果你是禁卒，你也不會有第二樣的想法。一醒過來，看見
監門全開，那一個傻瓜還留在那裏不跑呢？所且他看都不要看，就拔刀要自殺。他的判斷太有把握了，
不會有第二個可能的。然而事實卻大出他意料之外，這些囚犯全都沒有跑，這是誰叫他們不要跑的？是
不是保羅站在門口攔阻他們說：「你們都不能跑，一個也不准跑？」我相信，絕不是。那麼他們為什麼
不跑呢？這些囚犯都受感動，都希奇到極點，因而不要跑了。原來他們在側耳而聽，這兩個人被棍打了
以後，半夜裏竟在內監裏唱詩禱告讚美神，他們在側耳而聽，後來發生地震，忽然監門全開，他們的鎖
鍊也都鬆開了。他們在想，呀，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現在瞭解這一定是因這兩個人，才發生這些事。
他們不跑，決定不逃跑，他們受了很深的影響。我想講一句話，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在腓立比的教會
裏，你想有多少會友，在過去是坐監的人呀。你們請想，那天晚上和保羅西拉同監的，有多少位在他們
出監以後，信主了，作了腓立比教會的會友呢？我相信，不少，一定不少。他們受了大感動，這不但禁
卒一家信主了這些囚犯當時受了很深的感動，在他們出監以後，也一定信主了，加入了教會。神的作為
真是非常的奇妙，但第一步要保羅和西拉先不跑，才可以吧？！如果保羅和西拉看見地震了，阿，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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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來了，監門全開，鎖鍊鬆開，這正是給他們跑的機會就趕快逃跑，那末別的人一定跟著逃跑。然而
他們兩個卻不跑。為什麼不跑？這只有一個原因：留下來，好和禁卒傳道。我想，只有這一個原因留下
來，向禁卒作見證。所以當保羅看見禁卒要自殺的時候，立即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
這裏」。然後向他傳道，這個禁卒怎麼能不聽呢？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不能不聽了。有這樣的事發生，
他的心全部融化了。他的心打開了，他在一神奇妙的作為中，敬聽，全家敬聽、接受，蒙恩得救。 
 
拾、想不到的平安 
 
第36節：「禁卒就把這話告訴保羅說，官長打發人來叫釋放你們，如今可以出監，平平安安的去罷！」
他們也實在想不到，官長竟會來這句話吧，「平平安安的去罷！」官長的口吻，完全變了。過去這暴風
雨的一夜，到了早上，「平平安安的去罷！」暴風雨之後有平安。這個暴風雨是撒但來造成的。撒但的
意思是攔阻破壞福音的工作，但是在暴風雨裏，神的手一經介入，就會成祂最奇妙的工作。所以連撒但
也在神的手中，都被神使用，牠的一切作為都不能越過神的掌握，結果使這個暴風雨，變成了秋雨，春
雨，變成了撒種的雨，收割的雨。 
 
拾壹、想不到的教會被建立 
 
最後一個想不到、出人意外的結果，那就是建立了一個最好的教會─ ─ 腓立比教會。當我們讀腓立比書
的時候，我們看見保羅寫信給腓立比的眾聖徒，稱讚他們說：「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
興旺福音」。從頭一天，就有道樣的表現。一個好的教會，被建立起來。為什麼腓立比的教會，從頭一
天起就是同心合意傳福音的教會？因為他們從頭一天起，就嚐過了福音大能的味道，是不是？什麼時候，
他們一回想這頭一天，他們心裏就堅固起來，他們心裏就火熱燃燒起來，他們的信心就復興起來。所且
保羅所付的代價，最早的基督徒所付的代價，都永遠存在腓立比教會的歷史裏面。如果他們要寫腓立比
教會歷史的話，他們第一段就要敘述保羅怎樣來到腓立比，怎樣受逼迫；怎樣坐監，半夜裏唱詩禱告，
神的手怎樣在暴風雨中顯出大能的作為。禁卒的一家信主，同監的囚犯悔改，這都是頭一夜的事。所以
保羅所說「從頭一天」，那「頭一天」就是這樣的一天。所以他們每逢回想就成了他們傳福音的一種力
量，一種激勵。所以我們今日看到這段記載時，我們心裏實在得到一種安慰和鼓勵。只要我們按照神的
計劃往前去的時候，從祂那裏，就有想不到的預備，想不到的供應，想不到的引導，想不到的人的信主，
想不到的勝利，建立想不到的教會，想不到的平安，從天降下 。 
 
我們低頭禱告：主阿，當我們回想的時候，我們看見你的手，一直在工作。從昔日，你的手在工作；到
今日，你的手仍然在工作，永無改變。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基督永不改變。主阿，求你堅固我
們的信心，求更加使我們的異象明亮，也讓我們尋求你的旨意。知道了你的旨意以後，走在你的道路上。
當我們願意順服的時候，你就一步一步清楚的指示與引導！ 我們感謝你，當年你的僕人保羅和西拉活出
最大的順服，願意把他們自己完全擺在你的手中，在你訓導之下去工作，求主也在這個時代裏面，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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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著你所要使用的人，他們也願意把自己無條件的放在你的手中，傳福音，直到地極。求主完成你所
發動的善工，我們願將這一切都交託在你手中。我們願意看見你的榮耀！我們要休息，我們要靜默，要
看耶和華在我們中間的工作。我們這樣求謝禱告，是奉主的聖名，阿們， 
 

(姚同樾記錄，本稿係滕近輝牧師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在中華海外宣道協會主辦的第一屆夏令會特別講道的
記錄之二。原刊載於一九七O年六月出版之海外宣道月刊第二卷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