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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 8 部分：耶稣 

信息 8——耶稣所行神迹 

介绍 

四位使徒一共记载了耶稣所行的 37 次神迹；但是约翰在福音书最后说

到，如果要把耶稣所有神迹都记载下来的话，恐怕全世界都装不下这些

书（约翰福音 20:30 和 21:25）。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耶稣所行的超自然神

迹，每一位使徒都进行了特别的选择。只有两个神迹在所有四福音书中

都提到过：喂饱五千人和耶稣的复活。 

 

耶稣行神迹的目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申明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种亵渎，除非他可以运

用神迹证明自己所宣称的神性。这就是耶稣行神迹的主要目的——证明

他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

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

面”（约翰福音 10:37,38）。 

 

另外，神迹也是给人们足够的机会去做出决定：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

子、是人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呢？还是不愿意相信？约翰在这一点上

曾经这样写道：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

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 20:30,31）。 

 

我们要知道，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证实耶稣的话是真的。神迹不是让任

何地方的任何人免于所有患难的（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能完全转变

被罪捆绑的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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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来是要给这个世界证据证明自己，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相信他是上

帝派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弥赛亚。耶稣不会一直不停的大行神迹。当看到

人们仍然顽梗悖逆不肯相信他，耶稣就不再行任何神迹了。 

 

耶稣所行的四种神迹 

耶稣在四个主要方面行神迹，他这样做是为了在人们生活的不同维度中

彰显他的神性和主权。 

 

1）治病的能力。 耶稣最经常行的一种神迹就是医治病人。从医治病情

较轻的，比如患热病的彼得的岳母（马可福音 1:29-31），到医治疑难杂症

长达 38 年的男子（约翰福音 5:1-9）。耶稣既在村中医治过一群病人（马

可福音 1:32-34），他也医治过单独来寻找的一位病人（马可福音 5:24-

34）。在每一次医治中，耶稣的能力都为众人所认识，但是人们却对这种

大能来自于何处而持不同意见——到底来自神还是魔鬼？ 

 

有一位瘫痪的病人被他的四位朋友用担架抬到耶稣面前，耶稣治好了

他。这件事表明耶稣具有来自神的权柄。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

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了。除

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

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

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

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至众人都惊奇，归荣

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可福音 2:5-12）。 

 

在这里虽然法利赛人被耶稣激怒，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惊奇，并且“归荣

耀与神。”耶稣借用这个机会表明他具有在地上赦罪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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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帝可以医治瘫痪的病人，并且有权柄赦免人的罪。耶稣想让旁观

的人们认识到，他来是带着着双重使命的。他命令瘫子和他的朋友对他

要有“信心”。耶稣不仅医治，也在赦免。在耶稣的医治过程中，“罪”

仅仅偶尔被提到。如果在被医治以后一个人向神表明自己的信心，耶稣

接着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也表示这个人在灵魂上被医治了，或者是

“被赦免”了。   

 

 

2）权能胜过自然。耶稣曾经多次通过战胜自然来展现他的神力。他把水

变成酒（约翰福音 2）；增加鱼和饼的数量（约翰福音 5）；让鱼游到渔网

里去（路加福音 5；约翰福音 21）；在水上行走（马可福音 6）。平定加利

利海的风浪，这个神迹表明耶稣拥有超越自然的能力。他的门徒中有几

位是渔民，长期在湖上作业；但是这样的风浪对他们来说都已经非常可

怕了！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

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

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了？”（马可福音 4:38-41）。 

 

犹太人通过旧约圣经知道只有上帝才可以在自然面前这样行使大能： 

  

我们被造之初，没有疾病，症状，罪孽和死亡。我们期待平安的

状态，因为这些让我们陷入痛苦和悲哀。只有人渴望在生命中远

离病痛。我们的神以神子的状态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经历同样

的病痛。但是他有更大的使命，要拯救我们。他为了我们从罪得

救赎并得永远医治而摆上了自己。认识这一点要比我们在生命中

得医治更重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寻求他。我们也要如此。 但

是更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求被医治。使徒保罗曾请求神挪去他的刺

并医治他，神没有许可。神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了，我的能

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出完全。”（哥林多后书 12:8-10）。在你的病痛

中，神是如何回应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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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

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诗篇 89:8,9）。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

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诗篇 107:28,29）。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斥责”风浪。和耶稣“斥责”魔鬼用到的是同一个

词。这个希腊词汇从不用于对无生命物体的斥责。它仅仅是对人使用。

很可能耶稣在斥责风浪背后的撒旦，在耶稣医治被鬼附的人的行程中，

魔鬼撒旦试图阻拦他们，让他们的计划“搁浅沉没”。就连门徒都彼此议

论道，“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了？” 

 

 

3）超越灵的能力。耶稣在很多情况下斥责魔鬼的势力，这是没有人能够

做到的。对于魔鬼来说，他们认识耶稣，惧怕他： 

 

“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 “你是神的儿

子！”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马可福音 3:11,12）。 

 

在耶稣的神迹中，治愈格拉森治被鬼附的人（马可福音 5:1-20）是描述最

完整的一段。在新约圣经中，这也是一段被鬼附的最离奇的案例。耶稣

和他的门徒刚刚经过加利利海，经过狂风暴雨后安全靠岸。他们刚登岸

就遇到了这个被鬼附的男人。他住在格拉森的坟墓中间。 

  

耶稣并不是想要表现自己有超自然的能力，相反，他很小心的在人

群以外行使这样的神迹。在约翰福音 2 章中，当他的母亲提起婚礼

中缺少酒的困境时，他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未到”。当然，有些有特

殊能力的人成为了“英雄”。耶稣谦卑地来到这个世界，他只有在必

要的时候才会行使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给这样的一位

神。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正确的行使

自己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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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穿衣服，很久没住在房子里。他的身体很强壮，没有人可以用铁

链拴住他。对于当地人来说他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没有人敢经过他居住

的地方。 

 

耶稣刚和他的门徒抵达岸边，这位被鬼附的男人就迎上去。控制男人的

鬼“群”企图在耶稣踏上自己的领地前和耶稣正面交手。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马可福音

5:6,7）。 

 

鬼乞求耶稣不要让自己离开这地方。魔鬼撒旦派他来扰乱低加坡里，这

是他的领地。他们让耶稣把自己打发到附近的一群猪身上，耶稣如此做

了。群鬼就闯下山崖，跌在海里淹死了。撒旦曾想把耶酥和他的门徒在

海里淹死。而现在，撒旦派出的鬼却被淹死在海里了。 

 

当格拉森的人们听说耶稣治愈被鬼附者（还有一群猪死了的事）以后，

他们对耶稣的能力恐惧战惊，乞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个曾经被鬼附

的人穿上了衣服，恢复了正常。作为答谢，他希望能够跟随耶稣作他的

随从，但是耶稣回答说： 

 

“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哪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

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

大的事，众人就都希奇（可 5:19,20）。 

 

耶稣明白为什么天父要派他前往格拉森：他跨越加利利海要去挑战撒旦

在格拉森最有力的武器，并要将那个男人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将

他转变为那个地方神国最有力的见证者！任务完成了。耶稣和他的门徒

回到船上，驶回加利利。（如果他定意在那里传道，人们是否让他离开，

不会影响他要留下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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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胜死亡的能力。在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之前，耶稣已经把人从死里

拯救出来了。有三件事情被记录下来：拿因寡妇的儿子；睚鲁的女儿和

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路加福音 7，8 和约翰福音 11）；耶稣让出去传福

音的门徒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

去”（马太福音 10:8）。显然很多死人复活的案例并没有在福音书中记

录。约翰福音中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伟大的神迹，这件事刚好发生

在耶稣将要荣进圣城之前的一周。 

 

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和马利亚那里的时候，拉撒路已经被埋四

天了。耶稣在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仍然在外传道。他没有在拉撒路生病的

时候回来而是等到他被埋葬之后才回来。耶稣宣告他到这时候才来的意

义：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

耀”（约翰福音 11:4）。 

 

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仅有两英里的距离，很多犹太人会来悼念拉撒路

（11:18,19）。耶稣自己也对拉撒路的死很难过，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耶

稣非常伤心。（在约翰的记录中多次提到耶稣为拉撒路而难过。）来到拉

撒路的墓前，耶稣让人把堵住入口的石头挪开（家人一定很难过，这么

久墓穴已经发臭了）。 

 

 

 

 

撒旦的权势仍然在世界的有些地方牢牢地控制，巫术医生控制着

那些乡村和地区。就像耶稣大能的显现一样，神奇的拯救仍然发

生着。在美国，我们经常卡到魔鬼散布谎言，扰乱人心。在约翰

福音 10:10 中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

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把我们从黑暗的权

势下拯救出来，让我们免受个人或关系的痛苦，他是希望我们能

够在周围的人中间作见证，就像他释放了这位被鬼附的男人一样。

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在分享中也能够体会到神的大能带给我们的

喜乐。你有什么样类似的经历么，可以和别人分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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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

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

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

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11:41-44）。 

 

这个神迹在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非常具有影响力。时间上恰好是逾越节

前，很多圣徒前往耶路撒冷敬拜；在地点上，这里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两

英里，并且这件事发生在耶稣传道 3 年的最后两个周。 

 

 

对耶稣所行神迹的两种回应 

耶稣所行的神迹让人们很难保持中庸态度。人们要么就相信他是神的儿

子，要么就认为他是魔鬼的代理人。在马太福音 12 章对这两种态度有一

个简要的记录。他治好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之后的结果是： 

 

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

“这个人敢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太 12:23,24）。 

 

  

我们有时常常会疑惑为什么耶稣没有马上应许我们的祷告。马大

和马利亚在之前请求耶稣来，她们相信耶稣只要耶稣来拉撒路一

定能够得救。但是耶稣却有更大的目标，这是她们不能理解的。

她们无法想象耶稣居然可以施行最大的神迹，让死人复活！她们

曾经失望，但仍没有失去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在祈求没有得到应

允的时候也会失望，就像马大和马利亚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神

是长久智慧和良善的，哪怕我们在祷告落空后经历了痛苦和失落。

就像老师或者家长对学生或孩子请求的回应可能是“可以，不行，

或者现在不行”。耶稣没有让拉撒路免于死亡；战胜死亡的重生让

耶稣的神性得到表彰。你在什么事上一直相信主，但是还未蒙应

许？‘继续祈求、寻找、叩门吧’他是神，而我们不是。 



2018 年 11 月 18 日                                                     972 

 

同样鲜明的对照也发生在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以后。 

 

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

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约 11:45,46）。 

 

实际上之所以宗教领袖要密谋杀害耶稣，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这个明

显的结论——耶稣是神。他们承认耶稣能够行神迹，但是他们不想放弃

自己手中的权力。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工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

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

姓”（约 11:47,48）。 

 

今天神还行神迹么？ 

 

一谈到耶稣行神迹，总会有人问道：时至当今，他还这样做么？简单回

答是——不。现在哪怕就是稍微有点像耶稣所行神迹的事情也难以发生

了。想想看耶稣行神迹的初衷：是叫人们信耶稣是基督（约 20:30,31）。

这个目的在他的时代已经实现了。在使徒早期，他们也行过一些神迹，

同样也是为了证明神的大能。神迹出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为的是让神

的使徒见证神的信息和神的真实（参见希伯来书 2:3,4）。 

 

不过，神仍然在今天通过不同的方法在人们的生活中施行神迹。我们经

常会在我们的生活或者环境中碰到一些所谓的“巧合”，也许这正是神的

灵在超自然的动工。信心和祷告很重要，就像雅各所说：“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书 4:2）。 

 

在人类世界，神迹仍然能够彰显神的大能。我们要做的是要预备一颗愿

意敞开接受他的心，而不是不信的刚硬的心。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做工

吧。 

 

如果神对你持续的祷告一直是以“不”或“还不行”来回应，那么仍要

相信他爱你，他有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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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让你效法他儿子耶稣的美好的样子（罗马书 8:28,29）。耶稣在科西马

尼园祷告时也在与“不”较量，当他让神把那愤怒的苦杯挪去时，他更

希望照着天父自己的旨意行事——通过让耶稣为罪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拯

救所有罪人，以此成全一个更大的神迹（太 26:29）。相信的人在以后能

够看到他们自己从死里复活。马大和耶稣的对话表明了这一点：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

复活。”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约翰福音 11:23-25）。 

 

补遗：对耶稣神迹的怀疑 

今天很多人拒绝相信耶稣神迹的真实性。世界的观点，诸如自然主义和

理性主义认为自然或者理性才是真实的；所以耶稣的神迹就不是真的。

那么，该如何解释福音书中记载的神迹故事呢？在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将

“耶稣的历史”变成了“基督的信念”。一种理论说他们的希望破灭，他

们的希望和梦想都被现实击碎了。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信”发明了一

个“基督”——就像孩子根据自己的想象编造故事一样。 

 

在当今否定耶稣神迹的思潮中还有来自于对超自然现象反感的无神论。

没有神>从没有出现过神的形像>耶稣的神迹不过是人造的一种神话。（伴

随这种观点很多对耶稣所行神迹的有趣的解释出现了。比如，喂饱 5000

人其实是“分享的奇迹”。当众人看到一个孩子将自己的食物拿来和耶稣

分享，他们也纷纷拿出了自己藏着的食物，供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这里不想过多的谈论导致人们反对耶稣神迹的无神论前提。我们只

是想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那么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完全合乎逻辑

的。如果老虎伍兹出现，人们怀疑他的身份，他可以通过展示自己的高

尔夫球技来证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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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飞人博尔特出现，他可以通过跑步来证明自己。我们期待人们去做

跟自己身份相称的事情。这样的话，如果上帝出现而人们怀疑他，我们

就会期待他行出神才能行的奇迹来证明自己。简而言之，耶稣会根据神

的要求去做他要做的事。 

 

最后注意一点：神话不是什么新东西。古人对于神话故事耳熟能详。他

们能够区分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彼得显然在抨击任何把福音故事当

作人所发明的神话的想法：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是告诉你们，并不是

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

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后书

1:16-18)。 

 

对于门徒来说，耶稣的历史和基督的信念是同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

宁愿殉道——他们不是为了一个为了减缓痛苦的虚构人物而死；而是为

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曾经向使徒们证明他就是全能神的儿子，是世

界的救赎者。 

 

讨论问题 

1. 思考耶稣在这 4 个方面所行的神迹：疾病，自然，魔鬼和死亡。为什么

他会选择在这几个方面施行神迹？ 

 

2. 耶稣专门留有一处没有做工的地方——那就是人的决定权。他允许人具

有自由意志，让人们自己决定是否愿意相信他。他为什么不去控制人的意

志呢？ 

 

3. 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为什么？ 

 

4. 你是否曾经有过某些特殊的经历？感受到神的奇异恩典？解释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