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真假神蹟? 鄭國治博士著
Discerning between true and false miracles
By Dr. David Hock Tey

出版封面用的相片

顾约瑟牧師薦言
郑国治牧师的新作《如何分辨真假神迹》一书，字里行间凝
聚着他对圣经真理的认真硏读及平衡诠释，个案范例汇集着
他在教会事奉中的丰富阅历，得出的结论流露出他对“道成
肉身”的救恩的真知灼见。本人承蒙郑国治牧师厚爱，先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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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快，受益匪浅。为此，郑重推荐本书给每一位读者，深信
您看了以后，在圣灵的引导中，一定会帮助您更好地了解
“神迹”、享受“神迹”，并成为“神迹”的见证人。
顾约瑟牧師,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杭州基督教会崇一堂
主任牧師

姚宝山牧师薦言:
神迹有真有假，魔鬼也会行异能，人也会置用耶稣之名行假神迹，
究竟怎样辨何者为真?何者为假？郑国治牧所著《如何分辨真假神迹》
一书，本着圣经的原则带领我们加以分辨真假神迹，作者有自己的神
学立场和释经方法，但却能公正以论述不同的立场观点，阐述了真假
神迹有关的答案，是一本护教之杰作，我深信大家使用这本书之后，
会更深地倚赖和委身于上帝，不愧是一本广大信徒和教牧人员期待已
久的分辨真假神迹的精要手册，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属灵的参考书，愿
神祝福并使用《如何分辨真假神迹》。
姚宝山牧师:江西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南昌市两会主席会長.
2015 年 5 月 5 日于南昌

序文
神蹟(miracle)原文用 “異能”、 “权能”、 “記号”、 “大能的作
為” 等來表達. 神蹟与神的創造、榮耀、旨意、目的、救恩、
命令有密切的关係. 神蹟是藉着神的权能和聖灵的運行而发生
的. 神蹟在旧約历史中經常发生, 尤其是出埃及記、約書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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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記下、詩篇、耶利米書都有詳細的記載(出 4:1-14;7:812,14;書 4:23-24,6;詩 77:14-15; 耶 16:21; 王下 4:1-7). 如摩西、
約書亞、以利亞、以利沙等, 他们都蒙神赐下的灵同工, 行了明
顯的神蹟
新約耶穌和门徒行了許多神蹟, 都是聖灵大能的彰顯. 神蹟也
可顯示神的統治臨到人類历史中(太 12:28; 路 11:20). 耶穌医病
趕鬼顯出他的主權和生命的本源(約 2:11;6:30:33).
但神蹟有真有假, 魔鬼也会行異能, 人也会冒用耶穌的名行假
神蹟. 究竟怎样分辨何者為真? 何者為假?目前市面上尚无此類
的書籍, 所以筆者应中國牧师的邀請, 本着聖經的原则加以分辨.
故本書將阐釋有关的答案.
蒙顧約瑟牧師、姚宝山牧師,惠贈荐言, 陳腓力博士提供 “經历
神蹟”,孟子七十代裔孫孟广志兄斧正, 謹此致謝!
郑國治謹序於美国洛杉磯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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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以杖變蛇的神蹟

新約用神蹟、奇事、異能之詞來說明神行超自然之事的大
能. 神是无所不能, 在他沒有難成的事. 当人看見神所行的事, 会
驚奇.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詩 118:23)
摩西在埃及行了十大神蹟, 以色列百姓才能離开埃及去敬拜
耶和華神.他在旷野也行了很多神蹟奇事.他以杖变蛇的神蹟,
是在法老面前所行的. 兹闡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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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杖的功用
杖在聖經中, 是象徵权柄与能力. 聖經有一百多次提到杖. 杖
多數是木桿製作的. 古代以色列民, 牧羊者以杖指揮、管理、保
護羊. 老人以杖為支持, 幫助方便行路. 行遠路者, 手中拿杖, 為
得力或自我保衛之用.
大衛的詩歌說: “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
在你仇敵中掌權。”(詩 110:2)主耶穌以十字架為最有能力的杖,
他敗壞了掌死权的魔鬼,信徒也是靠主十字上所流宝血的大能
才得勝仇敌魔鬼的权能.
大衛說: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
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 23:4) “行過” 即不
停留在死蔭的幽谷中, 有主同在光明中. 羊在黑暗中行走, 有牧
人同在,就不怕豺狼, 因牧人的杖和竿可以保護羊.
大衛去打歌利亞時, 是靠耶和華的同在.“他手中拿杖，又在
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子，放在袋裏，就是牧人帶的囊裏；
”(撒上 17:40) 大衛
靠神勇往直前, 戰勝巨人歌利亞. 神是他无形的杖, 神是他的幫
助和力量.
神蹟是神大能的作為, 如亞倫的枯杖竟能开花結果, 無生命卻
能产生命.“誰知利未族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生了花苞，開了
花，結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從耶和華面前拿出來，給
以色列眾人看；他們看見了，各首領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
和華吩咐摩西說：「把亞倫的杖還放在法櫃前，給這些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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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留作記號。這樣，你就使他們向我發的怨言止息，免得
他們死亡。」”(民 17:8-10)
杖的功用是多方面的, 神要摩西手裏拿這杖好行神蹟, 而且摩
西的杖竟成了神的杖(出 4:17-20). 如此杖的功用就更超然了!

二. 杖变蛇的神蹟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裏是甚麼？」他說：「是杖。」
耶和華說：「丟在地上。」他一丟下去，就變作蛇；摩西便
跑開。耶和華對摩西說：伸出手來，拿住牠的尾巴，牠必在
你手中仍變為杖.”(出 4:2-4)
神以杖变蛇的神蹟, 是 “質變”的神蹟. 杖是無生命氣息的枯木,
变成蛇,是有生命有氣息的動物. 如耶穌以 “水变酒” 的神蹟,也
是 “質变”的神蹟. 神創造物質, 神当然有能力改變物的本質. 在
神没有难成的事, 因在神凡事都能. 神憑着他的話, 句句都有能
力, 神能將能量變成物質, 神命立就立, 說有就有.近代科学家爱
因斯坦的相對論, 发現質量互换說, 更能確信創世記神創造的偉
大.
以杖變蛇的神蹟有幾个重要的因素:
1. 是神的吩咐, 表明是神的主權与命令.
2. 是摩西的顺服, 神要摩西將杖丟在地上, 他立刻遵命照辦.
3. 是摩西相信神, 神要摩西伸出手來，拿住牠的尾巴. 摩西
毫不犹疑, 没有顧慮会不会受蛇咬傷, 他憑信心去作, 結果
如神所言, 蛇立刻变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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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分辨真假神蹟
“摩西、亞倫與法老說話的時候，摩西八十歲，亞倫八十三
歲。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法老若對你們說：『你們
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亞倫說：『把杖丟在法老面前，使
杖變作蛇。』」摩西、亞倫進去見法老，就照耶和華所吩咐
的行。亞倫把杖丟在法老和臣僕面前，杖就變作蛇。於是法
老召了博士和術士來；他們是埃及行法術的，也用邪術照樣
而行。他們各人丟下自己的杖，杖就變作蛇；但亞倫的杖吞
了他們的杖.”(出 7:7-12)
当摩西的杖變蛇時, 法老並不相信是神的作為, 還以為摩西与
亞倫是在变法術, 於是叫了埃及術士來向他们挑戰. 豈不知, 神
禁止以色列人用巫術和邪術.“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邪術的、用迷術的、
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
惡；因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所以耶和華─你的神將他
們從你面前趕出。你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
「因你所要趕出的那些國民都聽信觀兆的和占卜的，至於你，
耶和華─你的神從來不許你這樣行。”(申命記 18:10-14) 神嚴
格禁止与邪灵掛钩的事. 掃羅曾嚴禁交鬼的事.“掃羅曾在國內
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人。……婦人對他說：「你知道掃羅
從國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你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
死呢？」”(撒上 28:3,9) 但当掃罗灵性落在黑暗中時, 自己卻違
背所定的律法, 自身去求问交鬼的巫女. 自陷在罪的網罗裏, 終
於受神的審判, 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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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与行法術的区別如下:
1. 权柄來源不同
摩西是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去行.
行法術的是照法老的吩咐去術.
2. 方法不同
摩西是照耶和华的方法去行.
行法術的, 是用邪術的方法而行.
3. 結果不同
摩西的杖得勝, 吞了行邪術者的杖.
行邪術者無法抗拒神的能力, 終於邪不勝正. 两者表面看頗相
似, 都是以杖变蛇. 一個是靠神的权能, 一个是靠邪灵的力量. 從
結果就能分辨出真假神蹟.

四. 真神蹟是榮神益人
摩西到埃及之後, 与其兄亞倫進去見法老, 法老為經濟利益,
剝削劳工, 心裏剛硬, 不准以色列百姓離開, 神降十大災难在王
宮和埃及全地, 其中六項都是神吩咐摩西伸仗施行的神蹟:1. 变
水為血之災(出 7:20);2.蛙災(出 8:5-6);3. 虱災(出 8:16-17);4. 雹
災(出 9:22-23);5.蝗災(出 10:12-13);6. 黑暗之災(出 10:21-22). 摩
西的杖, 乃是神的杖, 成了行神蹟的杖. 神敗壞埃及人, 卻叫以色
列人得益處. 最後法老終於准以色列人離开埃及, 他们要行遠路,
手裏都拿着杖. 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到紅海边時, 法老竟派追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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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紅海, 後有追兵, 真是進退両難, 神卻吩咐摩西说:“你舉手
向海伸杖，把水分開。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乾地。……摩西向
海伸杖，耶和華便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
海就成了乾地。……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海伸杖，叫水仍
合在埃及人並他們的車輛、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
到了天一亮，海水仍舊復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時候，耶和
華把他們推翻在海中.”(出 14:16,21.26-27)真是千古传奇的神蹟,
這神蹟只有神才能行, 行法術的絕不可能行. 神在創造天地時,
早已行了此类類的神蹟.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
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
”(創 1:9-10)由此可知神是何等
的偉大超然, 万有都在他的管治之下. 神是全能的, 魔鬼乃是墮
落的天使, 是受造的灵, 雖能行有限的異能, 乃是假神蹟. 只有神
所行的才是真的神蹟.
簡而言之, 摩西所信的神, 是怎样的神? 神清楚的自我启
示.“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
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神又對摩
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
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
裏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
到萬代。”(出 3:14-15) 神是超越時空, 自存自在, 自有永有, 是照
顧他百姓的耶和華, 是旧約先聖先賢所信的神, 也是我们所信的
神, 他是拯救的神, 也是行神蹟的神. 新約記載耶穌行了 35 样的
神蹟, 也記載他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 完成了救恩的奇蹟, 使凡
信他的必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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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 變水為血的神蹟

變水為血的神蹟,是神降埃及的第一个災难. 是為管教愚純且
固執又心裏剛硬的法老和埃及的術士. 法老清早要到尼罗河边,
可能為要祭祀大河. 埃及遍地都是偶像, 無論天上的、地上的、
地底下的都拜. 埃及人拜蛇、拜青蛙、拜牛羊畜類、拜太陽、
拜尼罗河、拜法老. 神降罰埃及人, 無論用甚麽形式, 都会与迷
信有关.
十災可分成四類: 第一、令人厭惡不適(第 1-3 災); 第二、令
人痛苦(第 4-6 災); 第三、令人懼怕(第 7-9 災); 第四、最可怕的
災害--殺長子之災(第 10 災).前 9 災都屬自然界的災害, 乃是照
神的吩咐, 照他所定的方式時間发生的神蹟, 非人為的力量所可
左右的. 我们可從第一災來分辨真假神蹟.
“耶和華對摩西說：「法老心裏固執，不肯容百姓去。明日
變過蛇的杖，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打發我來見
你，說：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曠野事奉我。到如今你還是不
聽。耶和華這樣說：我要用我手裏的杖擊打河中的水，水就
變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華。河裏的魚必死，河也
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厭惡吃這河裏的水。』」耶和華曉諭摩
西說：「你對亞倫說：『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
就是在他們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變作血。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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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無論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亞倫
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亞倫在法老和臣僕眼前舉杖擊打河
裏的水，河裏的水都變作血了。河裏的魚死了，河也腥臭了，
埃及人就不能吃這河裏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
術的，也用邪術照樣而行。法老心裏剛硬，不肯聽摩西、亞
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法老轉身進宮，也不把這事放在心
上。埃及人都在河的兩邊挖地，要得水喝，因為他們不能喝
這河裏的水。”(出 7:14-24)
尼罗河是埃及人生命之河, 是埃及主要河流和交通要道, 從非
洲中部向北流入地中海, 長約 6400 公里. 在入海處形成面積很
广的三角洲, 並有多條支流. 埃及地分佈在此河的两岸.此河最
大的特色為每年春季時, 洪水挟上游的紅土漲过两岸, 水退後,
餘下肥沃的紅土, 對農作物有極大的裨益. 若無此河, 埃及將成
為沙漠之地. 埃及人口密集在此河的两岸.这河也成了他们的神.

一.奉神的差派而来
摩西去見法老, 不是因自己的方便, 或兴之所至, 隨意而行. 摩
西对法老说:“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打發我來見你”. 意思是我
們祖宗的神, 是自有永有的耶和華要我來見你. 言下之意, 你是
埃及的王, 但耶和华是創造万有的主宰,他是統管万邦万國的,
地上的君王都应該聽命於他!

二.行神蹟的目的
這次摩西行神蹟有两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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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曠野事奉我”. 以色列人是神的選民,
他们在埃及受虐待凌辱, 他們发出的哀声, 神都聽見了. 神要領
他們出埃及, 到旷野事奉神. 因埃及人厭惡以色列人獻祭的事.
神要以色列人脱離法老的壓榨, 並給他們信仰的自由, 以可用心
灵和誠實敬拜.
2. “耶和華這樣說：我要用我手裏的杖擊打河中的水，水就
變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華。”神要法老除去錯誤的
信仰, 埃及是迷信各種受造物為神, 將假神当真神拜是大錯特錯
的, 假神是人造的,既或人思想意念中的神也是假神. 真神是非
受造的, 他是創造的主.
其次是經濟受損, 埃及人受苦. “河裏的魚必死，河也要腥臭，
埃及人就要厭惡吃這河裏的水。”魚是埃及人重要的食物, 也是
与經濟收入息息相关的. 魚死了, 食物也短缺了,經濟收入也減
少了. 水变成血, 再也不能煮飯飲用了, 民生是何等不方便, 血的
腥臭是何等令他们厭惡. 人民的不方便, 必然会怨声載道. 对法
老誠然不利.

三. 摩西照神所吩咐的行
“摩西、亞倫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亞倫在法老和臣僕眼
前舉杖擊打河裏的水，河裏的水都變作血了。”
摩西和亞倫是聽命於神, 神吩咐, 神負责, 真的神蹟才能出現.
摩西和亞倫不能自作多情, 隨時隨地隨己意的举杖, 若是如此,
是非常冒險的! 人越过神的界線, 神是不聽人的指揮的. 人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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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神指揮的,次序是不能顛倒的. 越是認識神的人越能体貼神的
心意.

四. 行法術的用邪術照样行
“埃及行法術的，也用邪術照樣而行。法老心裏剛硬，不肯
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法老轉身進宮，也不把
這事放在心上。”表示行法術的也能使少量的水变為血, 可見惡
者也有某些能力能行異能. 行法術的有两種方式, 一種是靠邪灵
的力量行異能; 一種是用魔術的方法, 欺騙無知的人. 埃及的術
士是靠邪灵的力量行事. 法老相信術士, 而不信耶和华神. 法老
雖然親眼看見神蹟,但仍然心裏剛硬, 神早已知道他会剛硬. 法
老轉身進宮，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表示輕率, 不以為然, 也是
一種傲慢的態度. 這種心不在焉的人, 必然要受神的審判.

五. 從結果可分辨真假神蹟
行法術的既然是法老的手下,他们的使命是要為法老辦事, 贏
取這場的争戰, 禁止摩西和亞倫所要行的神蹟, 但他们卻無能為
力,敗在神僕人的手中. 真的神蹟是出於耶和華的大能, 必然始
終要達到神的目的和計劃. 假的神蹟,乃如曇花一現,只有表面
的作用, 在真神面前必站立不住. 埃及的術士可能欺詐过很多人,
甚至也可能瞞过法老,但卻敗在摩西的手下. 依靠耶和华的必全
然得勝.
总而言之, 這時代行邪術的越來越繁多, 無論是先進的國家,
或发展中的國家, 或落後的國家, 都充滿着邪術、巫術、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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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灵、过陰、占卜、算命、風水等鬼灵精怪的事. 古老的埃及
國早就風迷邪術並不足為奇, 甚至連国王法老都信此道, 更何况
凡夫庶民. 真假神蹟既然有別, 最後他的歸宿也是有別. 凡信靠
耶穌重生之信徒, 必進天國, 保罗说:“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凶惡，
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提後 4:18) 行邪術的最終的歸宿就是永遠的火湖. “惟有
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
這是第二次的死。」”( 啟 21:8) 所以世人不当偏邪, 乃要紧紧的
跟隨耶穌,在世上过得勝的生活, 亞伯拉罕、雅各、以撒、摩西
所信的神, 也是我们的神.

第 3 篇 蛙災的神蹟

“耶和華擊打河以後滿了七天。”(出 7:25)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這
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肯容他們去，我必
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裏要滋生青蛙；這青蛙要上來進你

你眾臣僕的身上。』」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對亞倫說：
『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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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便伸杖在埃及的諸水以上，青蛙就上來，遮滿了埃及地。
行法術的也用他們的邪術照樣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
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請你們求耶和華使這青蛙離開
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華。」摩西對法老說：
「任憑你吧，我要何時為你和你的臣僕並你的百姓祈求，除
滅青蛙離開你和你的宮殿只留在河裏呢？」他說：「明天。」
摩西說：「可以照你的話吧，好叫你知道沒有像耶和華─我
們神的。青蛙要離開你和你的宮殿，並你的臣僕與你的百姓，
只留在河裏。」於是摩西、亞倫離開法老出去。摩西為擾害
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照摩西的話行。凡在房裏、
院中、田間的青蛙都死了。眾人把青蛙聚攏成堆，遍地就都
和華所說的。”(出 8:1-15)

一.神蹟是出於神
耶和華吩咐摩西亞倫以杖擊打河水, 他们是代表耶和華神行
事, 所以聖經記載:“耶和華擊打河以後滿了七天。”在此直接用
耶和華擊打河水, 表明主導权在乎神, 摩西只是神的器皿, 有如
神手中的一根杖. 在埃及的十大災都是神在指揮大局, 摩西亞倫
只聽命於神. 所有的神蹟都出於神, 本於神.
使水变血的神蹟,“滿了七天” 之後, 表示不是一个接一个不停
的在行神蹟,乃是有休息的時段. 好使法老及官長可思考神的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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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蛙聽命於神
青蛙是動物, 無法直接与人溝通, 但卻要聽命於神.“我必使青
蛙糟蹋你的四境。河裏要滋生青蛙；這青蛙要上來進你的宮

臣僕的身上。”神所说的, 神全部成就.
神会用動物來顯明他的作為. 如巴蘭的驢会说話, 真是奇妙的
神蹟. 摩押王巴勒請巴蘭先知去咒詛他们. 因為巴勒相信巴蘭的
咒詛或祝福是有效的. 但神不要巴蘭去咒詛以色列民, 因為那民
是蒙福的. 巴勒第二次派人去求巴蘭來咒詛以色列人, 巴蘭心裏
有數, 他知道無論行何事, 都不得越过耶和華神的命令. 神警告
巴蘭, 只能遵行神所吩咐的話. 巴蘭騎着驢与巴勒的使者同往,
但神的使者在路上三次攔阻巴蘭的驢, 巴蘭发怒用杖打驢, 結果:
“耶和華叫驢開口，對巴蘭說：「我向你行了甚麼，你竟打我
這三次呢？」巴蘭對驢說：「因為你戲弄我，我恨不能手中
有刀，把你殺了。」驢對巴蘭說：「我不是你從小時直到今
日所騎的驢嗎？我素常向你這樣行過嗎？」巴蘭說：「沒
有。」當時，耶和華使巴蘭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見耶和華的
使者站在路上，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巴蘭便低頭俯伏在地。
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為何這三次打你的驢呢？我出來
敵擋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驢看見我就三次從我
面前偏過去；驢若沒有偏過去，我早把你殺了，留牠存活。」
巴蘭對耶和華的使者說：「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
阻擋我；你若不喜歡我去，我就轉回。」”(民 22:28-34) 神叫
驢说話的神蹟,目的是教訓巴蘭, 要遵神的心意行事. 巴蘭雖只
说祝福以色列人的话, 但他最大的失敗是: “這巴蘭曾教導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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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
的事。”(啟 2:14) 巴蘭的失敗成為历世历代教会的警惕, 聖徒不
宜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
又如大魚將約拿吞在復中的神蹟. 神差遣約拿到尼尼微城去
宣道, 約拿卻坐船想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 神卻使海中起大風
浪. 約拿卻下到底艙, 躺卧, 沉睡. 全船的人知道是約拿的不順服
而導致風浪, 最終他们如約拿所言將他抬起來拋在海中, 結果風
平浪靜.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
夜。”(拿 1:17) 約拿在魚腹中認罪, 痛改前非, 深信神要將他的
性命從坑中救出來. 他要償还所許的願, 因救恩是出於耶和華.
当約拿認罪悔改之後.“耶和華吩咐魚，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
上。”(拿 2:10) 神行了自然界的神蹟, 神也行了动物界的神蹟,
主要目的是要完成神救贖的旨意.
魔鬼也会利用蛇來引誘夏娃, 因魔鬼附在蛇身向夏娃说話, 甚
至改变神的話, 用以欺騙夏娃. “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
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蛇對女人說：「你們
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
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 3:1,4-5) 魔鬼行的異能奇事, 是要試
探人, 引誘人, 使人犯罪違背上帝的命令.分辨真假神蹟,在於結
果与最終的目的. 出於神的必荣神益人, 出於撒但的必遠離神敗
壞人.

三. 真假神蹟的分辨

17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對亞倫說：『把你的杖伸在江、
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來。』」亞倫便伸杖在埃及
的諸水以上，青蛙就上來，遮滿了埃及地。行法術的也用他
們的邪術照樣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古埃及青蛙頗為普遍, 尤其尼罗河水泛濫之後, 青蛙滋生尤多.
埃及人奉青蛙為神, 他们認為賜人子女的就是蛙神的发生. 蛙災
雖然不会傷害人的生命, 但卻造成種種的不方便, 既不衛生又髒
乱, 無論宮殿、卧房、牀榻、房屋、身上、爐灶、摶麵盆, 都有
青蛙, 簡直無所不有, 真是令人不便又惡心.
亞倫伸杖,江、河、池、諸水以上的青蛙就到地上來。行法
術的也用他們的邪術照樣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在此有
何驅別? 当然有别.
1.

摩西与亞倫所行的是全面性的, 全埃及的青蛙都從水中
上来. 行邪術的只使局部的青蛙上埃及地.

2.

摩西与亞倫所行的是向法老警誡, 神要以色列民去自由
的敬拜他. 行邪術所行的並沒有特定的目的. 只不过是作
表演(show) 吧了.

3.

摩西与亞倫所行的神蹟能震动法老, “法老召了摩西、亞
倫來，說： ‘請你們求耶和華使這青蛙離開我和我的民，
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華。’ ” 行邪術所行的, 只能讓法
老心裏更剛硬.

4.

摩西祷告使青蛙退到河裏. 行邪術的莫能為力. 真假立刻
可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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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真心与假意的对比
“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請你們求耶和華使這青蛙
離開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華。」摩西對法老
說：「任憑你吧，我要何時為你和你的臣僕並你的百姓祈求，
除滅青蛙離開你和你的宮殿只留在河裏呢？」他說：「明
天。」摩西說：「可以照你的話吧，好叫你知道沒有像耶和
華─我們神的。青蛙要離開你和你的宮殿，並你的臣僕與你
的百姓，只留在河裏。」於是摩西、亞倫離開法老出去。摩
西為擾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照摩西的話行。
凡在房裏、院中、田間的青蛙都死了。眾人把青蛙聚攏成堆，
肯聽他們，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1. 法老应許如果摩西求神使青蛙離开, 就要讓以色列民去祭
祀耶和華. 摩西守時守約祷告耶和華, 神成就了摩西的懇求.
2.
及去事奉耶和華. 摩西早就知道法老会变心不守諾言. 然而
摩西要叫法老知道, 惟独耶和華是真神.
3. 摩西是全然尽忠的先知; 法老是反覆無常的暴君. 真心与假
意的對比, 即可一目瞭然!
总而言之, 分辨真假神蹟, 务必洞察动机与結果, 动機对, 結果
才会對; 动机不正, 結果必歸於滅亡. 埃及的蛙災, 可給世人極大
的警惕. 正与邪的对抗, 真与假的对比, 很快就可水落石出! 所以
我們当警醒, 尊主為大, 以天父的旨意為中心. 憑信心信靠主的
人終必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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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篇 塵土变成虱子的神蹟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對亞倫說：『伸出你的杖擊打地
上的塵土，使塵土在埃及遍地變作虱子〔或譯：虼蚤；下
同〕。』」他們就這樣行。亞倫伸杖擊打地上的塵土，就在
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塵土都變成虱子了。
行法術的也用邪術要生出虱子來，卻是不能。於是在人身上
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術的就對法老說：「這是神的
手段。」法老心裏剛硬，不肯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
說的。”(出 8:16-19)

一. 質變的神蹟
“亞倫伸杖擊打地上的塵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
子；埃及遍地的塵土都變成虱子了.”
虱子是一種体積細小的昆虫, 被叮之後皮膚奇癢, 若飞入眼睛,
能傷害视觉.耶和华神用塵土变成虱子的神蹟, 這是 “質变的神
蹟”. 神將無生命的塵土變成有生命的虱子. 此類神蹟神在創造
中早已出現.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
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 2:7) 神用泥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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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並且赐給人有灵, 惟独人有身体及灵魂, 也惟独人有神的形
相(創 1:26), 人才能敬拜神.
神也用土造飞禽走獸, 從無生命的泥土創出生命.“耶和華神
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創
2:19) 亞当是人類的始祖, 他是最有智慧的动植物学家, 他是受
託管理大地的. 摩西是受託帶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先知, 神藉
他行神蹟以完成使命, 他使塵土变虱子是第三災, 他行完十災之
後法老才肯放人.

二. 邪術的無能
摩西使塵土變虱子之數目是多的不可勝數. 但“行法術的也用
邪術要生出虱子來，卻是不能。” 可見行邪術的力量是有限的,
邪術不是无所不能的;只有神才是無所不能. 神容許魔鬼有某些
有限的能力, 因他是受造灵界的活物, 還是在神限制的範圍內.

三. 真神的作為
当行法術的莫能為力時, 他们承認這是神的作為, 於是坦白的
告訴法老.“行法術的就對法老說： ‘這是神的手段。’ ” “神的手
段”也有譯為 “神的指頭”, 意即神所作的, 或是神的作為. “耶和
華在西奈山和摩西說完了話，就把兩塊法版交給他，是神用
指頭寫的石版。”(出 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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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说十誡是神用指頭所寫的, 是出於神的命令.“耶和華把
那兩塊石版交給我，是神用指頭寫的。版上所寫的是照耶和
華在大會的日子、在山上、從火中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申
9:10) 是神用指頭寫的, 表明是神的工作.
大衛说神用指頭所創造的天与星宿, 表示神的偉大与大有能
力.“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詩 8:3)
神何等的偉大, 人是何等的渺小. 但神卻赐人榮耀尊貴;並道成
肉身, 人的終極目的在基督身上完成.
神的手段, 神的指頭, 表明神的能力. 耶穌说:“
力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路 11:20) “神的能力” 原
文作 “神的手指”, 耶穌趕出啞吧鬼,祂的敌人將這種神蹟的能力
歸給撒但--別西卜,完全貶低了神的作為,表明他们在属灵上是
盲目的. 摩西使塵土变成虱子的神蹟, 行邪術的公認是出於耶和
華.
当摩西行瘡災的神蹟時, 行法術的無法抗拒, 也不能自保, 行
法術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摩西、亞倫取了爐灰，站在法老
面前。摩西向天揚起來，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
瘡。行法術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為在他們身上和一切
埃及人身上都有這瘡。”(出 9:10-11)
“這一次的災害和第三次与第九次的一样, 皆在事前没有告訴
法老的.這是第一次危害到人類生命的一種災殃, 使人身上和牲
畜身上, 出現破開的傷口(成了起泡的瘡.9-10 節). 摩西取了爐
灰……向天揚起, 可能是一種预表的行动, 好像他和亞倫在幾項
災殃中, 使用他们的杖一样. 埃及人对流行病非常警惕, 敬拜賽
克美迪(Sekhmet).這位獅子頭的女神, 声称這女神有医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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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他们還敬拜掌管瘟疫的苏帑(Sunnu) 神; 以及負責医治
人疾病的女神伊西斯(Isis). 但是這些神祇不能拯求百姓和牲畜,
使之免受這種痛苦. 埃及的術士再次顯出自己無能(出 8:18), 因
為他们本身也照样要承受這種痛苦(出 9:11). 他們見到自己的
神一點用處也没有; 但是法老仍然是冥頑不灵(9:12)”(摘自達拉
斯神学院聖經註釋第 1 集 133 頁) 埃及各種神明都無法解救十
大災难, 術士只能行局部有限的異能, 与摩西所行的簡直是霄壤
之別.

四. 法老剛愎自用
关於這虱子災害的來臨, 没有給法老預先的警告, 因為法老假
意釋放以色列人(出 8:8,15).“法老心裏剛硬，不肯聽摩西、亞
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所以降災之前, 不給他機会考慮. 而
第 6 災及第 9 災一样沒有先給予预告.
法老的剛愎自用, 神早就知道. “法老心裏剛硬，不肯聽從摩
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埃及行法術的，也用邪術
照樣而行。法老心裏剛硬，不肯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
所說的。”(出埃及記 7:13,22) 法老相信埃及的術士及各種埃及
的假神明, 历史久遠, 他心中已定型, 摩西和亞倫所行的神蹟雖
然遠遠超过邪術所行的異能, 如摩西手中的杖吞了術士的杖, 如
摩西使塵土變為虱子, 行邪術的卻變不出來, 甚至说這是出於耶
和华的手段, 非人的作為, 乃是神的大作為, 法老聽而不聞, 心裏
剛硬, 不肯放去既得利益, 他看百万廉价劳工, 过於一切, 他愛钱
財过於公義, 貪途好處, 牺牲別人, 在所不惜, 心中沒有仁慈. 中
國古聖说 “民為重, 君為輕.” 但法老卻惟我独尊, 他寧可牺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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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 他的自私自利, 已到無法可拔!
所以有人说法老乃是代表魔鬼的勢力, 以对付神的選民,實也不
為过.
簡而言之, 這時代的思想与信仰,真是五花八門, 千萬不要学
法老的背信背約. 也不可迷信邪術的假神蹟, 更不必畏懼他們的
法力.只要憑信心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 必然得勝有餘! 有如耶
穌藉着神的灵就能趕逐污鬼!

第 5 篇 以利亞如何分辨真假神蹟?

本篇信息是以列王上 18 章 18-40 節為根据, 乃是以利亞对巴
力 450 位先知的挑戰, 如何分辨真神假神?如何得勝假先知?

一. 以色列遭災的原因
“以利亞說：「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的誡命，去隨從巴力。”(王上 18:18)
亞哈(Ahah) 是 “北国以色列的第七个王, 暗利之子, 在公元前
870-850 年間統治北国;他做了上帝眼中看惡的事, 比以前的列
王更甚. “暗利的兒子亞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
前的列王更甚”(王上 16:30). 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跟亞述国争
戰的以色列王. 為了加強政治的联盟,他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
兒耶洗別為妻. 耶洗别把她本國的巴力崇拜帶進以色列國,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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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宗教上的腐化; 亞哈王也隨同妻子拜巴力, 受到先知以利亞
嚴厲的指责.”(摘自聖經簡明辞典 8 頁).
亞哈犯罪, 以致旱災臨到以色列.但他卻將責任推給以利亞.
先知以利亞直接了当的说是亞哈和他父家的罪；因為你們離
棄耶和華的誡命, 去拜假神巴力. 亞哈在撒瑪利亞為巴力建造廟
宇, 建立亞舍拉柱像使人敬拜;亞哈出賣自己行神眼中看為惡的
事, 耶和華對他发怒也比以往列王更甚(王上 16:29-33;21:25-26).

二. 当敬拜独一真神
“現在你當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和事奉巴力的那四百五
十個先知，並耶洗別所供養事奉亞舍拉的那四百個先知，使
他們都上迦密山去見我。」亞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和
先知都上迦密山.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
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
當順從巴力。」眾民一言不答。”(王上 18:19-21)
1. 巴力是誰?
巴力(Baal), 字義是 “主人”, 是迦南人的神明.他们認為巴力是
掌管農作物、田地、牲畜等. 迦南人在迦密山上拜巴力, 甚至献
人為祭物(耶 19:5). 以色列人經常被引誘去拜巴力(民 25:5; 士
2:11-13;6:28-32; 耶 19:4-5; 何 2:8-17). 如亞哈之妻耶洗別与亞他
利雅都曾誘惑以色列人去拜巴力, 使他们陷在罪中(王上
11:8;16:31-32;18:17-18; 代下 21:6;22:2-3).雖然巴力的像多次被
毁, 但以色列与犹大仍有人存留巴力的崇拜(王下 21:3;23:4-5;
代下 28:2; 耶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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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只有一位, 巴力卻是多數的. 真神是創造宇宙, 並統管萬
有; 巴力只掌管農作物、田地、牲畜等, 可見不是無所不能的
真神.
2. 亞舍拉是誰?
亞舍拉是迦南人拜的女神, 常与巴力並提(士 3:7), 是以木頭做
的偶像(申 16:21; 王上 15:13;16:33), 神禁止以色列人拜它(出
34:13; 申 12:3). 王后耶洗別供養了 400 位亞舍拉的先知(王上
18:19). 亞撒王、約西亞王都尽力废掉亞舍拉的神像(王下 23:47; 代下 15:16). 亞舍拉既然是以木頭被造的偶像, 表明它是受造
的, 造它的匠人比它还要大. 真神是創造者, 非被造的. 亞色拉非
真神.
3. 耶和華是誰?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
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神又對
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
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發我到你
們這裏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
直到萬代。”(出 3:14-15)
神自我啓示耶和華是他的名, 就是 “自有永有” 之意. 這是神
与人立約的名称. 旧約有七千多次提到 “耶和華”. “耶和華神”是
注重神对人的关係(創 2:7、16;3:9; 出 3:15、18). 耶和華是全能
的神(創 17:1); 是至高的神(創 14:18-19), 是独一的真神(申 6:4;
提前 2:5: 可 12:29), 再无別神(賽 45:5、14、18; 出 20:3; 申
4:4:35); 別神是虛无的假神(赛 44:10-20; 王上 18:18-39). 巴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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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舍拉都是假神, 我们当敬拜独一、无限、全能的真神--耶和
華. 世人受迷惑拜慣了假神, 因為心思昏暗, 自以為聰明,反成了
愚拙(羅 1:18-23). 以利亞向以色列民众挑戰, 若耶和華是神，就
當順從耶和華!

三. 分辨真假神蹟的方法
“以利亞對眾民說：「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一個人；巴
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當給我們兩隻牛犢，巴力的先
知可以挑選一隻，切成塊子，放在柴上，不要點火；我也預
備一隻牛犢放在柴上，也不點火。你們求告你們神的名，我
也求告耶和華的名。那降火顯應的神，就是神。」眾民回答
說：「這話甚好。」”(王上 18:22-24)
巴力的先知認為使土地肥沃, 也能降雨給人, 使五穀生長, 使
人得糧的是巴力,他们当然自信巴力能降火. 但三年半的乾旱無
雨,乃是出於以利亞和耶和華神的作為, 因神掌管天地.
以利亞向巴力 450 个先知提出挑戰,雖然耶和華有好多的先
知(王上 18:13), 但這時只有以利亞一人面对巴力的先知, 按人
看, 以利亞孤單一人, 似乎站在劣勢的地位, 但最重要的不是人
多人少, 乃是要有神的同在.以利亞分辨神蹟的方法如下:
1. 用獻祭的方法
每一方各预備一隻牛犢, 献給他們的神,作燔祭.
2. 用祷告的方法
各方向自己的神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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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火燒祭物的方法
双方都不能点火, 祷告後,能降火燒祭物的神, 就是真神.
經双方同意, 他们立刻進行籌備.

四. 假先知求神蹟的方法
“以利亞對巴力的先知說：「你們既是人多，當先挑選一隻
牛犢，預備好了，就求告你們神的名，卻不要點火。」他們
將所得的牛犢預備好了，從早晨到午間，求告巴力的名說：
「巴力啊，求你應允我們！」卻沒有聲音，沒有應允的。他
們在所築的壇四圍踊跳。到了正午，以利亞嬉笑他們，說：
「大聲求告吧！因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邊，或行
規矩，用刀槍自割、自刺，直到身體流血。從午後直到獻晚
祭的時候，他們狂呼亂叫，卻沒有聲音，沒有應允的，也沒
有理會的。”(王上 18:25-29)
1. 求神应允
假先知向巴力求告,卻沒有聲音，沒有應允的. 到了正午，以
利亞嬉笑他們，說：「大聲求告吧！因為他是神，他或默想，
或走到一邊，或行路，或睡覺，你們當叫醒他。」以利亞深
知他们拜的是假神, 所以挖苦他们. 因為当時腓尼基的水手相信,
他们航海時, 巴力也与他们同行. 現代的民間宗教, 將偶像放在
家中、船上、或汽車上, 以為他们所拜的神明會与他们同行, 保
護他们, 這就是迷信, 人所造的偶像都不是神.商人喜欢將財神
爺放在店裏, 以為可以幫助生意兴隆,其实不然, 我在大学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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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系的, 要經貿成功, 不但要貨真价實, 服務周到, 還要分
析市場的購買力, 预測貨品的走向, 投資的正確方向, 成本与利
潤的計算, 貨品流通的速度, 員工的培訓等等, 非擺一个偶像就
能做生意. 西方的大企業财團, 從不信财神爺能招财進宝.

2. 他们踊跳
他們在所築的壇四圍踊跳. 這是異教徒常用的方法.华人民俗
念咒之後, 乩童也会在踊跳, 似乎有邪灵在其中作祟. 有的是模
仿而踊跳, 有真有假;当仔細分辨, 以免誤導.
3. 自割自刺

到身體流血。這些举動全是異教徒的行徑.現代民間的異教徒,
仍然保有同样的作法. 甚至有用刀割舌畫符咒的.
4. 沒有降火
從午後直到獻晚祭的時候，他們狂呼亂叫，卻沒有聲音，
沒有應允的，也沒有理會的。他们繼續這样行, 有三小時之久;
獻晚祭約下午三時, 上午他們也花了三小時, 共有六小時之久,
仍然没有降下火來燒燔祭, 假先知徹底的失敗.

五. 以利亞行了真的神蹟
1. 重修神的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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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對眾民說：「你們到我這裏來。」眾民就到他那裏。
他便重修已經毀壞耶和華的壇。”(王上 18:30)
以色列民看見巴力先知失敗之後, 他們聽從以利的吩咐. 重修
很久以前耶和華的壇, 表明他们長年不用此壇向耶和華献祭, 荒
废失修, 也許他们受敬拜巴力的影响. 重修壇的目的, 是要向耶
和华獻祭.

2. 只有一个約
“以利亞照雅各子孫支派的數目，取了十二塊石頭（耶和華
的話曾臨到雅各說：「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這些石頭
為耶和華的名築一座壇.”(王上 18:31-32 上)
用十二塊石頭築壇, 要讓以色列民看見,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雖然分裂為南北両國, 但在神的選民中是同歸於一位神, 一个約.
要废除巴力, 同歸於耶和華神, 是关乎全民的事.
旧約記載:“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神又向他顯現，賜福與
他，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
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
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裔。」”(創 35:9-12) 神对列祖的应許都要
应驗在雅各後裔的身上. 神成就与列祖所立的約(創 15:1821;2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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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示是真的神蹟
“在壇的四圍挖溝，可容榖種二細亞，又在壇上擺好了柴，
把牛犢切成塊子放在柴上.對眾人說：「你們用四個桶盛滿水，
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說：「倒第二次。」他們就倒第二次；
又說：「倒第三次。」他們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壇的四圍，
溝裏也滿了水。”(王上 18:32-35)
二細亞約等於 13 夸脱, 也許在祭壇每一边的溝裏可容納的容
量. 以利亞將燔祭和柴都倒上水的目的, 表示不是自然的現象,
也不是耍甚麽手段, 或变甚麽戲法. 乃是真正神大能顯明的神蹟.
4. 真神蹟的目的
“到了獻晚祭的時候，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亞伯拉罕、
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華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
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僕人，又是奉你的命行這一切事。
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
神，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
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裏的水。眾民看見
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王上
18:36-39)
A. 使人知道耶和華是神
以利亞以正常人祷告的方式向神说話, 並没有像假先知用刀
槍自割、自刺，直到身體流血.他乃是向列主所信的耶和華祷
告, 要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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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人知道以利亞是真神的僕人
以利亞要人知道他与巴力的先知不同, 巴力先知敬奉假神,
用假神的儀式祷告; 以利亞是神的僕人, 是順服神的命令. “基列
華─以色列的神起誓，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
雨。」”(王上 17:1) 神成就了以利亞的祷告表明他真是神的僕
人.
以利亞对俄巴底說： “
起誓，我今日必使亞哈得見我。”(王上 18:15) 以利亞宣告他所
事奉的是耶和華, 不是巴力.

C. 使人知道是奉神的命行事
以利亞所行的不是本人的主動, 乃是奉神的命行事.不是為
沽名釣譽, 不是好勝心的慾望, 不是為求名、求财、求利, 乃是
神僕奉神的命行事.

D. 使以色列民的心回轉
以利亞要以色民回転歸向神, 不是降服自己, 乃是以神居首
位. 旧約的先知千呼万喚的要以色列民回転. “如今你們回轉，
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各人向鄰舍宣告自由，並且在稱為我
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耶 34:15)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向你回轉，我們便得回轉。求你
復新我們的日子，像古時一樣。”(哀 5:21) 人若回転, 神就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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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
久。”(詩 30:5)

E. 耶和華降下火來
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祭物,表示神接納以利亞所求所獻的祭.這
是真神所行的神蹟. 神以火燒尽基甸的祭物, 表明神給他要求
的証据.“耶和華的使者伸出手內的杖，杖頭挨了肉和無酵餅，
就有火從磐石中出來，燒盡了肉和無酵餅。耶和華的使者也
就不見了。”(士 6:21)
“摩西、亞倫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姓祝福，耶和華的榮光
就向眾民顯現。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在壇上燒盡燔祭和
脂油；眾民一見，就都歡呼，俯伏在地。”(利 9:23-24) 在此神
降火燒壇上的祭物, 表明神悦納了人的献祭.
耶和華降火燒尽燔祭, 甚至連木柴和水都燒乾了, 表明是出於
真神的權能, 神悦納以利亞的祷告, 真神蹟立時顯明,百姓都承
認耶和华是神.

六. 為何要除滅假先知?
“以利亞對他們說：「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脫！」
眾人就拿住他們。以利亞帶他們到基順河邊，在那裏殺了他
們。”(王上 18:40)
根据旧約律法的規定, 凡拜假神的人要除滅 . “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聽人說，有些匪類從你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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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座城出來勾引本城的居民，說：『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們
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你就要探聽，查究，細細地訪問，
果然是真，準有這可憎惡的事行在你們中間，你必要用刀殺
那城裏的居民，把城裏所有的，連牲畜，都用刀殺盡。”(申
13:12-15) 徹底調查, 不枉不縱, 除滅引人犯罪的根源. 北國因不
順從神而被擄; 南國亦犯同样的罪而被擄.
“「在你們中間，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諸城中，無論那
座城裏，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惡的
事，違背了他的約，去事奉敬拜別神，或拜日頭，或拜月亮，
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訴你，你也聽見了，就
要細細地探聽，果然是真，準有這可憎惡的事行在以色列中，
你就要將行這惡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門外，用石頭將他打
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將那當死的人治死；不可憑一
個人的口作見證將他治死。見證人要先下手，然後眾民也下
手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申命記
17:2-7) 摩西時代, 審判官要負責將拜假神的人以民處死刑.因為
他们的行為威脅到以色列族的存亡. 神不許他们敬拜受造的天
象, 日月星辰之物. 乃要敬拜創造天地的耶和華神. 若要執行死
刑, 必先經徹底的查証, 獲得証据方可處理.
以利亞除滅拜巴力的先知, 乃是有律法的根据. 亞哈是北國的
王, 跟隨他拜巴力的先知, 很可能是以色列人. 他们背叛了列祖
的信仰. 按神对以色列選民的規定, 应当處死. 以利亞是照神的
命令行事.
新約時代, 教会為保存純正的信仰, 信徒应保有純潔的生命,
若有信徒犯罪, 而且經詳細調查, 証明某人犯了罪, 而這人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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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悔改, 就要將他 “趕出去”. 如果他是真信徒, 他还是有永生, 但
在世上会有損失, 在天上未必得賞賜. 耶穌说:“「倘若你的弟兄
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
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
人和稅吏一樣。”(太 18:15-17) 主耶穌確立了處理信徒問题四
大原则.
1. 先單独面談問題的徵結, 若能解決则罷.
2. 若仍不能解決, 则找一两位見証再与他面談.
3. 若还不能解決, 则告訴教会, 由教会來處理, 对方若能謙卑
悔改, 則可挽回一个信徒回転.
4. 若還不肯悔改, 则把他看為外人.
但並不能將對方處死. 現代各國立法注重人权, 強調宗教信仰
自由, 不能用神在旧約對其選民的律法執行在異教徒身上. 神的
啓示有的是有時代性的. 如旧約神選民獻祭的礼儀, 也是有其時
代性的. 現代教会, 信徒都是祭司, 乃是用心灵誠实敬拜, 不必用
旧約獻祭物的方法.
保羅說:“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
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
根基。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
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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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
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
樣。”(林前 3:10-15) 保羅提到教会的根基是基督, 信徒的工作
若存留得住就有赏賜;若存不住, 只是僅僅自己得救. 得救是憑
神恩典, 不是靠所作的工; 赏赐是因忠心工作,並存留得住. 所以
要作忠心良善的管家.
以利亞憑信心,忠心的受主命, 專一的依靠耶和華, 分辨真假
神蹟, 灵戰得勝. 在這末世的時代, 異端邪教、巫術通灵、鬼魔
假道, 危機四伏, 有時雖有異能奇事, 当慎之又慎的分辨真假神
蹟. 使徒約翰說: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
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
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
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
上了。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
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
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
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
的靈和謬妄的靈來。”(約一 4:1-6) 真理的靈就是聖灵, 所行的
神蹟是真的神蹟.謬妄的靈就是邪灵, 所行的是假神蹟。在末世
撒但想以假乱真,但真理的聖灵永遠是得勝的. 就如以利亞分辨
真假神蹟, 他靠耶和華勝过巴力的 450 个假先知. 以利亞的神,
就是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神; 也是今天教会所信
創造天地的主宰, 全能的真神.

36

第 6 篇 怎麼知道彼得所行的是的真神蹟?
本篇信息乃是根据使徒行传 3 章 1-10 節所記載的事實, 也是
初期教会信徒被聖灵充滿之後, 神藉使徒所行的神蹟. 当時教会
大復兴, 彼得証道大有权能, 有三千人受洗, 五千人得救.

一. 彼得、約翰是誰?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徒 3:1)
彼得又叫西门, 亞蘭名叫磯法, 意思為 “磐石”.彼得是加利利
的漁夫(可 1:16; 路 5:3). 他來自伯賽大(約 1:44). 彼得是十二使
徒的首領. 他与雅各和約翰与耶穌特別親近(可 5:37; 路 8:51).
他受天父指示宣認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太 16:13-20;
可 8:27-29; 路 9:18-20). 他在耶穌受審時, 為保護自己,曾三次不
認主, 但又痛悔自己的軟弱与失敗(太 26:69-75; 可 14:66-72). 他
一向是门徒的发言人, 是初期教会傑出的領袖. 他見神空中墜下
布袋的異象之後, 打开向外邦人传道之门.在耶路撒冷第一屆基
督教领袖会議時, 坚絕反对外邦人要受割礼才能成為信徒,无論
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因信基督有同等的地位(徒 10-11). 神藉着
彼得行了許多神蹟.
与彼得一起進入聖殿祷告的約翰, 不是稱為馬可的約翰(徒
12:12),而是西庇太的兒子約翰. 約翰和他兄弟雅各在捕魚時蒙
主呼召(太 4:21-22; 可 1:19-20; 路 5:10-11). 耶穌称他们為 “半尼
其”, 意即 “性情如暴雷的人” (可 3:17). 但到晚年時却是性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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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充滿愛心(參約翰一書、二書、三書). 保羅稱約翰与雅各是
教会的柱石(加 2:9). 約翰寫启示錄時, 記載好多神蹟奇事.
他们上聖殿的目的是想參加下午三點的祷告会. 犹太人每天
在殿裏有三次的祷告会, 另外両次是上午九点、中午十二点.

二. 瘸腿者盼望得甚麽?
“
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他看見彼得、
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徒 3:2-3)
有一生來是瘸腿的,他已 40 多歲了(徒 4:22),可说是終身残廢,
自己不能行走, 不能工作, 只好靠人抬來放在殿的门口行乞, 以
糊口養生, 真是怪悲慘可憐的, 他不敢奢望能得医治;只盼望有
人賙濟, 瘸腿者只盼望彼得、約翰能給他一点施捨.

三. 彼得奉主耶穌的名叫瘸子行走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那人就留意
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健壯了，
美神。”(徒 3:4-8)
彼得給的遠超过金银的价值, 乃是叫他得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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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他起來行走
彼得不是奉任何假神的名, 乃是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在
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 “拿撒勒人” 是指耶穌, 因他在那裏長大
(太 2:23; 可 14:67). 只有使徒行传 24 章 5 節的 “拿撒勒人” 是指
早期的基督徒而言.
耶穌是聖經中最重要的中心人物, 他的降生、被釘十架而死,
以及復活, 全是為拯救罪人的作為. 耶穌的意思即 “耶和華拯
救”(太 1:21). 他稱為 “基督”, 是譯自希伯來文的 “弥赛亞”, 意
“受膏者”.旧約的君王、祭司、先知都是神所膏的. 基督乃是要
履行神特別的使命, 耶穌擁有這三方面的職份.
彼得向众人証道時说: “我們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們所
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正是他所賜的信心，叫這人在你
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徒 3:16) 彼得不居功, 不沽名釣譽,只高
举耶穌的名.
彼得叫癱子痊癒之後, 驚动了当時的宗教領袖, 他们想知道彼
得憑甚麽能力叫癱子痊癒;並設法禁止基督教的发展. “第二天，
官府、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
亞法、約翰、亞歷山大，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裏，叫使徒
站在當中，就問他們說：「你們用甚麼能力，奉誰的名做這
事呢？」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治民的官府和
長老啊，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問我們他
是怎麼得了痊愈，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
們面前的這人得痊愈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神叫他從死裏復
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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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4:5-12)他
們真是浩浩蕩蕩, 高官、長老、文士、祭司都來了, 真是陣勢壯
大.彼得与約翰只是加利利海的魚夫, 非高官顯要, 所不同的, 他
们有耶穌的救恩和聖灵的充滿. 彼得不但給答案, 還殷殷的向他
们传福音. 彼得清清楚楚的宣告: “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愈
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神叫他從死裏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
督的名。”沒有隱瞞, 毫無造作, 是耶穌基督的名叫他得医治. 癱
子活跳跳的站在人前, 這是最有力的人証, 百口莫辯. 官府与当
時的宗教领袖只得默認一切的事實.

2. 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彼得医治瘸子, 乃是超自然的方法, 不用医葯,或針疚, 或推拿,
乃是奉耶穌的名祷告, 他是用屬靈的方法, 神以神蹟的方式医治
瘸子. 路加医生特別指出是腳和踝子骨. 這瘸子自生下來已 40
多年不会行走, 他已失却了可行走的信心(徒 3:2;4:22). 所以彼
得特別扶他起來,他竟立刻痊愈.

3. 就讚美神。
瘸子“
”瘸子能跳、能站、能走, 這時是何等大的兴奋,
他夢寐以求都無法想到他会完全的得医治. 他的兴奋震驚實無
從形容. 他讚美神, 不是讚美彼得, 因為他知道是全能的耶穌基
督叫他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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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百姓就讚美神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
”(徒 3:910)
当時百姓正要參加祷告会, 他们都認識這求賙濟的乞丐, 今天
突然好了, 他们都滿心希奇、驚訝, 將榮耀歸給神, 讚美神! 因這
神蹟是出於神.
彼得被神重用.“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他
們〔或譯：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羅門的廊下。其餘的
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百姓卻尊重他們。信而歸主的人越發
或褥子上，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甚麼
四圍的城邑來，全都得了醫治。”(徒 5:12-16)
使徒行了神蹟奇事, 使人存敬畏的心. 因亞拿尼亞与撒非喇的
事件, 使那些不信者或半信者不敢靠近他們.因彼得讲的道和所
行的神蹟, 信而歸主的人, 越发增添, 男男女女都很多. 因有人盼
得医病心切, 甚至盼望得彼得的影兒可得医治, 此種方法似乎有
些迷信的程度.彼得乃是藉着祷告医病趕鬼. 所行的神蹟都是出
於神的權柄和能力.
我们怎麽知道彼得所行的是真神蹟? 我们從本篇的信息可知
道:
1. 彼得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祷告而行神蹟, 是以神為中心, 是
出於神的主权.
41

2. 彼得所行的神蹟是立刻痊癒, 並没有任何後遗症.
3. 結果是叫人讚美神,敬畏神、榮耀神.
4. 是叫人信主, 歸向真神.
由此可知他所行的是真神蹟, 非假先知所可冒充的.

第 7 篇 彼得如何分辨假神蹟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彼
得、約翰往他們那裏去。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
他們受聖靈。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
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
了聖靈.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
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
以用錢買的。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
不正。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
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西門說：願
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說的，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使徒
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瑪利亞
好些村莊傳揚福音。”(徒 8: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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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雖論属灵的恩賜, 但仍与神蹟有关, 因為行神蹟的恩賜,
也是神所賜的, 主要必須人对、灵對、信仰对、动机对, 才能顯
出神蹟的恩赐.

一. 彼得為撒瑪利亞信徒受聖灵祷告
由於历史与文化的因素, 犹太人与撒瑪利亞人幾乎不相來往.
腓利因福音的緣故(徒 8:5), 打破传統, 他將福音传入撒瑪利亞.
腓利是耶路撒冷教会選出七位執事之一(徒 6:5). 如今成為福音
的使者. 但当時中東一帶旁門左道頗為兴盛, 星相及巫術相当猖
獗, 欺瞞迷惑广大的群眾. 西門憑其邪術, 竟然被奉如神明(徒
8:9-10).
彼得、約翰到了撒瑪利亞，就為当地信徒禱告，要叫他們
受聖靈。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
耶穌的名受了洗。新約時代用水施洗是耶穌的命令. “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太 28:19) 從五旬節被聖灵充滿之後, 教会都遵守施洗
的教訓(徒 2:38,41;8:12-13,36-38;9:18;10:48;16:14-15,32-33). 撒
瑪利亞人与猶太人自古不相往來, 但耶穌的福音所到之處, 即可
打破了历史的成見, 消弭了種族的隔閡, 同在基督名下受洗, 在
基督的教会中合而為一(弗 2:11-19). 除去了人与人之間阻隔的
牆. 彼得与約翰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 正式接納撒瑪利亞的信
徒.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表示他们領
受同一位聖灵,他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 同一位神. 確定了腓利
在撒瑪利亞的事奉; 其次是防止分裂, 彼得与約翰代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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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会正式欢迎撒瑪利亞的信徒, 透过聖灵充滿, 不是外在的儀
式, 而是灵裏生命真正的合一.

二. 西門想用钱買恩賜
行邪術的西門是西門馬古(Simon Magus),或稱術士西门. “有
一個人，名叫西門，向來在那城裏行邪術，妄自尊大，使撒
瑪利亞的百姓驚奇；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那
稱為神的大能者。」他們聽從他，因他久用邪術，使他們驚
奇。”(徒 8:9-11) 西門用法術迷惑撒瑪利亞人.他想用钱來買屬
灵的恩賜, 想購買神蹟的力量, 想購買能將聖灵分給别人的权柄,
以滿足自己的目的和慾望. 他所信的只是異能奇事(徒 8:13,1824).
“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說：
」”
信仰、救恩、恩賜、神蹟、屬灵的权柄都不能用钱購買的,
因這一切都是神的权能所賜的, 主權全在乎神, 人乃是要憑信靠
主才能与上帝有关係. 西門想用钱買恩賜, 以後他也可用钱出賣
恩賜, 如此, 他可從中賺钱了. 這完全違背聖經的教訓. 在美國有
一女巫為病人医病祷告, 每次要收 25 美元, 真是不可思議!

三. 彼得嚴责其錯誤
“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賜是
可以用錢買的。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神面前，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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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正。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
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
1. 用钱買恩賜必定滅亡
一切恩賜都是出於神, 救贖的恩典也是出於神. 人不能用金錢
買救恩, 中古時代天主教的 “贖罪券”完全無聖經的根据, 我们
不能一錯再错. 人也不能用金钱買屬灵的恩賜. 神的救恩或恩赐
不能当貨品式的買賣, 若是果真如此, 窮人得救的指望就十分的
渺茫了. 但路加記載貧窮的乞丐拉撒路因信靠主反而得救(路
16:19-31) 彼得对行邪術的西门說： “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
吧！”

2. 西门用錯誤的方法
西門在邪術界中可能蠱惑多年. 彼得直接了当的指出其錯
誤.“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有一句俗語说: “有钱
可使鬼推磨”. 但不可能買通公義的上帝,上帝是按公義誠實行
事. 耶和華是嫉邪的神.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
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 20:3-5)西門想將拜假神的方
法来處理真神的事, 当然是本末倒置, 一竅不通!

3. 西門的心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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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说:“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
正。”西门在真神的道上無分無关, 当然沒有救恩, 沒有聖灵的
內住. 西门在人面前不正, 可能尚可隱藏其缺点;但在神面前心
不正, 神必然知道. “因為公義的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詩 7:9)
“因為他鑒察眾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代上 28:9) 西门
在神前心不正, 若能謙卑認罪悔改, 尚有一線暑光, 但他卻不肯
真正悔罪, 他只有外在宗教的礼儀, 而無內在悔改的心.

4 要認罪求主赦免
彼得教訓他.“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
念可得赦免。”西门用錯誤的方法, 想以钱買行神蹟的能力, 這
是罪惡, 他若肯誠心誠意的悔改認罪, 求主赦免, 当然可蒙神的
赦免(約一 1:9).保羅说: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
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
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經上說：「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愧。」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羅 10:9-13) 西门聽了彼得的教訓, 並沒有真心的認罪
悔改.

5. 西门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
彼得有屬灵的辨别力. 他毫不留情的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膽
之中，被罪惡捆綁。” 旧約凡心裏偏離神去拜假神的都落在苦
胆中. “惟恐你們中間，或男或女，或族長或支派長，今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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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偏離耶和華─我們的神，去事奉那些國的神；又怕你們中
間有惡根生出苦菜和茵蔯來.”(申 29:18) 西门就落在此光景中.
“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
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來 12:15)西门被異教擾乱与捆綁,
灵裏不得自由.

四.西門的盼望
“西門說：願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說的，沒有一樣臨到
我身上。”
西门為要避禍, 卻要求別人為他代求,而自己不求, 西门既知
罪, 应立刻認罪才是正途. 知罪而不悔改, 在屬灵上是無望的.
“罪不憚改”.“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一 1:9)
“椐教会史的記載, 西门後來不只在撒瑪利亞, 甚至在安提阿
和羅馬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傷害, 他的從众到第三世記仍很活躍,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和他有很大的淵源”(中文聖經啟導本
P1546-1547)

五. 使徒的使命
“使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
瑪利亞好些村莊傳揚福音。”
使徒藉着神蹟奇事証明主道, 並且传講耶穌的真道. 不是只在
一處証道, 而是在好些村莊傳揚福音, 他们遵守主所頒佈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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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地極的大使命.保罗说: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
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
勸勉人。”(提後 4:2)
總而言之, 彼得怎样分辨假神蹟?
1. 凡想用钱買恩賜, 而得行神蹟力量的就是假神蹟.
2. 凡以神蹟為賣钱得利的就是假神蹟.
3. 凡心不正, 与神的道無分無关的就是假神蹟.
4. 凡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的就是假神蹟.
5. 凡要人為他求主, 而自己不肯認罪悔改的就是假神蹟.

第 8 篇 彼得行神蹟的权柄

“彼得周流四方的時候，也到了居住呂大的聖徒那裏；遇見
一個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癱瘓，在褥子上躺臥八年。彼得
對他說：「以尼雅，耶穌基督醫好你了；起來！收拾你的褥
子。」他就立刻起來了。凡住呂大和沙崙的人都看見了他，
就歸服主。”(徒 9:32-35)
彼得和約翰在撒瑪利亞為信徒按手祷告, 使他们被聖灵充滿.
聖經說:“使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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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瑪利亞好些村莊傳揚福音。”(徒 8:25) 现在繼續記載彼得
的事奉, 他回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周流四方传道,他不是到處觀
光. 他也到了呂大, 呂大在当時是一个小镇, 位於耶路撒冷与約
帕之間. 腓利曾在此地四围传福音(徒 8:10),镇上有些信徒, 他们
也為主的福音作見証.呂大即今天的諾德(Lod), 以色列的國际机
場正在此城的北边.

一. 靠耶稣基督的权柄行神蹟
彼得巡迴佈道時遇到一个癱子.“以尼雅，得了癱瘓，在褥
子上躺臥八年。”以尼雅為甚麼得了癱瘓? 未有詳細說明, 可能
是腦溢血中瘋, 或摔倒、或遇外患.深信這八年來肯定看了不少
的医生, 花了不少的医藥费;也可能請过犹太教的祭司為他祷告,
均無法得痊癒. 他不但身体受折磨, 心灵也非常的悲痛.
彼得曾在耶路撒冷行神蹟治癒过癱子(徒 3:1-19).“彼得對
他說：「以尼雅，耶穌基督醫好你了；起來！收拾你的褥
子。」”這是彼得第二次医治癱子的神蹟,彼得乃是靠耶穌的名
行神蹟. 彼得第一次医治癱子,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彼得說：
「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
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徒 3:6) 由此可知彼得医病的权柄
是由神來的. 保羅说:“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
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林前 12:9) 医病是聖灵所賜的
恩赐, 主权在於三一真神.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
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
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林前 12:4-6) 真的神蹟完全是聖父、
聖子、聖灵的大能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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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刻产生果效
以尼雅“就立刻起來了。”, 真是立竿見影, 立刻得痊癒. 假的
神蹟可能拖泥帶水, 無從驗証. 所以要清楚分辨, 不要被異教之
風所搖动.

三. 叫人歸信主
“凡住呂大和沙崙的人都看見了他，就歸服主。”
沙崙是沿着巴勒斯坦海岸的地方, 是一片肥沃的平原, 大概有
50 哩長,10 哩寬. 呂大在這平原的東边. 凡看見的人都歸信主,
不是歸信彼得. 表示敬拜神, 一切都是出於神, 当荣耀歸給神. 真
的神蹟是叫人歸向主, 假的神蹟是令人遠離主.
總而言之, 彼得是主選召的使徒, 親身見过主行神蹟奇事, 他
深信主耶穌是弥賽亞, 是神的兒子.主曾应許門徒說:“信的人必
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了。」”(可 16:17-18) 彼得行神蹟,是奉主耶穌的名,全是靠主的
权柄. 真神蹟立刻叫癱子痊癒, 並叫众人歸向神. 哈里路亞! 願一
切荣耀都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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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篇 彼得叫死人復活的神蹟

本篇信息以使徒行传 9 章 36-42 節為主, 在此記載彼得叫死
人復活的神蹟. 旧約時代与新約時代都有死人復活的見証. 兹举
例如下:
1. 以利亞叫西顿婦人的兒子復活(王上 17:17-22).
2. 以利沙叫書念婦人的兒子復活(王下 4:32-35)
3. 以利沙墳上的死人復活(王下 13:20-21).
4. 耶穌叫管会堂者的女兒復活(太 9:23-25).
5. 耶穌叫拿因城寡婦的兒子復活(路 7:11-15).
6. 耶穌叫伯大尼的拉撒路復活(約 11:43-44).
7.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已睡的聖徒復活(太 27:52-53).
8. 彼得叫約帕女信徒多加復活(徒 9:36-40).
9. 神叫被害的两位末世先知從死裏復活(啟 11:2-12).
死人復活是超然的神蹟. 將来耶穌再来時, 聖徒都要復活被提
到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3-18). 聖徒將來復活的, 是不朽壞的、
強壯的、荣耀的、属灵的、改变一新的(林前 15:42-54); 是不
嫁不娶的(太 22:30); 是像基督的(腓 3:21).
信徒灵性的復活才是紧要的. 信主耶穌的人已得永生(約
5:24). 在灵性上不再死亡(羅 6:4、13); 屬灵的生命徹底更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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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5:17), 永遠不死(約 11:25-26); 脱離撒但的权勢(徒 26:18), 進
到完全的地步(腓 3:10-12).
所有使徒中只有彼得叫死人復活, 是一件非常奇特的見証.

一. 多加患病而死
“在約帕有一個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臘話就是多加〔就
是羚羊的意思〕；她廣行善事，多施賙濟。當時，他患病而
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樓上。”(徒 9:36-37)
“約帕” 今名 “雅发”, 是以色列国在地中海的港口. 呂大与約帕
的距離只有 12 哩. 当時多加就住在約帕. 她是一個女信徒, 很有
愛心的見証, 她廣行善事，多施賙濟, 也為信徒作裏衣外衣贈
送給他们, 表示她經濟不錯, 手艺也好. 殊為可惜, 她竟患病而死.
人生而老, 老而病, 病而死, 這是生理自然的过程. 可謂人生自古
誰無死. 若沒有信主, 死後且有審判(來 9:27). 所幸多加早己信
主, 众信徒非常感念她.
有人把把多加的身体洗了，停在樓上。死人埋葬前須先洗
身. 屍体停放楼上等候安葬. 在耶路撒冷的死人当天就要埋葬,
但在城外的地区,可停留三天才殯葬. 多加是屬於後者.

二. 信心与盼望
“呂大原與約帕相近；門徒聽見彼得在那裏，就打發兩人去
見他，央求他說：
和他們同去；到了，便有人領他上樓。眾寡婦都站在彼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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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哭，拿多加與她們同在時所做的裏衣外衣給他看。”(徒
9:38-39)
彼得在呂大叫癱子以尼亞起來行走的神蹟, 必然傳到約帕信
徒的耳中, 於是他们立刻打发两个人速速的去求彼得趕快來, 分
秒必争,一点都不可 延, 因為救命如救火. 可見約帕的信徒存
着多大的信心, 他们相信神能藉着彼得叫多加復活, 這是何等大
的盼望! 彼得一到, 立刻就上搂到停屍的地方.

三. 復活的神蹟
“彼得叫他們都出去，就跪下禱告，轉身對死人說：「大比
大，起來！」他就睜開眼睛，見了彼得，便坐起來。彼得伸
手扶她起來，叫眾聖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給他
們。”(徒 9:40-41)
彼得為着争取時間,請他们都出去, 使他有適合的祷告環境.
彼得肯定是奉主耶穌的名祷告(約 14:13), 主应許垂聽信徒的祷
告. 彼得沒有用手按着屍体祷告, 乃是等多加復活之後才扶他起
來. 可能是為了避免礼儀的不潔, 他不摸屍体. 旧約記載:“耶和
華對摩西說：你告訴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說：祭司不可為民中
的死人沾染自己.”(利 21:1) “摸了人死屍的，就必七天不潔
淨。”(民 19:11)
彼得將多加活活的交給他們, 約帕信徒的信心与盼望全都實
現. 彼得叫死人復活的神蹟, 在人是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太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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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引人歸主
“這事傳遍了約帕，就有許多人信了主。”(徒 9:42)
彼得叫多加從死裏復活的神蹟, 当時傳遍了約帕. 如果在現在,
很快的就可传遍全世界, 美國的 CNN 及世界各大电視新聞必争
先恐後的報導, 各大報必圖文並茂的頭條新聞. 在当時只能口傳
耳語, 就有許多人信了主. 真神蹟的目的是引人信主, 榮耀神.
簡而言之, 分辨真假神蹟要從动机、目的和結果來審核.彼得
叫死人復活的神蹟, 动机十分單純, 乃是為幫助信徒, 不參与個
人的名利.目的清楚, 乃是為信仰的緣故, 彰顯神的大能. 結果非
常正面,乃是叫人信主, 將榮耀歸給神.

第 10 篇 保罗怎样分辨假神蹟?

保羅与巴拿巴第一次巡迴佈道時,遇到一个行法術的敵挡他
们, 保羅如何分辨? 如何勝过行法術的以吕馬? 如何引方伯歸主?
全記載於使徒行传 13 章 2-12 節之內.

一. 聖靈差遣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五个先知和教师.“他們事奉主、禁食
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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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做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
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裏坐船往
居比路斯去。”(徒 13:2-4)
先知是聖灵所賜的恩赐(林前 12:1-11).先知是照聖灵的啟示
宣讲神的心意(申 18:18; 彼後書 1:21),目的是造就、安尉、勸勉
信徒(林 14:3); 所传讲的信息, 多數是神在旧約中所隱藏的奧祕
与計劃(羅 16:25; 弗 3:5). 教会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弗
2:20).新約聖經已完成, 先知的恩赐只在於讲解神所默示的聖經,
不能在聖經之外加添任何新的啟示. 保羅被主呼召時的使命, 主
在異象中告訴亞拿尼亞说: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
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徒 9:15) 耶穌升天
之前, 已吩咐門徒说: “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徒 1:8) 所以聖灵在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与
保羅去宣道是神的計劃.
禁食祷告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太 6:16-18;9:14-15; 路 18:1014). 摩西在西乃山禁食祷告等候神的啟示(出 34:28; 申 9:9). 耶
穌在传道之先, 曾 40 天禁食祷告(太 4:2). 教会選立聖職人員時
也禁食祷告(徒 13:2-3;14:23). 禁食表示慎重的求神引導. 聖灵差
遣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 表示是神的主权, 聖灵的印証,教会
的認同--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二. 传講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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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裏傳講神的道，也有約翰
作他們的幫手。”(徒 13:5)
撒拉米是居比路東边最大的城市, 那裏住了很多犹太人, 他们
是到各会堂讲道, 不是單在一處証道. 也有約翰作他们的幫手,
這約翰当然不是施洗約翰, 他早就被希律王砍首了.也不是使徒
約翰. 這位是馬可約翰(徒 12:25;15:37), 他是馬可福音的作者,
是巴拿巴的表弟(西 4:10). 他母親馬利亞,是一位敬虔的信徒, 耶
路撒冷的信徒常到她家聚会(徒 12:12). 彼得称馬可為屬灵的兒
子(彼前 5:13). 现在參加巴拿巴与保罗的佈道的行动.

三. 假充先知
“經過全島，直到帕弗，在那裏遇見一個有法術，假充先知
的猶太人，名叫巴耶穌。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羅同在。士求
保羅是個通達人，他請了巴拿巴和掃羅來，要聽神的道。”(徒
13:6-7)
帕弗位於撒拉米西南約 100 哩, 是当時省政府的所在地. 有一
个行法術的犹太人, 假充為先知, 名叫巴耶穌. 彼得曾糾正一个
行法的西門(徒 8:9). 两者是不同的两个人.
方伯士求保罗对福音有兴趣, 相聽巴拿巴和掃羅所传關於耶
穌的真道, 這对行法術的巴耶穌有很大的威脅. 方伯是当時的官
位, 是由羅馬元老院所委派的总督; 另巡撫则是由罗馬皇帝直接
委派的.新約曾提到三个巡撫. 一个是審判耶穌的本丟彼拉多
(主後 26-36)( 太 27:11-14); 第二个是安東尼斯腓利斯(主後 5259), 他就是審問保罗的巡撫腓利斯(徒 23:23-35;24:1-25);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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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波求非斯都(主後 59-62), 他接安東尼斯腓利斯的任(徒
24:27;25:23-27;26:1-32), 他曾与亞基帕王審問保羅.
假充先知巴耶穌是行法術的, 当然与保罗所传耶穌的真理不
同, 当然可分辨真假之別.

四. 分辨假道
“只是那行法術的以呂馬（這名翻出來就是行法術的意思）
敵擋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
定睛看他，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
善的仇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現在主的手加在你
身上，你要瞎眼，暫且不見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徒 13:8-11)
行法術的巴耶穌又称為以呂馬, 他敵擋使徒目的，是要叫方
伯不信真道, 如此他才能保住他的利益与威望. 但保羅被聖靈充
滿，大有智慧. 保羅定睛看他, 表示專注, 要以呂馬注意. 保羅告
訴以呂馬幾样重要的審訊:
1. 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
以呂馬用邪術迷惑人, 要方伯士求保羅不信主,這是詭詐奸惡.
他是魔鬼的兒子. 以呂馬本名叫 “巴耶穌”, 在亞蘭文, 巴耶穌是
“耶穌之子” 的意思, “耶穌” 是 “耶和华是拯救” 的意思. 他有一
个好的名字, 但与所行的完全相違背, 名不符其實. 所以保羅说:
“他是魔鬼的兒子”, 魔鬼是撒謊之人的父(約 8:44), 是抵挡神的.
魔鬼也可說是惡的化身, 魔鬼也称為撒但(路 4:; 約 8:44), 他是
那試探人的(太 4:3) 、控告人的(啟 12:10)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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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2:2). 不管撒但力量多大, 上帝永遠是得勝者(啟 20:1-2), 因為
耶穌的國度臨到, 撒但要從天上墜落(啟 12:7-12).
以呂馬是魔鬼的兒子,由此可知他所行的異能都是假的神蹟.

2. 眾善的仇敵.
眾善的仇敵, 一言以蔽之, 無絲毫善德善行可言. 唯独神是至
聖洁(書 24:19);他本為聖(詩 99:5、9);是公义的(詩 116:5;赛 5:6);
是至仁愛的(約一 4:8、16); 是有憐悯有恩典的神(申 4:31;詩
103:8;145:8); 是誠實无偽的神(申 32:4; 林前 1:9). 神所行的神蹟
当然是真的.

3. 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
以呂馬一路以邪術迷惑百姓, 這是旁门左道, 不是神的正道.
但他以假乱真, 甚至有人尊他為 “神的大能者”, 將自己比美於
神, 真是混乱主到至極. 保罗要他停止, 不可繼續以假道混乱真
道.

4. 現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暫且不見日光。
神
懲罰以呂馬, 他的眼睛立刻瞎了,他先是属灵的眼睛瞎了, 現在
肉身的眼睛也瞎了. 是 “主” 的手加在以呂馬身上, 不是保罗的
手, 表明這神蹟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保罗自己. 立刻可以分辨這
是真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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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歸信主道
“方伯看見所做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了。”(徒 13:12)
士求保罗親眼看見神蹟, 出乎意外的震憾, 以前是有兴趣主道,
現在是真心相信正道. 他是外邦人, 罗馬政府的高官, 能信主, 全
是聖灵的工作. 這神蹟是保罗靠主所行的第一件神蹟.
總而言之, 保罗分辨神蹟有幾个要點:
1. 是奉聖灵的差派
2. 是传讲神的道為中心
3. 是清楚辨明誰是冒充的假先知
4. 是先分辨甚麽是假道
5. 是要对方悔改停止行邪術
6. 是完全靠主耶穌的权柄
7. 是叫人悔改歸向上帝
保罗在這些原则下分辨出真假神蹟, 我们可從中学到實际的
功課.

第 11 篇 異教徒誤解保羅行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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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与巴拿巴在以哥念巡迴証道,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信的很
多. 他们依靠主放胆講道,主藉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蹟奇事, 証明
他的恩道, 他们遭遇凌辱逼迫, 就逃到呂高尼和路司得传福音
(徒 14:1-7) 在路司得保罗証道時, 行了一件神蹟, 他叫一个瘸腿
的起来行走, 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被当地人誤為有神藉人形顯明.
但經保羅闡明之後, 僅僅攔阻人不向他们獻祭. 意想不到, 犹太
人翻臉如翻書, 転瞬间竟用石打保罗. 這些都記載於使徒行传
14 章 8-23 節, 兹詳細分觧如下.

一. 保羅叫瘸腿行走的神蹟
“
沒有走過。他聽保羅講道，保羅定睛看他，見他有信心，可
得痊愈，就大聲說：「你起來，兩腳站直！」那人就跳起來，
而且行走。”(徒 14:8-10)
路司得是羅馬的一个殖民地, 也是保羅的同工提摩太的家鄉
(徒 16:1-2).在此有一个生來是瘸腿的. 他聽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
看他, 見他有信心, 這是得医治最大的関鍵.医病的恩賜是主耶
穌所賜的(約 14:12). 保羅像彼得一样(徒 3:1-8),蒙神赐医病的恩
賜和能力. 彼得对付行邪術的西门(徒 8:9-23);保罗则征服行邪
術的以呂馬(徒 13:6-12), 雖各有千秋, 但亦頗雷同.
保羅医治瘸腿的, 這是使徒行传第三次的個案. 第一次是在使
徒行传第三章 1-10 節, 彼得在耶路冷的聖殿叫一个瘸腿的起来
行走.( 參本書第 6 篇). 第二次是在使徒行傳第 9 章 33-35 節,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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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呂大叫一个癱子起來行走,( 參本書第 8 篇). 都是耶穌的大
能.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神蹟.

二. 被誤認為是神
“眾人看見保羅所做的事，就用呂高尼的話大聲說：「有神
丟斯，稱保
羅為希耳米，因為他說話領首。有城外丟
”(徒 14:11-13)
在保罗的時代, 小亞細亞的地方有三種語言在流行. 官方用的
是拉丁語; 民間用的是希腊話; 呂高尼話是当地的土語, 多數是
異教徒. 保羅行了神蹟,
.
称巴拿巴為宙斯, “宙斯”(Zeus) 旧約稱為 “丟斯”, 希腊神話中众
神之首,人们認為是雷电之神, 掌管天氣的. 稱保羅為 “希耳米”,
“希耳米”(Hermes, Mercurius) 是希腊众神的使者, 替众神传信
息的, 擅口才;因保罗講道传信息, 他们認為是希耳米臨在.
“有城外丟
眾人向使徒獻祭。”表示保罗与巴拿巴在此証道時间颇長. 異教
徒用牛和花圈向其神明獻祭, 也想用相同的方法向两位使徒獻
祭. 保羅和巴拿巴並不沾沾自喜的由他们献祭, 反而责備他们的
錯誤.

三. 阐明人与神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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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保羅二使徒聽見，就撕開衣裳，跳進眾人中間，
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
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他在從前的世代，
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
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
樂。」二人說了這些話，僅僅的攔住眾人不獻祭與他們。”(徒
14:14-18)
1. 不可將人当神拜
保罗与巴拿巴非常震驚, 他们撕开衣裳, 即從衣服的領口往下
撕開數吋, 藉此表示对異教祭司所行的是一種褻瀆, 他们極力的
反對向他们献祭. 他们跳進众人中間, 避免成為被献祭的对象.
並且大声呼喊, 他们乃是人, 不是神, 絕不可將他们当神敬拜.
2. 乃要拜永生神
保罗传道的目的, 是要他们去邪歸正. 保羅說: “我們傳福音給
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
其中萬物的永生神。”創造天地宇宙的主宰是永生神, 万民都要
歸向他. 從自然的啟示, 人可知道神. 保羅對众雅典人說: 創造宇
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
殿.”(徒 17:24) 他又向罗馬人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
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
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 1:19-20)神藉着自然啟
示叫人知道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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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保守眷顧
人不但可從自然啟示知道神的存在;也可從生活中知道神的
保守和眷顧.他赐下雨水和豐年叫人認識他, 也可從他的恩惠,
所赐的飲食和喜樂來知道他.雖然万國各行其道, 但神普遍的恩
典还是臨到眾人. 人既然领受了普遍的恩典,則更該領受特別的
恩典, 即信耶穌得着救恩.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
”(徒 4:12)

四. 恆守所信的道
“但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挑唆眾人，就用石頭
起來，走進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對那城裏的
傳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門徒，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
去，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
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 14:19-22)
1. 保羅為道受逼迫
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他们反对耶穌恩惠的福
音, 就挑唆当地的異教徒和眾人，用石頭打保羅. 当地人开始時
非常尊敬保羅和巴拿巴, 把他们当作神, 但転瞬间即与他们為敌,
要置他们死地為快! 真是反覆無常, 翻臉如翻書! 這是第二次群
众被煽動來攻擊保罗.保罗有五次被人煽動來攻擊他.
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 13 章 50 節, “但猶太人挑唆虔敬、尊
貴的婦女和城內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羅、巴拿巴，將他們趕
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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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在馬其頓的腓立比, 保羅為一个使女趕出巫鬼.“使女
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便揪住保羅和西拉，拉他們
到市上去見首領；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
竟騷擾我們的城，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
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
打.”(徒 16:19-22)
第四次是在帖撒羅尼迦宣道, 好多人信主.“但那不信的猶太

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裏，喊叫說：「那攪亂天
下的也到這裏來了，耶孫收留他們。這些人都違背凱撒的命
令，說另有一個王耶穌。」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就驚慌
了；……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傳神的道，
也就往那裏去，聳動攪擾眾人。”(徒 17:5-8,13)
第五次是在亞西亞宣道, 並行了趕鬼的神蹟.有一个银匠底米
丟,“他聚集他們和同行的工人，說：「眾位，你們知道我們是
倚靠這生意發財。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也幾乎在亞細亞全
地，引誘迷惑許多人，說：『人手所做的，不是神。』這是
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這樣，不獨我們這事業被人藐視，就
是大女神亞底米的廟也要被人輕忽，連亞細亞全地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消滅了。」眾人聽見，就怒氣填
起來。眾人拿住與保羅同行的馬其頓人該猶和亞里達古，齊
心擁進戲園裏去。保羅想要進去，到百姓那裏，門徒卻不許
他去。還有亞細亞幾位首領，是保羅的朋友，打發人來勸他，
不要冒險到戲園裏去。聚集的人紛紛亂亂，有喊叫這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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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喊叫那個的，大半不知道是為甚麼聚集。有人把亞歷山大
從眾人中帶出來，猶太人推他往前，亞歷山大就擺手，要向
「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啊。」如此約有兩小時。”(徒
19:25-34)
保羅雖經五次的驅逐, 但他愈传愈勇, 從不氣餒, 真是不愧為
“翻天覆地的大使徒”!
第二次遭逼迫時, 被石頭打到昏迷,失去知覺, 他们以為是死
了, 將他拖到城外, 結果保罗甦醒过來, 真是神蹟, 保罗並沒有被
嚇得禁若寒蟬, 乃是仍勇往直前, 鞠躬尽瘁, 死而後已!
2. 繼續忠心广传福音
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對那城裏的人傳了福音，使
好些人作門徒.保羅馬不停蹄的繼續忠心广传福音. 他身上可能
傷痕纍纍, 他心灵負担超越身体的軟弱, 他已学会叫身服我的功
課.
3. 恆守所信的道
保罗与巴拿巴為坚固剛剛建立的教会, 他们勇敢的再回路司
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
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雖有
艱難卻不退怯,因信徒漸多, 須要加強組織、鼓勵和安慰.
4. 選立長老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
所信的主。”(徒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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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要長期的存在, 被建立及扩展, 必須要有人負责聖工, 牧
養羊群,於是選出老練適合的人為長老,以可建立及監督教会,
主理行政以及教導等工作, 才不会曇花一現, 随風飄去. 也才能
有人分辨真假神蹟, 確定純正的信仰. 保羅曾勉勵以弗所教会
的長老说:“
〔或譯：救贖的〕。”(徒 20:28)
使徒彼得曾勸勉作長老的说: “
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
殘的榮耀冠冕。”(彼前 5:2-4)這是何等神聖的使命, 也是何等的
盼望.
總而言之, 保罗遊行佈道, 神藉着神蹟奇事見証其恩道. 人因
有信心才能顯明神蹟. 保罗医治瘸腿的, 被異教徒誤会為神, 保
罗糾正其錯误, 不可將人当神拜, 乃要敬拜創造宇宙独一的永生
神. 他藉着自然的啓示, 叫人知道神的存在; 藉着普遍的恩典叫
人知道他的保顧. 人不但領受神普遍的恩典, 更要领受特別的恩
典, 就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当時路司得城裏的人誤解保羅所行神
蹟的大能, 也误解神的恩典, 更誤解主耶穌的救恩. 他们反而逼
迫使徒, 用石頭攻擊保罗, 恩將仇報, 真是眛了良心. 但保羅与巴
拿巴繼續忠心广传福音, 恆守所信的道, 雖然經历艱难而不退怯,
反而選立長老建立教会, 不被異教之風所搖动, 並分辨真假神蹟,
持守真道, 直到主再來.

66

第 12 篇 保羅趕鬼的神蹟
保罗到腓立比, 就是馬其頓的第一个城, 是罗馬的駐防城.保
罗趕逐巫鬼, 引起軒然大波, 被告到官府, 被棍打, 被下監. 但保
罗与西拉半夜祷告、唱詩、讚美神;地震鎖鍊鬆开的神蹟发生,
反而成為传福音的機会. 此事记載於使徒行传 16 章 16-35 節.
兹詳細阐釋如下:

一. 用法術的目的
“
被巫鬼所附，用法術，叫她主人們大得財利。”(徒 16:16)
有人竟然利用被鬼附的女奴来取利, “被巫鬼所附”,NIV 英文
聖經譯為 “她藉着一个灵预言未來”. 当然邪灵会給人预言的能
力. 有人靠鬼給人算命看風水. 印尼的一位華人算命师 “竹灵
子”(張欽郎)就是靠鬼靈給人算命, 而且得了很多的财利. 後來因
看見神在他女兒身上所行的神蹟而受感动, 他自己也經历神的
神蹟,脱離死亡而悔改信主, 立刻放棄算命行業,晚年奉獻出来
传道, 帶領很多人信主. 其子也放棄高收入的算命風水的行業,
他说: “鬼魔要給人钱, 但最終卻要人的命”, 他自己的兒子莫名
奇妙的頓然死掉, 使他醒悟悔改信耶穌. 我在印尼証道時, 張飲
郎的兒子曾与我晤面分享其見証, 並送我竹灵子的見証錄音帶.
用法術叫人取利古今中外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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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奉耶穌基督的名趕鬼
“
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她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
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她身
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徒 16:17-18)
1. 鬼知道灵界的事
魔鬼是墮落的天使, 是受造的灵, 当然知道灵界的事. 鬼知道
保羅和西拉是至高神的僕人，傳說救人的道。鬼知道耶穌是
誰? “
人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嗎？我知道你是
誰，乃是神的聖者。」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
身上出來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陣瘋，大聲喊叫，就出來
了。”(可 1:23-26)
在格拉森的地方, 有一人被鬼附, 鬼還会向耶穌求情.“他遠遠
地看見耶穌，就跑過去拜他，大聲呼叫說：「至高神的兒子
苦！」是因耶穌曾吩咐他說：「污鬼啊，從這人身上出來
吧！」”(可 5:6-8) 公義的主耶穌当然將鬼趕出去, 因不守本位
的天使要承受自己的後果.
2. 保罗奉耶穌基督的名趕鬼
無論使徒或信徒趕鬼都要奉奉耶穌基督的名. 這是耶穌所吩
咐的. “就是奉我的名趕鬼”(可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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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証: 怡保趕鬼記.
有一年我到馬來西亞的怡保領三天的联合佈道会, 由怡保同
工联祷会举办, 当時由衛理公会的林雅各主任牧師当主席, 福音
堂的何繼昌長老, 以及众教会的教牧同工為筹備委員. 租用怡保
的精武体育館, 每晚一千多人都爆滿.
第一晚我讲: “算命、風水、永生之道”. 因讲題是民間最時
尚的觀念.不但信徒和慕道友携老帶幼踴躍的來參加,据说好多
算命先生因好奇也來參加, 他们想瞭解真正的內容, 或從中学到
一点新的知識. 聚会的反应非常熱烈, 很多人填決志單.
会後有一位業餘算命師來到台前找我幫助. 他本是一表人才,
他一面流淚, 一面求我说: “郑博士, 求求你救救我.”
我說: “你有甚麽需要我幫忙的?”
他說: “我本是矿家, 生意也做的不錯. 後來因好奇, 跑到新加
坡去学算命. 他們要我去拜鬼, 求特別的幫助. 後來鬼就住在身
上. 常常作弄, 非常痛苦.”
我問: “鬼怎样作弄你?”
他說: “鬼常常要我做一些丟臉的事, 而這些事是我不情願作
的. 比如我在加啡店飲茶時. 鬼突然要我去為一个素不認識的人
按摩治病. 在大庭广众去為人按摩, 這是一件多难為情的事!”
請问: “那人果然有病嗎?”
他说: “是啊! 的確是有病. 每次都很準的!”
我说: “你不去為他按摩豈不是就行了嗎?”
他说: “不行! 鬼会作弄我, 給我很麻煩和痛苦. 我是一个商
人, 憑甚麽要去給人按摩呢!? 有時更糟糕, 不但不認識, 而且
是異性, 真是不可思議!”
“你這样去為人按摩医病, 有酬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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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全是鬼要我去做的.”
我又問“有没有人不讓你按摩治病的?”
他说: “没有, 這些人都真是有病的.”
他頓了頓又说:“這些鬼有時要我去買偶像,讓我放在家裏
膜拜. 這些偶像如一个小小的觀音偶像, 是贵的離譜, 我根本不
想去買, 但鬼強迫我非買不可. 我只好忍痛的買了. 不然, 鬼会
給我很麻煩和痛苦.”
他接着說: “我請过法師、和尚為我驅魔, 鬼都不離开. 也
曾經到摈城的極樂寺, 請和尚為我趕鬼, 也無效! 也曾經專程到
泰国的曼谷, 請和尚為我趕鬼, 也是無效! 郑博士, 求求你, 救
救我!” 由此可見,請鬼進來容易, 趕鬼出去难!
当時筹備会同工來通知我, 務必全体離开会場, 因有租借合
同規定, 晚上十時必要全部清場.
我告知那商人說: “我不能救你, 但耶穌卻能救你. 如果你
喜歡我們可以到福音堂的礼拜堂, 借用其地方,我好在那裏為
你祷告趕鬼.” 他露出微笑的盼望, 幾个人立刻开車前往.
到了福音堂, 我要求他將身上的符錄、皮包内的符紙、車上
所擺掛的符紙及任何偶像全部拿到礼拜堂的空地上. 他的妻子
同時也趕到, 我要求她同样的將身上、皮包内、車上所有的符
纸都通通取下燒掉. 他们都很順服的照做.
我们大家唱十字架的詩歌, 得勝的詩歌, 他说: “我沒力啦!
没力啦!” 整个人癱在地上.
我们开始燒那些符錄及小偶像, 他躺在地上开始挣扎,表情
十分痛苦, 在燃燒的过程中, 並無颳風, 竟然有一岸发紅燒着的
符紙自动的浮起來, 往空中自动的飘逝.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斥
責那污鬼. 他堂堂的一个大男人, 居然軟弱無力的倒在地上. 我
奉耶穌的名不準鬼在他身上壓迫他. 有人扶他站起來. 我要他
開声说: “主耶穌啊! 求你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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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挣扎着说不出來. 我奉耶稣的名吩咐鬼出去. 突然間, 他整
个人清醒过來, 说話條理清楚. 本來語無倫次, 思路迷糊.
他突然判若两人, 很高兴的說: “我現在好了, 剛才是鬼不
讓我说話. 來我請你们去吃宵夜.” 在宵夜時, 他说: “我本是
矿家, 是一个生意人, 為着学算命,引鬼上身之後, 精神恍惚,
有股東要他退股. 不准他再去接觸公司的生意. 結果身心俱傷!”
我特地安排並邀請他第二天主日, 於上午提早來教堂, 並將
家裏的符咒紙和所有的偶像全部帶來, “斬草要除根, 免得春
風吹又生.” 並且還要再為他祷告, 並栽培他怎样斷根, 不再給
魔鬼留地步. 他也同意如此行.
主日早晨我特别禁食祷告, 預備好靈戰. 想不到, 他的一些異
教朋友竟將他帶走, 使他不能來教会. 這是何等的可惜!
可見魔鬼要混亂神的聖道，我們當堅信「聖經都是上帝所
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 17）
三. 為利反对神的僕人
“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便揪住保羅和西拉，
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
猶太人，竟騷擾我們的城，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
規矩。」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
裳，用棍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
緊看守。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
了木狗。”(徒 16:19-24)
1. 為利反对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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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便揪住保羅和西拉，
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
行法術的惟利是圖, 他見到使女的鬼被趕出去, 失去了预言的
能力, 没有被利用的價值, 因而老羞成怒, 揪着住保羅和西拉去
見地方官. 想告他们報仇,真是利令智昏.
2. 以宗教為由控告使徒
“這些人原是猶太人，竟騷擾我們的城，傳我們羅馬人所不
可受不可行的規矩。”当時羅馬政府允許其殖民地的人民可擁
有自己的宗教, 但卻不准罗馬公民改教. 因此保罗与西拉在腓利
比传福音, 被視為是違法. 其實官員並不十分清楚犹太教与基督
教的区別(徒 18:14-15). 罗馬皇帝曾下令驅逐犹太人離开罗馬
(徒 18:2),可能是宗教的岐視. 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控告使徒, 以掩
蓋行邪術图利的事實.
3. 無理的受逼迫
“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
用棍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緊看
守。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了木
狗。”群众是盲目的, 最容易被煽動. 犹太的宗教領袖曾煽动群
众高呼釘耶穌十字架(太 27:22-23). 未審先用刑罰, 用棍打, 按羅
馬人的法律,這是不合理的.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控訴時,曾向百
夫長提出抗议.“
「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就鞭打他，有這個例嗎？」
百夫長聽見這話，就去見千夫長，告訴他說：「你要作甚麼？
這人是羅馬人。」”(徒 22:25-26) 結果他免去皮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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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官長一知道保罗是罗馬人也就害怕了. “保羅卻說：「我
們是羅馬人，並沒有定罪，他們就在眾人面前打了我們，又
把我們下在監裏，現在要私下攆我們出去嗎？這是不行的。
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吧？」差役把這話回稟官長。官長
聽見他們是羅馬人，就害怕了，於是來勸他們，領他們出來，
請他們離開那城。”(徒 16:37-39) 可見当時的羅馬人有特殊的
身分地位. 保羅無理的受逼迫, 並無存報復的心, 乃是以天父的
事為念.

四. 鎖鍊鬆開的神蹟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
而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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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6:25-26)
保羅和西拉被下在監裏, 並没有哀声嘆氣, 或心懷不平, 在半
夜, 乃是同心禱告，唱詩讚美神, 也是間接的向其他因犯作見証.
結果地大震动, 可能有人会说地震是自然現象, 是的, 但地震不
可能讓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 鎖鍊也都鬆開, 是另一個神
蹟. 我们应該分辨自然現象与神蹟之区別.

五. 怎样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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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西拉
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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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救。」”(徒 16:27-31)
保罗救了禁卒的命, 使他不自殺;因為放走囚犯是嚴重的罪,
是会被處死刑的(徒 12:18-19). 禁卒戰戰兢兢請示保罗: “當怎樣
行才可以得救？”信主耶穌是惟一得救的门路. 耶穌说: “我就是
”(約
14:6)

六. 因信神就喜樂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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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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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亮，官長打發差役
來，說：「釋放那兩個人吧。」”(徒 16:32-35)
保羅和西拉向禁卒全家传福音, 他和全家，因為信了神，都
很喜樂。得救必須個人相信主耶穌, 非任何人所能代替的. 禁卒
給囚犯洗傷, 也是天下奇聞, 並給他們擺上飯, 也是前所未有, 表
示禁卒真的重生了, 才能活出愛心的見証. 禁卒全家受了洗, 信
在前, 洗在後,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可 16:16)
總而言之, 保罗趕鬼主要的目的, 是叫人得医治. 行邪術者的
目的是為取利. 鬼知道灵界的事, 因他是墮落的天使. 保羅奉耶
穌的名趕出巫鬼. 使女的主人為利的緣故反对保罗, 甚至將他告
到官裏去, 因為邪鬼離开女奴之後, 就無预言行異能的能力.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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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雖無理的被责打、下監, 但他無報復之心, 乃是一心以神的事
為念! 他们在監裏, 夜半的時候, 祷告、唱詩、讚美神. 結果神蹟
出现,地大震动, 監門自动打开, 囚犯的鎖鍊全鬆开. 結果保羅向
禁卒一家传道, 因全家信主就喜樂了. 保罗無論得時不得, 都务
必传道, 並有神蹟奇事見証主的恩道.
兹將印尼一位靠邪灵算命看風水取利的 “竹灵子”大师, 怎样
悔改信主的見証附錄於下:
附錄:算命大師歸主記 (張欽郎)
我是客家人，中文名為張欽郎，印尼名為“約瑟單單約瑟”，
但大多數的人只知道我叫“竹靈子”，這是我算命時用的名號。
祖傳邪靈，名聞海外
我在印尼出生，是印尼中醫協會的會員，平時以替人算
命、看風水謀生，這是我家祖傳了四代的職業，也因此我從
小就被訓練去拜神并背誦經咒真語。來找我算命的人，不論
他的身份、事業、家庭、特徵、問題或疾病為何，若我所說
的准确率未達百分之九十八，或看風水后一百天內情況沒有
改善的，我都不收錢！
最初我替人算命時，每人只收費五百盾（印尼錢），到
一九八八年時，我已名聞海內外，替人算命每半小時就要十
五万盾，但來找我算命的人，仍是絡繹不絕，常要等候二至
四個月才能排得到。遠到加拿大，近至星馬，都有跟我學算
命、八卦、畫符和看風水的徒弟（男卅四人，女十二人），
每人須繳付九百万至一千万盾的學費（約合新台幣現值十一、
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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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并非神仙，也不是超人，這個算命的本事，單憑人
的力量是無法練成的，完全靠祖傳下來的邪靈相助。每當我
執業時，我家祖傳的靈，便會將顧客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
事，都很准确地啟示給我知道，我因此賺了很多錢，全家生
活舒适無慮！
愛妻罹重病
但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內人因罹患不知名的疾病，每天
只能吃兩匙食物，多吃一點都會吐出來，中、西醫均束手無
策，菩薩、祖靈也無法提供任何幫助、在絕望之中，有人來
向內人傳福音，她就接受了耶穌。禱告后接連的几個晚上，
她都能安然入夢，但我卻失眠了。因為愛她遠超過一切的緣
故，我逼不得已地接受她及儿女都信耶穌的事實，并在她出
院前，就把家中所有的偶像除去，包括那最寶貴的明朝古董
“觀世音”像在內，全部毀得一干二淨！
一直到妻子去世前的六個小時，醫生才肯定她的病源是
癌症。內人的葬禮按照基督教的儀式進行，我們在家中舉行
追思禮拜；仍未信主的我，不情愿地參加禱告及講道，心中
极渴望知道妻子靈魂的去處，雖然他們肯定的告訴我，她已
在天堂了，但卻無法舉出具体的證据來說服我。
為了想多知道一些關于主耶穌的事，我与子女（三女一
男）一起報名參加了一九八七年八月，在南韓舉辦的“亞洲教
會發展討論會”，而我只選擇性的參加某些聚會。
親見禱告權能
此生我一直有個缺憾 ——長女生來既聾又啞。卅一年來，
即使人們在她身旁施放爆竹，她也完全听不到聲音。在南韓
的禱告山上，我看見台灣來的葛銘寶長老（現任佳音教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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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牧師）為病人禱告，并有許多人得醫治；眼見原本兩手長
短不一的人，經他禱告后，短的那只手立刻伸長的奇跡，我
心里大受激勵，連忙請他為長女禱告，葛長老只明确地表示，
他自己不能做什么，這一切神跡完全是因信主耶穌而得的權
柄才能成就，于是他伸出兩個指頭，按手在小女的耳朵上，
開始奉主耶穌基督的圣名禱告。
禱告完后，長老在小女身后以手指彈出聲音，她竟然轉
過身去尋找聲源，長老又教她說：“哈利路亞”，她也開口說
話，雖然發音不太准确，但卻已讓我見識到主耶穌的偉大奇
妙。
之后，我們悄悄地到台灣觀光，因為若像往常一樣，只
要有人知道我到了台灣的話，一定又會被慕名想算命的人群
團團圍住，根本無法隨意、自在地四處走動。在要回印尼前，
我的腳突然腫得比皮鞋還大，便叫兩個女儿來為我的腳禱告，
但腫脹始終不見消退，我不耐地說：“算啦，我要睡覺了。”
可是隔天清早起床時，我的腳竟完全痊愈了。
難舍名利誘惑
即使如此，我的心仍十分剛硬，還是沒有完全接受耶穌，
回印尼后繼續重操舊業。那時我糖尿病和高血壓的情形蠻嚴
重的，為了想更多地認識耶穌并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大，我便
停止服用藥物，只叫孩子們為我禱告。一段時日后，我回醫
院作全身檢查，竟發現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以前高低血壓都
在一百五十以上的我，現已變為高壓一百三十、低壓八十。
醫生就問我：“這一個月以來，你到過什么地方看病？”我說
并沒有去任何地方求醫，但醫生卻不相信：“沒有治療，哪有
痊愈的可能？更何況任何糖尿病和高血壓的症狀，都只能控
制而無法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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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我承認禱告的能力和耶穌的權柄，但委實不愿放
棄一天五、六十万盾的算命收入。自南韓回印尼后，我就買
了一百本圣經，凡是來求我算命看風水的，我就藉机向他傳
福音，還送每人一本圣經。有不少基督徒也找我算命，我就
問他們：“你們所信的神，不是可以幫助你們嗎？”有些人回
答說：“過去主耶穌曾幫助過我，現在卻掩面不听禱告了。”
我說：“這大概是因你們本身犯了罪吧！我勸你們悔改，全心
全意地信靠他。”然后向他們作見證，說出自己是如何的悖逆
不信，但竟也蒙他賜福拯救的故事。那時找更加出名了，因
為算命還送圣經的，普世只我一人。
鬼門關前始悔悟
直到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子夜一時，我才毅然地斷絕一
切交鬼的行為。事發之前的下午，我在傾盆大雨中撐著傘測
量一塊很大的地皮，要為兩個住宅看風水，后來回家吃完晚
餐，便覺身体不适而提早上床休息，睡到半夜卻因气息不勻
而惊醒。 根据行醫的經驗判斷，我知道是心臟出了毛病，呼
出的气比吸入的多，可能再過五到十分鐘，我就要离世了！
在這緊要的關頭，我又想起禱告的權能，于是跪在床邊，開
口求主耶穌救我，讓我度此危机，得見明天的太陽，說了“阿
們”后，情況卻未見改善。按自己的推算，我只剩下二分鐘可
活了，但能力有限的偶像既已被除，我只能向至高全能的耶
穌求救了，這次我不單求主醫治，也許下心愿：若主治好了
我，我就要放下一切，單單信他、跟從他，并為他作見證。
再次禱告后，我的呼吸就恢复了正常，并感到全身無比的舒
暢，如同回到年輕時一般地健壯！
終于在六十一歲那年，我滿心真誠地接受耶穌成為掌管
我生命的主。從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起，我完全停止替人算
命、看風水；自國外各地專程登門求教的，我也都一一謝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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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我停止執業，張家的第五代傳人。我唯一的儿子也放棄
繼承那祖傳下來，能替我們賺進家財万貫卻能力有限的靈，
而愿全家人都歸主名下，尊主為大！
(註: 摘自網上: 算命大師歸主記)

第 13 篇 冒用主名無法行神蹟
神重用保罗, 在以弗所行了非常的神蹟奇事. 居然有行法術的
人想冒用主耶穌的名趕鬼, 鬼不但不出來, 反而跳到他们身上凌
辱他們, 叫他们受傷逃跑.当時凡真正相信的, 都將行邪術的書
焚燒, 过得勝的生活. 本篇信息的經文在使徒行传 19 章 11-20
節. 兹闡釋如下:

一. 神藉保羅行神蹟
“神藉保羅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
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惡鬼也出去了。”(徒
19:11-12)
使徒行傳第 1 章到 12 章可说是彼得行傳; 從第 13 章到 28
章可说是保罗行傳. 神藉着彼得行了很多神蹟奇事;神也藉保羅
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保罗的手巾或圍裙叫人病好了, 惡鬼也
出去了, 並不是说手巾和圍裙有甚麽特別的能力, 乃是神的能力
藉着使徒施展出來的象徵. 這是特例, 不是聖經的原则, 当然今
天的教会不能以此為根据, 將神僕人的手巾或衣服拿去為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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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趕鬼. 雖然彼得也有類似的例子: “

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全都得了醫治。”(徒 5:15-16) 盼望彼
得的影兒照在病人身上, 也是象徵的意义, 並非原則, 不可效法.
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 全都得了醫治, 应該是神藉彼得的祷告叫
他们得痊癒. 聖經的原则是: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
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
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
必蒙赦免。”(雅 5:14-15).
神蹟是神的主权与大能的顯明, 神藉着保罗彰顯他的作為. 神
蹟是用來証实使徒的工作(徒 2:43;4:30;5:12;6:8;8:6、13;14:3;
15:12).“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
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來 2:4)

二. 冒用主耶穌的名
“那時，有幾個遊行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向那被惡鬼
你們出來！」做這事的，有猶太祭司長士基瓦的七個兒
子。”(徒 19:13-14)
士基瓦並不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祭司, 可能他自認為是祭司
長.但他的七个兒子都走上岐途, 是念咒趕鬼的猶太人. 可能他
们風闻或看見保罗奉耶穌的名医病趕鬼, 是很大的奇事. 他们也
想冒用耶穌的名趕鬼. 這完全違背聖經的原则. 耶穌曾说: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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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
許多人。”(太 24:5) 冒用耶穌的名已是很嚴重,冒称 “自己是基
督”, 则更加嚴重, 末日的時候, 魔鬼或假先知就会用此法來迷惑
人.

三. 鬼制服假信徒
“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
是誰呢？」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二人，
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知道這事，
也都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徒 19:15-17)
惡鬼是墮落的天使, 有知識能辨認人, 鬼認識耶穌是誰, 也知
道保羅是誰. 鬼也知道誰是真的使徒,誰是假的使徒. 士基瓦的
七個兒子, 根本不是基督徒, 乃是靠邪術念咒的人, 竟然冒用 “保
羅所傳的耶穌”
, 被鬼附的人反
而跳到他们身上,
子裏逃出去了. 鬼怕的是耶穌, 不是行邪術的, 這些假信徒, 冒用
耶穌的名, 終得不賞賜, 敗兴而逃! 這事在以弗所众人皆知, 大家
都驚恐懼怕, 却尊主耶穌的名為大.

四. 主道興旺
“那已經信的，多有人來承認訴說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
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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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書價，便知道共合五萬塊錢。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
就是這樣。”(徒 19:18-20)
那些平素行邪術的，後來悔改信主, 他们不但公开作見証, 並
且將以前行邪術的書拿來焚燒, 共計值得五萬银幣, 肯定价值龐
大. 人行邪術, 想藉著鬼魔的幫助, 企图得着力量來行異能奇事.
但以弗所的教会, 是靠神行神蹟, 並大大的兴旺主道, 且得勝一
切假道邪術.
總而言之, 神藉着使徒保罗行了非常的奇事, 神蹟是用來証實
使徒的工作. 行邪術趕鬼的犹太人想冒用保罗所传耶穌的名趕
鬼, 鬼不但不出來,反而傷了他们, 表明屬灵的事是不可假冒的,
神蹟也是不可假冒的! 人冒用主耶穌的名必要虧損; 人更不可
妄稱耶和華的名. 經上说: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
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出 20:7)
真正重生的信徒奉主耶穌的名祷告才能蒙垂聽(可 16:17; 約
14:13;15:16;16:24). 我们要兴旺主道, 传揚主道, 叫人信靠主道,
才能分辨真假神蹟.

附碌:兹將一位茅山法师之子成為牧师的見証,転載如下, 以资
參考.
他父亲是茅山法师——记王福牧师 - 福音见证集(註: 摘自網
站)
他说：“凡走过的路，必留下足迹；凡做过的事，必留下
回忆；凡奋斗过的人生，必经历成长；凡尽力寻找，必然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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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是的，在他的生命中，曾走过相当复杂的路，不但留下
不少足迹和回忆，也经历了成长和寻找到他生命中最重大的
意义！
父亲是茅山法师
他的成长过程可能比一般人来得特别一些——因为他的
父亲是马来西亚霹雳州一位知名的茅山法师！茅山法师在人
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一致的，从电影所见也是如此。有时他是
赶鬼捉妖的救星，有时却是养鬼作法的祸害！他——-王福，
到头来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反而成了一位牧师！身为一
位茅山法师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经
历呢？从茅山术到基督教的一条道路又是如何突破的呢？且
听他细细道来。
“我父亲来自大陆，十七岁就开始拜师学茅山法术，稍后
在霹雳州成为一位知名的茅山法师，设坛授徒，其徒弟徒孙
遍布下霹雳一带。”
王福牧师说：“他享年七十七岁方离世，换句话说，他总
共浸淫茅山法术六十年之久！”
身为知名法师之子，是否就子凭父贵、得心应手、无往
而不利呢？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母亲是个苦命人
“我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王福牧师不胜唏嘘：“虽然她
目不识丁，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她可算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她不但勤劳，且还十分勇敢，除了我最大的姐姐出世时有接
生婆相助之外，其余十一个兄弟姊妹都是她自己接生的！我
最小的妹妹出世时，我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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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两岁多的时候，家中发生变故，母亲精神病发作，
被送进精神病院疗养了一段时日。当她回家时，我站在家门
前呆呆地望着她，竟好像是面对一个未曾相识的陌生人一般，
这是我二姐后来告诉我的。”
王牧师的母亲在二十一岁就下嫁这个茅山法术师，但他
的法术却不能改善家人的生活，带来的只是不幸和痛苦 ，他
们的家境依然贫穷。她一共生下了十二个孩子，身子已经够
弱了，偏又得辛勤工作，以致晚年时诸多病痛，唯有常叹自
己造化不如人，以逆来顺受的态度来渡过她无奈的一生！
其中一件叫她伤痛不已的事，就是在她十二个孩子中，
前三个儿子都在两、三岁间夭折！所谓血肉相连，一个妇女
连未出世的胎儿都会寄以深情，更何况是十月怀胎，又养育
了两、三年的孩子？她的苦楚，实在不是他人所能体会的！
“我们向来知道还有三个哥哥，但却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如
何夭折的，问起父母，他们也支吾以对，不吐真情。到我们
长大后才知道，原来茅山术有上茅山与下茅山之分，我父亲
原来学的是下茅山。比较起来，下茅山的法力更为高强、厉
害，但有一个规例，就是学法者都不得娶妻生子，以免祸延
后代！而我父亲却照常人般娶妻生子，且还与人斗法。但这
些法术若害不到他人，就会反过来使自家受害！据母亲说，
我们的三个哥哥就是这样被害的！若说法术中有邪灵的能力，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眼见三个大儿子都死于非命，王福的父亲只好弃下从上，
改学上茅山术。上茅山所着重的不是作法斗法之门，而较重
于“护体神功”及医治病痛的法术。母亲为改变命运去求问神
明，结果神明所指示者是亲生骨肉不得认爹娘，孩子该称父
亲为“阿叔”，称母亲为“阿嫂”，彼此隔清界限，为免其余的
孩子也受牵连而性命不保。
84

除了是个茅山法师之外，王牧师的父亲也是个道道地地
的酒鬼，不但不负起养家的责任，还常于醉酒之后，把家闹
个鸡犬不宁，最痛苦者，自然莫过于家中的主妇。她只好把
几十年的冤屈和怨叹化为缕缕轻烟，终日求神拜佛，以它为
唯一的精神寄托。后来因着另一个女人的介入，更只好狠下
心肠与丈分居，直至离世。在这种背景中长大的孩子，还有
何幸福可言？
成长过程的困惑
王福牧师在耳濡目染之下，对父亲授徒作法之事亦略有
所知，自小就帮助父亲画符，故此虽然功课不算顶好，但毛
笔字却写得不错，还得过奖！小小的心灵，固然对这些驱魔
捉鬼的法术极其向往，每逢大人要去交鬼，他就随后跟着，
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又是害怕.....但至终也只是略知皮毛，对这
种神秘的力量和超自然的力量百思不得其解，更没有办法掌
握它们。每当村里有人逝世，晚上必有打醮的法事，王福便
是逢丧必到的孩子之一，一是为看戏(道士们的表演) ，二是
为吃 (丧家必会预备食物糕点)。 随着年日渐长，渐渐地会思
想有关死亡的问题，却得不着任何答案，即使是父亲的茅山
术也不能给他解答。为了要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感，他于十六
岁就开始学大人抬灵柩。
那时的棺木非如现今通用的西式棺木，又大又重，真是
“抬死人”！就这样抬了一次又一次，因迷信而来的恐吓开始
消散，但心里依旧未得解答而耿耿于怀的问题是：
“到底人死后会往那里去？是天堂？是地狱？” 常听“喃呒
佬”或“師公”说，藉诵经与做法事，已经把死者超渡到天堂去
了。但多少次，每当亲友去“问米”， 灵媒却又把某某从阴间
召上来——到底谁是谁非？ “我自小就很羡慕有钱人。由于自
己家穷，小学六年级我就开始半工读，直到初三为止。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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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和学费都不用父母操心，每一个钱都是我自己凭双手赚
取的。”
他先是在一间茶室工作，卖麵煮食；后来学会杀猪，从
中一开始当屠夫，直到中三毕业；十七岁就独当一面成了一
个“烧猪佬”，后来又改行驾驶罗哩、挖坭机等等。总之是为
了“钱”途，什么苦都不怕。到了 1983 年尾，他的事业却来到
一个极突兀的转变，就是进入神学院念神学，然后出来传道，
成了牧师！今日，他站在讲台上传讲圣经，叫人无论横看竖
看，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抬过棺材、杀过猪、驾过坭机......
如何接触基督教？
茅山法师与基督教是难以扯在一起的，以王福的背景，
他是如何接触福音呢？
“在小学时，学校里有一位很好、很虔诚的基督徒老师，
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新村的主日学撒播福音的种子。”王福
说:“但那时在我们的观念中，基督教是洋教，是红毛鬼才信的！
因此，虽然有了一个接触点，却不能有深入的认识。但无论
如何，那位老师的言行举止，却已在我心中起了一些潜移默
化的作用。”在他念初中时，又有另一位无名的传道者在他生
命中出现，以爱心关怀、以耐心扶助，终于，他在 1978 年八
月真正皈信主耶稣基督。茅山法师的儿子信耶稣？这事在新
村里着实曾引起好大的一番骚动，无人不知此“大事”，不但
王福本身受到不少讥诮，连家人也或多或少承担了些压力。
一方面是想离开这令人难堪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想找一
条更好的出路，他就离别家乡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因为心志
不够坚定，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简直忘了自己是基督徒
的身份，跟同事同流合污，白昼拼命赚钱，夜间就尽情享乐，
以为人生理当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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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勤奋，他的月入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心
灵的空虚无以填补，正是酒入愁肠愁更愁！最后终于醒悟过
来，如一个浪子归家，重新回到教会，这才重获说不出的平
安和喜乐。
1981 年 8 月 31 日，王福受洗归入教会，他的母亲闻讯极
其伤心，对村邻说：“我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对王福本人
来说，昨日的他确曾死了，却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对家人的不谅解，他只有不住祷告，盼望他们终有一日会认
识真神。
王福于是用行动见证他受洗后仍是一个孝顺儿子，在众
兄弟中，他当时的月入最多，也拿最多家用给母亲，慢慢地，
母亲改观了。有一回，王福在她面前很真诚地说：“阿嫂，我
是你生的儿子，我知道你爱我，但上帝更爱我，他拯救了我，
使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过去我喝酒、赌博，还有一些不正
当的行为和习惯，又不顾家。因着上帝的爱，我都改了！请
问，你是要从前的我或是现在的我？”他的母亲没有回答，只
以微笑示意。后来她在别人面前说：“我这个儿子最好！”
父亲鼓励信耶稣
奇怪的是，他父亲身为一位茅山法师，却从未反对自己
的儿子去信耶稣，反倒鼓励王福把弟妹带到教会去。虽然在
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要求孩子帮助画符，却是未曾传授过任
何法术，更未要求他们继承衣钵。他的徒弟们感到奇怪而询
问，他也只是把话题支开，没有说出心中的话。但后来他亲
口对孩子说：“我不要你们学，因为这些附身的，都不是真神，
而是污鬼或邪灵！”所谓虎毒不食子，他自己的一生都受捆绑，
便不想后代也被连累。在晚年的时候，他也曾愿意信耶稣，
却被徒弟们阻止，他们劝说：“师父，你不能信耶稣，你信了，
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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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父亲也算是个不幸的人。一时不慎走错了路，
便终生受到牵制，不得自由。因着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孩
子们原先都很讨厌他。
“但是自从我信了主之后，对他的态度就很自然地改变，
我不再那么恨他了，反而情不自禁地会去爱他、关心他。”王
福说。
每当过年过节，王福都会从首都回乡，亲自下厨烧几
味好菜与家人共享天伦。唯一遗憾的是父亲住在隔壁，不与
他们一起。而王福总会端一些菜肴过去给他，但他母亲见状
总是破口大骂，他父亲闻声则掉泪，反过来劝儿子：“你不要
这样做啦！免得你阿嫂不高兴！”王福却执意做他认为当做的
事，并不住地劝解母亲，无奈积累多年的恨意却是难以磨灭！
如今，他们的恨都已随他们葬入黄泉，而他们的孩子却都已
长大成人，可幸的是，孩子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并没有人
步父亲的后尘。而王福牧师所选择的道路，正是与父亲所走
过的路完全相反！他并不交鬼扶乩，却是成为福音的使者，
把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传给世人。
王福牧师是馬來西亞、吉隆坡、馬魯里基督教宣恩堂的主
任牧师.2012 年当他主办第一屆全馬基督教信仰更新成長研討
大会時, 我与香港的苏穎智牧师均被邀請為讲員. 我与王牧師認
識多年, 神賜他牧養教会的恩赐.

第 14 篇 末世両位先知復活的神蹟
88

信徒災前被提, 在 7 年災难中仍有福音传給地上的人. 啓示錄
11 章 3-12 節提到有两見証人, 传道 1260 天.之後,還有天使向
世人传福音.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
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他
大聲說：「應當敬畏神，將榮耀歸給他！因他施行審判的時
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啟
14:6-7) 在災中信主的聖徒也要尽传福音的本分.
末世两位先知行神蹟, 為主殉道, 三天半後復活升天, 都充滿
着神蹟奇事的見証, 玆阐釋如下:

一. 两位能行神蹟的見証人
“
天。」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
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
敵。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
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並且能
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啟 11:3-6)
兩个見証人是誰? 聖經沒有指明是誰. 有解經家認為是摩西
和以利亞. 因為他们所行的神蹟与摩西和以利亞相似. 因旧約曾
预言以利亞要再來.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瑪 4:5) 因以利亞曾叫天
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路 4:25; 雅 5:17), 正是 42 个月(啟 11:2).
以利亞曾两次叫天降火燒死 50 夫長和跟隨的 50 个人(王下
1:10-12). 另一位是摩西的理由, 因摩西曾使水變血(出 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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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十災攻擊法老. 摩西与以利亞在耶穌登山变像時, 曾同時顯
现談論主第二次降臨的事(太 17:3).
但有人認為摩西已死过, 应該是以諾与以利亞, 由於他未見死
而被提到天上(来 9:27), 他必须再來死. 但這些都是推理的解釋.
僅供參考.
兩个見証人都能行相同的神蹟, 有火從他们口中出來, 燒滅仇
敌; 二人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 叫水变血, 並用各样災殃攻擊
世界. 所以不能以神蹟限定是摩西或以利亞. 這两个見証人是神
在災难的起头特別兴起的僕人. 在三年半中將福音遍传天下. 他
们死後大災难开始,敌基督者则攪亂天下, 直至哈米吉多頓之戰,
基督再臨, 消滅敌人, 建立千年國, 然後進入新天新地.
他们 “穿着毛衣”即為先知的表号(王下 1:8; 亞 13:4; 太 3: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在此有领受聖灵如橄欖油似的, 灯台是為发光, 將福音的光照亮
黑暗的世界, 彰顯神公義的真光. 他们真是用神蹟奇事見証所传
的道.

二. 两位為主殉道的見証人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
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
字架之處。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
屍首三天半，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裏。住在地上的人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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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
的人受痛苦。”(啟 11:7-10)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表示他们在地上的工作有一定的時限,
不是照自己所定的時間, 乃是照神所安排的計劃, 一旦完成之後
就歇了地上的劳苦, 就可被接到榮耀裏.
“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
殺了”. 这两位先知為主殉道, 乃是按神的旨意作完工作, 才被殺,
是神所許可的. 神僕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凡事都有定時, 生有
時, 死有時; 但無論或生、或死,總要叫基督照常顯大. 神容許撒
但和邪灵暫時得勝都有一定的時限, 最終神是要消滅魔鬼的.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 大城应是耶路撒冷, 可能
無人敢為他们收屍. 按灵意是所多瑪, 又叫埃及. 所多瑪是罪惡
情慾之城, 罪惡甚重(創 18:20), 連十个义人都没有. 埃及是邪術、
偶像林立之城, 法老心中剛硬抵挡神. “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
之處”, 明顯的是在耶路撒冷, 两位先知是為主福音而殉道, 主耶
穌是為救贖罪人而被釘十字架.
讓全球的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
墓裏。”, 不是偉人死後給人瞻仰的意思, 乃是侮辱他们, 如此暴
屍, 不但是一種侮辱, 也是恐嚇所有的信徒, 並誇耀 “那獸” 的得
勝!
三天半怎能讓全球的人觀看呢? 現代高科技時代, 透过衛星
転播电视, 転瞬間都可以看到, 可能成為頭條大新聞. 世界各大
報雜誌必争先恐後的搶着報導新聞, 他们的相片必放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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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位, 刹那之間,举世可知可見. 這両位先知用 1260 天传福音,
透过电视転播, 肯定很多人信主.
為甚麼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
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因為“有火從他們口中
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殺。這二人有
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
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他们传道,雖
然有神蹟奇事,仍然有人反对. 反对者当然庆幸他们的死.

四. 两位見証人復活的神蹟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他們就站
起來；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
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啟 11:11-12)
兩位見証人的身体復活了, 因為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
面, 他們就站起來. 看見的人都極其害怕.起初神造人時也將生
氣吹在鼻孔裏,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創 2:7). 表明神是生命的
源頭,神是創造的主宰.
他们就駕云升天.耶穌復活升天時, 也是駕云而去(徒 1:9). 將
來所有信徒都要復活升天.
总而言之, 神在災难起头的時候,预備了兩位先知传福音, 並
能行奇特的神蹟, 目的乃是主作光明的見証. 他们传道 1260 日,
這是神早就預定的日子, 当他们完成使命之後, 卻被迫害, 為神
殉道. 神暫時許可 “那獸”勝过他们, 且誇耀其勝利.他们的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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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暴露, 受羞辱, 不得埋葬, 普世反对神的人都額手庆幸他们的
噩耗. 但过了三天半, 神卻叫這两位先知復活, 且叫他们升天進
入荣耀裏, 世人都震驚神所行的神蹟, 所以我们可分辨真的神蹟,
信者快, 仇者懼;荣耀的是神, 羞辱的是撒但.

第 15 篇 分辨真假神蹟的總原則
现代高科技時代,传播普及各層面, 無論是电視、电影、報章、
雜誌, 都在宣传巫術、乩童、鬼屋、法術、神医、通灵、人鬼
恋、神蹟奇事等, 以吸收广大的观众, 盼促進經濟目的.
耶穌说: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
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太 24:24) 所以我们務必分辨,
甚麽神蹟是出於上帝的;甚麼是出於魔鬼的, 以免受其害.
自古至今, 真假神蹟俱存. 有人為的假神蹟, 竟冒称是真神的
神蹟; 有魔鬼施行的異能奇事, 彷彿是神蹟, 若不分辨會魚目混
珠, 以假乱真. 真神蹟是出於神, 是不折不扣的榮神益人. 但怎样
俱体的分辨真假神蹟? 時下最多假冒的, 就是医病的神蹟.兹提
出聖經分辨的总原則如下.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
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
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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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切不信
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
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
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帖後 2:9-13)
不法的人能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
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為是照撒但
的運動，換句話说, 有魔鬼在後面運作.其目的是要人不信耶穌,
拒絕救恩. 凡拒絕真理的人, 神都要定罪. 行假神蹟不法的人最
終要受神的審判.

一. 所有神医治的恩賜,发生在 神医者未接受耶穌基督為其个人
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前, 则不是從上帝來的.
為甚麽? 因為不信耶穌的人, 不能被被聖灵充滿. 何時上帝的
灵--聖灵, 才能臨到人心中? 聖灵是赐給凡接受耶穌為其个人救
主者.
行邪術者也能叫人病得医治. 馬来西亞王福牧师说, 他父親是
茅山法师, 他用乩童唸咒的方法, 畫符燒符水給人喝, 也能叫人
病得医治. 这種能力是撒但的運作, 是鬼魔的力量, 不是上帝的
神蹟.

二.所有真正医病恩賜的大能都是出於聖灵的大能, 赐給医病者
有一目的, 就是要引導被医治者接受耶穌基督為其生命的主. 如
果医治者没有將全部的榮耀歸給聖灵和主耶穌, 以及幫助被医
者接受耶穌為救主, 医治者的這種恩赐不是從上帝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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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灵主要的目的是要帶领信徒進入基督全面的真理. 聖灵要
給人:
1. 重生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
”(多 3:5)
2. 同住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羅 8:9)
3. 成為聖潔
“就是照父
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
們。”(彼前 1:2)
4. 結灵果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加 5:22)
5. 引導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羅 8:14)
“

……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 5:16,25)
6. 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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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譯：都
有知識〕。……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
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
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約一
2:20,27)
7. 賜能力
“
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徒 1:8)

三. 在基督裏聖經從來沒有提到聖灵給基督徒任何的恩赐容許
那人能看見環繞在他人的预兆; 也没有一種恩赐容許他去看見,
说出, 或從他们个人的天使接到將來的知識; 也沒有任何的恩賜
能看見人身体的內部, 和透視各種不同的器官, 以及动脉等.從
來沒有獻身的聖徒说有任何這類的恩賜. 当有人宣告他们有這
些恩赐, 這類恩赐不是從上帝來的.
我有一位美國白人律师朋友, 也是教会的長老.他是經营房地
產生意的.2011 年他遇到一位地板生意的女士要購一商店, 她
用一房間為医病的事工, 這女士说她有医病的恩赐, 自她 7 歲時
就开始給人医病, 在車房裏有好多輪椅和枴杖, 就是被他医好的
人所留下的. 她甚至说是一位地方教会的信徒, 自認為她医病的
恩赐是從上帝來的. 她承認与其股東同居 20 多年.她说有一个
人的天使能与她说話, 給她知識, 或掌握將來的事. 這人是誰?她
肯定有一些医病的恩賜, 因為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常有人排隊
來求医治, 每約見一小時需付 2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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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位後這位律师右手有両根指頭受傷,極疼痛又腫大, 他
停在這位女士的辦公室請求医治, 她用手控制其两根指頭, 嚴重
的疼痛及腫脹突然消逝, 那豈不是太神奇了嗎?!
後來有一位建築商, 患了嚴重虛弱的 “巴金森” 病, 每个月都
在惡化, 他只能慢吞吞的移动他的脚, 不易平衡, 不易说話, 嚴重
的彈抖, 思想不清析; 此人只來一个月的医治, 意想不到,他竟能
走、能言、能清楚思想, 甚至能幫忙搬动上百磅的東西上汽車,
這是活生生的另一件奇事, 是現代医学無法理解的.
這女士甚至说, 她能看人內在器官不同的顏色而分析其毛病,
她甚至说能看到血管而分析血糖的程度、胆固醇、甚至血脂
數. 她燒着艾草香, 並用一木匙在盆上繞动使它发出声音. 她医
病之前從未奉耶穌的名向天父上帝祷告, 前前後後都是她自己
在做. 她從未提到她医病的恩賜是從耶穌來的.
以上的個案明顯可知她医病的恩賜不是從上帝而來的:
1. 她以營利為目的. 沒有荣耀神.
2. 她沒有过得勝生活, 在情慾上犯罪.
3. 她所言的天使, 乃是邪靈的假冒.
4. 她说能看人的器官而知病情, 全是邪靈的工作, 或人為的假
冒.
5. 她医治時乃是用異教燒香之法.
6. 她從不奉耶穌的名, 求上帝医治.
7. 她以自我為中心,從不提上帝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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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她從不向患病者提耶穌的名.
綜合觀之, 她所行的神蹟是從鬼魔來的, 不是從真神上帝來的.
可知是假的神蹟.

四. 当聖靈給基督徒医病的恩赐時, 這恩赐從來不是用來取利的.
医病者只是神的器皿, 為要將神的恩典指示被医治者認識耶穌.
如果向被医者索取付款, 這恩赐不是從上帝來的.
如馬來西亞王福牧师的父親, 是一位茅山法師, 他是為利給人
医病. 他完全是靠法術或邪靈給人治病.
邪靈医病也有真假之別. 玆転錄一例証,以資參考(摘自拙著
“魔鬼与信仰”). 在華人社会流行通靈術 (Spiritualism or
Spiritism)，降神術 (Seance)，交鬼 (Neckomancy) 都是與邪靈
打上交道。華人社會的過陰、關亡術、落筒、鬼上身、鬼顯
靈等聖經統稱為「交鬼」。 華人社會交鬼的方式頗多，今只
能將較普通的略述數則： 乩童 南洋好多偶像廟有乩童，當菩
薩生日慶祝時，乩童則過火堆、爬刀梯、以劍割舌畫符，或
以釘刺身。印度廟的乩童尤其能變更多的花招。這些全是邪
靈在作祟，偷偷享受人間的膜拜、敬奉。有的是鬼（邪靈）
直接降臨在身上以言語回答的一種邪術，閩南人稱「問神」，
粵人叫「問米」，客屬潮人稱「落筒」，全是交鬼的行徑。
但在廟裡的「乩童」鬼上身時，也有真假之別。因彼輩為求
滿足香客的慾望，當有人求「真字」時，乩童不管有沒有邪
靈附身，照樣瘋瘋癲癲地亂跳，在沙地上亂塗鴉，讓香客賭
客猜「真字」，賭「萬字票」；中者認為「真字」靈，不中
者為「無福」或「無緣」。如用一束焚熱的香熨在乩童大腿
上或腳上，若頓然呼痛，證明無邪靈上身，謂假「落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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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若無其事，毫無痛之感覺，則表示邪靈上身，理智功能
失去效用。
廟中之香灰吃了能止痛退燒，是否邪靈顯靈？非也！因廟
祝早已把頭痛粉、退熱散混在香灰中，自然能止痛退燒了。
有的是唸咒施術，施術者男的稱為「師公」，女的稱「鬼
婆」、「紅姨」、「靈媽」等。焚香點燭，口中唸唸有詞，
有時進入恍惚昏迷狀態，渾身顫抖，聲音變化，鬼靈附身，
不習慣或膽小者看了會毛骨悚然。
馬來西亞有一位乩童變牧師，信主之後改名為保羅，未信主
前給菩薩作義子。開始「落筒」時要唸咒，且要相當長一段
時間邪靈才能上身。後來不請自來，有時正在吃飯中途鬼靈
也上身。有時睡到半夜鬼靈也上身，身不由己地顫抖蹦跳，
毫無自由，更無喜樂。邪靈上身時，其理智失去功用，成半
昏迷狀態，身體發冷，有奇力，可用水管打胸膛至彎曲狀不
知痛，可以刀割舌、割身，不流血，沒傷痕。但邪靈退去後，
混身異常地疲倦，心靈極度地虛空、易怒、脾氣暴躁，鬧得
一家雞犬不寧，母親都被嚇得魂不附體。
後來真神施恩，他因心靈虛空去聽道，悔改信主。當夜邪靈
來干擾，他奉主耶穌的名趕牠走。後來奉獻要作傳道，兩個
鬼靈同時來干擾，威嚇他，他再次奉主耶穌的名將牠們趕跑，
自此以後邪靈沒有直接顯現地來干擾。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啟 12:11）灵界的事, 千万勿玩火自焚.誡哉! 誡哉!

五. 一个人既然從神給他医病的恩赐, 完全是聖灵赐他的能力;
医病者必须照基督的教導行事為人. 如果医病者没有在這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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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代中為主作光作盐的見証, 而容許罪繼續在其生命中, 他医
病的恩賜不是從上帝來的.
一般而論, 凡行法術或通靈的, 生活都以自我為中心,在黑暗
中而不知危險, 他们通常為名為利争得头破血流, 如下茅山法術,
都喜欢鬥法, 搞得你死我活, 害人不浅!
又如行法術的西门,沒有真正的重生而受洗, 心不正, 活在罪
惡之中. “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
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
以用錢買的。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
不正,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赦
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徒 8:18-23) 西
门所行的法術都不是神給的恩赐, 乃是邪灵的工作.

六. 耶穌所行的神蹟, 除了一个瞎子和一个患血漏的婦人因憑信
心摸耶穌的衣裳隧子而得医治; 耶穌只要说一句話或向天父祷
告就叫人得医治. 门徒医病或行神蹟, 乃是奉耶穌的名向上帝祷
告. 任何医病者如果控制你的身体, 跳舞、焚香、唸咒、流血畫
符、看水晶、落筒、通灵、作些希奇古怪的动作, 這些医病者
的能力,都不是從上帝而來的恩賜.
異教徒雖然也会行異能奇事, 但有時也会失靈的. 如巴力的
450 先知就是用異教的方法, “
用刀槍自割、自刺，直到身體流血。從午後直到獻晚祭的時
候，他們狂呼亂叫，卻沒有聲音，沒有應允的，也沒有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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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上 18:28-29) 他们求神蹟卻沒有蒙耶和華應允. 以利亞
所行所求的却蒙上帝垂聽, 因他專心依靠耶和華.
附錄: 兹例举印度教瑜加门徒成為基督教神学教授,張佳音博
士 “靠主得勝”的見証.( 摘海外華人福音網), 以资參考.
張佳音说:就在這心靈交戰的時候，神學院裏的基督徒正
在不斷地為我迫切代禱，他們不單全學院數十人一同跪下來
祈禱，他們更轉告各教會的信徒，在個人私禱中均向耶穌祈
求，使我不能去印度！當我從神學院裏那位女同學口中聽到
這消息時，實在覺得有點兒滑稽，便想道：我親生父母也管
不著我，他們這班奇怪的陌生人竟要攔阻我的去路？但是，
如果他們所祈求的耶穌真能令我不可成行的話，那麼，我一
直跟隨的法師豈不是不及他們的耶穌？若然，我便該留在香
港，看看哪一位才是真神了！
不久印度專員公處來電說簽證有點問題，要求我重新辦理，
該官員也表示困惑，認為這是罕有的事件，還道歉說這恐怕
是誤會吧（筆者按：當時申請印度簽證是頗為 容易的）！啊，
神啊！事到如今，我真不敢再任性妄為了。你既然是宇宙萬
有的主宰，我深信你必看見我真心尋求你的心意，就求你帶
領我的前路吧！我不願再聽別人的意見，也不甘就此放棄打
坐而得的神秘經驗，若你真是耶穌，求你親自向我啟示你的
真實吧！
於是我耐著性子、茫茫然地呆在香港等、等、等，一直等到
1977 年 3 月，我才得著真正的答案。3 月 22 至 24 日連續三
個晚上，耶穌基督在我最驕傲自恃的靈界領域上迎頭痛擊我，
教我全人從心底裏歸降於祂，得著靈魂真正的釋放。
因為心靈掙扎而停止了差不多半年的異象異夢，在這三天的
晚上又再出現。3 月 22 日晚上，我臥在床上還未入睡，突然
我的靈魂不由自主地進入了一個意志集中的 境界，我又看見
了那些旋轉燦爛的光彩，通過這些光與彩的過程，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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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進入了那超越時空的靈界領域裏，我又看見那個藍色的小
人，又聽到那種越來越高頻率 的尖音，直把我拉進去，跟著
我發現自己在唸起法師給我的咒語來（是用梵語，意思是"我
跪在你這宇宙之主面前"，這宇宙之主當然是指印度教神明的
名字）。這是我一向熟識而且渴慕進深的境界。但不知何解，
今天晚上，我心靈裏不知從何處來了另一種抗拒力，叫我意
志立時醒悟，迅速遏止了那種潛意識的念誦，掙扎著趕快回
到身體去，立時從床上坐起來。我沒有把這些當作什麼回事，
只覺不大願意進入這些境界，過了一會，便倒頭大睡去了。
3 月 23 日晚上，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但這次卻異常迅速
地被帶過那些光與彩的空間，呈現在眼前的竟是法師在印度
的總廟。我的靈魂進入了一個房間，看見一班 從美國去修道
的好友在那裏談話，我很高興能見到他們。於是我上前將心
裏一直藏著對印度教是否真理及法師是否真神等問題一點一
點地舉出來，與他們討論，在交 談中我並沒有提及其他宗教
或耶穌基督的名字，可是他們卻沒有一人能解答我的質疑。
就在他們聽得入神的時候，我們久慕慈祥的那位法師竟突然
變得目露凶光地從 外面衝進來，一手把我抓住，迅速把我拉
進他的房間裏，使我跪在當中，我覺得很是痛苦，我不知道
他用什麼方法折磨我，但我卻感到渾身不舒服，身子也直不
起 來。於是，我竭盡所能地拔足狂奔，衝出房門，跑過一個
大大的花園野地（筆者按：作者有機會于 1987 年 12 月初首
次親到該寺視察，環境與在十年多前這異象中所見的類似），
朋友們也見形勢不妙，也隨我逃跑了，地上揚起一大陣塵沙
來，遮蓋了眼目。直出到大門時，他們都從另一方跑光了，
只剩下我一人站在門外，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危急之際，轉
頭發現自己右手竟有一把長長光亮的寶劍賜下來，我也未及
瞭解這寶劍的來歷，就順勢把劍舉起，指著遠處法師所在的
房間，揚聲 說："我奉真神的名字把你消滅！"立時聽到"蓬"
的一聲巨響，有紅橙色燃油般的火焰猛烈地從那房間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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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光熊熊，十分燦爛，那間全座房子都被硫磺般的火焰掩盡
了。我正驚訝這寶劍的威力時，這劍在手中突然消失了。我
立刻轉身準備奔逃，忽然在門外的空地上看見另一位印度教
中的好友，是一位英籍少女，她正拿著 掃帚在這空地上打掃，
這是她在廟中素常的打掃崗位，她目睹事情發生的一切經過，
便對我說："你不帶我走麼？"我趕緊一手拉著她的手說："好，
我們一起走吧！"當我們一同拔足逃跑時，一切景象便消失了。
我立時從床上坐起來，知道剛才是一個很清楚的異夢，但是
我不大明白：那劍代表什麼？它必是從更大的能力那裏賜下
來的。我奉真神的名字竟有火降下來，那真神是誰？那法師
竟被火燒滅，那法師又是誰？這一連串的問題使我甚感困惑。
（不久，我真接到那位英籍女友的消息，說她曾回英國，像
我一樣要辭別家人往印度去，怎知也遇攔阻，不能成行，要
返紐約唸書去。真湊巧！
3 月 24 日晚上，我又一次被帶進了那光與彩的境界裏（連
續三晚有類似的經歷出現是罕有的），我又看見那藍色的小
人，他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楚，快要把我吸進他裏面了。這
本是所有瑜伽修定者一向渴慕與神合一的最終境界，但我在
靈裏直覺到他要拉我到那又深又黑的大深坑裏去，在那裏將
有許多多手多頭、似人非人、目露凶光、姿態淫穢、黑色卻
背後發光的靈體聚居的地方。啊！真的，我開始聽見他們嘻
嘻的笑聲，我開始看見他們張牙舞爪的猙獰臉孔，啊，不！
我不想去那污穢可怕的深坑！我竭力掙扎，卻被一股強大的
吸力直吸下去，正在完全無助之下，我猛然從靈裏呼喊出一
句話："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字驅趕你！"突然"呼"的一聲大響，
什麼都走光了！那眩人眼目的旋轉光彩，那越來越大的藍色
人物，那深沉難抗的吸力，那使人不寒而慄的笑聲，那猙獰
可怖的靈體一聽見"耶穌基督的名字"霎時間就消失得無影無
蹤，一切又歸於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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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床上躍起，立時感到一條又粗又黑、多年捆綁我靈魂的
無形伽鎖"砰"然墮地。耶穌基督的說話迴響在心靈間："我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我如今才真正恍然大悟，是的，耶穌基督才是至大至高獨一
的真神，宇宙萬有之主宰，除祂以外，別無拯救。而這些我
一直膜拜的神靈，原來只是污鬼邪魔的化身。《聖經》約翰
一書 4 章 1 至 3 節說："親愛的弟兄阿，一切的靈，你們不可
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
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
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
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
在已經在世上了。"
感謝真神的大憐憫，使我認識耶穌基督，得以脫離魔鬼的掌
握。啊，我該用何等的言語述說祂在我身上成就的大恩呢？
「棄假歸真」:
同年受難節開始，我決心參與教會聚會，讀經祈禱，從今以
後，徹底放棄那些異能異象，單憑《聖經》真理，專心信靠
救主，重新過著正常快樂的生活。
同年 6 月 19 日，我在禱告中蒙聖靈大大光照，整整一周內
痛哭認罪，悔改前非，真正得著從神而來赦罪的平安，新的
生命。從此，我高舉基督十架救恩，努力傳揚 福音，首先竭
力領家人歸主，幾經艱辛，流淚代禱，靠著神恩浩瀚，家人
逐一被領到主前，迄今已有 9 人受浸歸入主的名下。家中偶
像清除，闔家蒙恩。
同年 7 月 12 日蒙神呼召終身事主。遂于同年 9 月進入神學
院受訓，於 1980 年畢業，此後全時間作傳道聖職。家中也先
後有一弟一妹蒙召，現今也已分別在神學院畢業，在主廣大
的禾場上，努力事主，搶救靈魂。神能浩大，神恩廣博，不
能用有限的言語文字述說清楚，唯用《聖經》羅馬書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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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至 36 節使徒保羅的慨 歎，作為我感恩結語："深哉，神豐
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祂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
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
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七. 我们所有向上帝祷告, 都因他是我们的天父, 而且是奉耶穌
的名. 因為只有藉着耶穌, 人才能到天父面前. 任何医病者若不
奉耶穌的名向上帝祷告, 他的恩赐不是從上帝來的.
無論法師、乩童、巫師、道士、和尚、通靈者、瑜加师等
給人医病都是按照其所学宗教或法術之法, 因他们未重生得救,
不曉得聖經关於祷告的原則, 当然不会奉耶穌的名向上帝祷告.
他们医病的恩赐, 都是由邪靈所提供的.
但也有假信徒冒用耶穌的名趕鬼, 就如 使徒行傳 19 章 13-17
節所記載: “那時，有幾個遊行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向
那被惡鬼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的名，說：「我奉保羅所傳的
個兒子。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
你們卻是誰呢？」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
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知道
這事，也都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這些人雖然奉
耶穌的名, 但心裏不信, 而是保罗所信的耶穌.
但在末日, 撒但也会裝着光明的天使, 假先知也会奉耶穌的名
趕鬼, 奉耶穌的名行許多異能, 但仍然未得救,他們会被拒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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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天國. 耶穌说: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
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
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
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
吧！』」”(太 7:21-23) 菲律賓及南美洲有很多神医冒用耶穌的
名給人医病, 有的用变魔術的方法欺騙病人, 他们以賺钱為目的,
实缺德缺格!
我的這位美國律师朋友, 曾被行巫術的女士迷惑有关治病的
事, 後来一旦知道這七个聖經原則之後, 不但自己会分辨真假神
蹟, 也用此七大原則去幫助別人分辨真假神医.

第 16 篇 經歷神蹟

陳腓力博士著

王下 4:1-7、8-37；8:1-6

引言：
現代許多信徒不相信神蹟，認為神蹟是古代的事、不合理
性、不合科學，已是過去的事，其實，什麼是神蹟？簡單的說，
神蹟就是神的〝作為〞，人所作的事叫作〝人事〞，神所作的
事叫作〝神蹟〞，有些是人可以理解的，有些是超理性的、超
過我們的想像力的，因為祂是「獨行奇事的神」。祂照著祂的
主權來行事，不受人的限制，祂是無所不能的神「在神豈有難
成的事嗎」？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是否想過「你」也能親身經
歷神蹟？你是否渴望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家庭中、小
組中、教會中、事業上施行神蹟奇事、來印證神的道和福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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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讓我們從今天的經文中一同來學習如何經歷神蹟並繼續
活在神蹟中。請讀 王下 4:1-7
“有一個先知門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說：「你僕人─我丈夫死
了，他敬畏耶和華是你所知道的。現在有債主來，要取我兩個
兒子作奴僕。」以利沙問她說：「我可以為你做甚麼呢？你告
訴我，你家裏有甚麼？」她說：「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沒有甚麼。」以利沙說：「你去，向你眾鄰舍借空器皿，不要
少借；回到家裏，關上門，你和你兒子在裏面將油倒在所有的
器皿裏，倒滿了的放在一邊。」於是，婦人離開以利沙去了，
關上門，自己和兒子在裏面；兒子把器皿拿來，她就倒油。器
皿都滿了，她對兒子說：「再給我拿器皿來。」兒子說：「再
沒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婦人去告訴神人，神人說：「你
」”(列王紀下
4:1-7)

經歷神蹟的七個要素：

一、 你必須渴望神蹟
看見需要並把需要帶到神前，這個窮寡婦看見自己的窘困
與險境──債主上門來要取兩個兒子去當奴隸，她深知自己無
法挽回這個局面，她也不甘心被困境壓倒，她渴望神替她作一
件事來扭轉這個悲慘的情勢，她起來去找神人以利沙(神人當
時代表神)把需要帶到神面前，她來對了地方，弟兄姊妹，當
你有困難、有需要時你到那裡尋求幫助？代下 16 章記載當猶
大王受到以色列王的攻擊時，猶大王竟拿出許多的金銀來求外
邦王──亞蘭王的幫助，受到先知的責備：「你仰賴亞蘭王沒
有仰賴耶和華你的神…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
向祂心存誠實的人(也就是專心仰賴祂的人)」。馬利亞在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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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筵中發現酒沒有了(在當時是嚴重的問題)，她立刻來到主
的面前，因為她相信主有答案、主有憐憫！

詩 68:9-10「神阿！祢降下大雨，祢產業以色列疲乏的時
候，祢使他堅固，祢的會眾住在其中，神阿！祢的恩惠是為困
苦人預備的。」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才用得著，主的
恩惠是為困苦人預備的，你有需要嗎？你看見需要了嗎？這兩
節經文背景記載在士師記 4-5 章當時迦南的耶賓王有鐵車九百
輛，他大大欺壓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神興
起女士師底波拉召巴拉將軍帶軍前去迎敵，巴拉不敢去，因耶
賓王有鐵軍九百輛，他們只有步兵，怎麼打得過？雖然神已應
許要將敵軍交在他們手中，巴拉仍要求底波拉同去才敢去，結
果那天神降下大雨，地變成泥巴地，鐵車動彈不得，軍隊被困
在車上，一個個被打死，最後耶賓王的將軍西西拉只得棄車而
逃，全軍潰敗，（西西拉也被殺）。

以色列女士師底波拉、巴拉獲全勝，因為神能使仇敵最可
怕、最精銳的武器變為無用的廢物！哈利路亞！腓 4:6「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訴神。」你渴望神蹟嗎？主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難怪耶穌要問那個病了 38 年的癱子說：「你
〝要〞痊癒嗎？」「要」的意願非常重要，因為神蹟是否會發
生與人對神蹟渴望的程度有絕對的關係。

王下 4:8 節以後所記載的那個書念貴婦人就差點因為看不
見自己的需要，不渴望神蹟而失去經歷神的機會(v13)，幸好
因著她敬畏神的義行──接待先知，有人出來替她代求，基哈
西看見她的〝需要〞──「她沒有兒子，她的丈夫也老了」替
她代求，以致神蹟發生在她身上(v13-17)──得了兒子。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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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年了，是否對神一無所求？你看見
需要了嗎？你渴望神蹟嗎？這是你經歷神蹟的第一個要素。

二、 要數算神已經賜給你的恩典
先知問她說：「你家裡有什麼？」這個問題問得奇怪嗎？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問：「你需要什麼？」才對呀！當人在窮困
的時候所想的就是我需要什麼？只會看那沒有的，看不到已經
有的，感謝神這個窮寡婦還看得見她家裡還有一瓶油，當你會
數算神已經給你的恩典、機會、關係、已經作成的……神蹟就
要從這裡發生！

三、 你必須為神蹟預備器皿
以信心的行動配合：每一次神行神蹟之前，總要人先盡本
份，先採取行動表示信靠與順服，窮寡婦遵照神人的吩咐去借
空器皿，因為沒有器皿就無法裝盛油，器皿有多少，神的祝福
就有多少，器皿沒有了，油就止住了，所以神人告訴她：「不
要少借」。她順服盡力多少，就能承受多少的祝福。不但解決
了問題，還有餘可度日，當時她和兒子們若更盡力去借空器皿，
就必更豐富、更有餘，阿們？神蹟發生之前你必需先順服神的
話，為神蹟預備裝盛祝福的器皿，就如迦南婚筵中的僕人，順
服主的話要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並且「直到缸口」，
說出徹底完全的順服，神蹟就發生了！神的話你明白了多少？
順服了多少？你是否願採取行動來配合你心中的渴望？沒有行
動的願望只是夢想和空想而已。信心的行動決定神蹟的大小。
以利沙對以色列王約阿施說：你開朝東的窗戶射箭罷，他就射
箭，以利沙說：「這是耶和華的得勝箭，就是戰勝亞蘭人的
箭」，又命他取幾支箭來吩咐他「打地罷！」他打了三下便止
住了，隨便敷衍一下，神人向他發怒說：「應當擊打五、六次
就能攻打亞蘭人直到滅盡，現在只能打敗亞蘭人三次」(王下
13:15-19)。我們對神的命令是否隨便敷衍一下，對宣道、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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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使命是否敷衍了事？求神開啟我們的眼目，使我們從心靈
深處的信心看見神藉著我們的生命要成就的事！

四、 積極的思想──不看環境
信心不是迷信、盲目，看不見現實，像駝鳥一樣，信心乃
是一眼看見現實，一眼看見坐在寶座上使無變為有的神。我們
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於我們，
乃出於神；所以四面受敵，不是「完蛋了」，卻是不被困住！
打倒了，不是「死定了」，卻是不至死亡！窮寡婦若看環境她
會想：「只剩下一瓶油了，何必預備那麼多空器皿呢？一瓶油
怎能裝滿這麼多空器皿呢？」她乃是存著積極的思想、期待的
心情把油倒在器皿裡，神蹟就在不可能的情況中發生了！王下
四章後段提到有一天那位貴婦人的兒子死了，她沒有抱著死兒
子哭泣，她放下兒子的屍體去找神人，她丈夫問她，她答：
「平安無事！」基哈西問她安，她也說：「平安！」兒子明明
死了，怎麼還說「平安無事」呢？。因為她不看環境，不受環
境的影響、動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總沒有
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她信心的眼睛仍然定睛在神身上，單單仰
望祂，就再次經歷兒子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當耶穌退到曠野地裡去時，眾人聽見就從各城步行來跟隨
耶穌，聽祂講道，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
請叫眾人散開各自去找吃的吧！耶穌說：「你們給他們吃吧！」
腓力經濟頭腦一轉馬上說：「就是廿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喫
一點也是不夠的！」更何況我們沒有廿兩銀子呢？但是單純的
安得烈聽見主的話就去找，找到一個小孩帶了五餅二魚，就帶
到主面前。（當時腓力一定在一旁暗笑），主說：「拿過來給
我！」神蹟就藉著這小小的「五餅二魚」發生了，五千人不但
吃飽了還剩下 12 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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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姐妹，不要像腓力一樣只看環境、看難處──
微薄的收入，軟弱多病的身體、不夠體貼的丈夫、嚴厲苛刻老
闆、背逆不聽話的兒女、股票又下跌了…，只要定睛在神不變
的慈愛和應許上，把小小的五餅二魚獻上，神必能照著你信心
中的「看見」來成就一切超過你所想所求的事。（所以要作安
得烈，不要作腓力！）

五、 關上懷疑的門(v4)
當我們在尋求、等候當中肉體的聲音、懷疑的聲音、別人
譏笑的聲音會跑出來──「沒有用啦！不可能啦！很難啦！…」
就像主對彼得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彼得說：
「沒用啦，我昨晚已打過了，整夜勞力並沒得著什麼！」幸虧
彼得接著說：「但依從祢的話，我就下網！」結果圈住了許多
魚，網險些裂開，魚裝滿了兩條船，（路 5:4-6），關上懷疑
的門！！

六、 要不斷擴大你的器皿
請注意不是油先止住，而是器皿沒有了，油就止住了，所
以我們要成為被神不斷擴大的器皿，不要限制神的工作，許多
時候不是神不作工，而是我們限制了神的工作，我们在理性上
只能接受到某一個地步，神就只能作到某一個地步，我們對聖
靈的接受、歡迎到什麼程度，聖靈就作到什麼地步。主在拿撒
勒城不多行神蹟，因為他們不信，接受的程度太有限了，對神
沒有容量，神的作為就停住，求主教導我們在生命的每一個領
域中、過程中都歡迎神來工作，不要限制神，把神看小了，神
永遠不會停止工作，除非器皿沒有了、容量沒有了，求神讓我
們成為不斷被擴大的器皿，讓神的活水湧流不息！2002 年時,
本堂第二期擴建工程只完成了一半，還有一半尚未完成，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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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正在積極為另一半的工程籌款。可是當我帶著短宣隊出去
短宣，看到貴州山區貧困的光景，學校破損得已成危樓,孩子
們沒有桌椅,是站著上課的.我的內心非常傷痛! 我哭了好幾次,
我一生從未見過如此貧窮的地方. 回來後,在週二早上的同工
會中分享並決定把已籌得的建堂款項拿出一半來捐贈給貴州興
建小學及助學金之用，同工們都阿們。可是到了週五晚當我在
準備這篇信息時，神的靈再次強烈的感動我：「為什麼是一半？
為什麽不全部？」隨後主又感動我要先為中國西部建十所學校
後才考慮本堂第二期的擴建。我說：「主啊！我願意順服！」
週六早上當我在跑步時，主對我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
裡的油必不短缺」（王上 17:14）。我再打電話給同工求印證，
並請辦公室修改節目單，製作認獻單。

我們深信主的話應許說:〝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箴 19:17) 。我們積極製作〝請聽
我說〞—〝中國西部的呼聲〞等 DVD。成立〝信望愛基金會〞
支助貧困學生數千名。2005 年 9 月在前往貴州參加第 10 所小
學落成典禮的歸途中, 〝請聽我說〞製作單位的弟兄對我說:
〝陳牧師,對不起, 2002 年當你在〝經歷神蹟〞這篇信息中宣
佈要為貴州建 10 所小學時, 我為你捏了一把冷汗, 我不敢把
這篇信息製作出來, 因為, （一）、擔心你籌不到款。
（二）、恐怕中國法規常有變數, 到時蓋不成,如何是好? 現
在回去可以製作了!〞 我謝謝他的好意。 神的靈繼續感動我
們不但在貴州繼續蓋學校, 又在福建山區少數民族中興建中學
的綜合大樓。支助貧困的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直到
2011 年, 完成 19 所學校。神清楚告訴我們在中國建校助學的
事工已經完成了。2012 年重組建堂委員會, 開始為教會另一
半的擴建工程籌款。

七、

繼續活在神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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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我們生命中行神蹟，不只是要我們自我享受，乃是要
藉此產生更多更大的神蹟來使他人蒙福，神蹟會擴大我們信心
的度量，神蹟會不斷的再產生神蹟，那位貴婦人經歷到不孕生
子的神蹟，兒子從死裡復活的神蹟，擴大了她信心的度量，使
他能夠相信、順服先知的話，毫無顧惜的放下豐富的田產，漂
流他鄉七年（王下 8:1-6），回來後想得回田產時，又巧遇王
請神人的僕人基哈西將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訴王，當王正
為她以前所經歷的神蹟稱奇驚訝時，她恰巧進來為自己的房屋、
田地前來哀告王，王在她未開口前就自動派人將她的田產歸還
給她，並吩咐說：「自從她離開本地，直到今日她田產的出產
也都還給她。」奇妙嗎？她離開七年，神竟替她看守田產，使
她絲毫未受損，她再次經歷到神蹟。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
曾經歷神蹟，不要只抓住一個神蹟自滿自足，要擴大你信心的
度量，使神蹟不斷的產生神蹟來使人蒙恩蒙福！

2013 年教會回應東區兄姊們的呼聲到東區植堂。神為我
們預備了一棟近兩萬呎的 YMCA, 經過兩年的改建裝修後已成
為一棟新穎實用的殿堂, 並於 2015 年 5 月 3 日開堂。
同時西區母堂的擴建工程也於 2015 年 2 月 15 日破土開
工,4 月 12 日當林傳道在傳講〝建造神的殿〞時,表示他曾問
我:〝你以前不是說過建堂費用要籌到一半時才可破土開工嗎?
現在母堂的擴建資金被東區先用了只剩下 1/4 我們就破土開工,
我真的很擔心!〞 我對他說:〝你不用擔心! 神必預備! 因為
這個擴建工程本應於 13 年前就動工的。只因我們順服神的感
動先為貴州貧困山區建校助學才拖延至今的, 神必為我們負
責!〞。他聽了我的話安心了很多,但是還是有一點擔心。我們
的神真的很愛他、體貼他, 即刻回應他。第二天我就收到電話,
有一位外教會愛主弟兄承諾要匹配奉獻 4 月 19 日本堂所收到
的建堂奉獻金額的總數, 最高額達 20 萬元。當我把這個消息
傳達給眾兄姊時, 大家都很興奮! 也很盡力。當天我們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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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多萬元, 加上那位弟兄所承諾的 20 萬元, 以及當天所賣出
的福地共計$1035362,加上原有的,正好超過西區擴建所需費用
的半數。你說奇妙不奇妙?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究竟期望神為你作什麼？你相信神在
你的生命中、家庭中、小組中、教會中預備了神蹟嗎？也許你
說：「我現在很窮困，股票大跌，受損太大！家庭人際關係中
有問題、身體衰弱…不要繼續活在消極、軟弱、無奈中得過且
過，不要看你所沒有的，要看見你所有的，神已經賜給你的，
把它帶到神面前來，我們所信的神是獨行奇事的神，在神沒有
難成的事，祂的話應許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
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求我命定。」(賽 45:11)。
起來支取你身為神兒女的榮耀權利！看看你個人、家庭、小組、
教會…的需要在哪裡？起來以行動配合，尋求突破！淡而無味
的白水會變成甜美的酒，主今天也能使你淡而無味的婚姻變為
甜美，使你徬徨無意義的人生變為豐盛美滿，在你個人的生命
中有哪些性情、脾氣、習慣、病痛…需要神的手來摸一下,你
也可以求神“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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