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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牧师朋友、有一个儿子，

有 天儿子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有一天儿子把自己关在浴室里，

就听到放水的声音，一下子的时候

小孩子在里面大叫说 「怎 」小孩子在里面大叫说：「怎么不行呢？」

父亲觉得很奇怪、进去看的时候，

缸 满浴缸放满了水，孩子站在浴缸里。

牧师问：「孩子，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我尝试行在水面上，

耶稣不是在水面上行走吗？

他说：『信我的人也要做更大的事情』，

我就想能不能在家里放水，行在水上面。」

许多的朋友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
基督徒今天不仅仅可以有神迹奇事，基督徒今 可 有神 奇事，

而且比耶稣更大的神迹奇事！

约翰福音十四12 - 14

12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 做 事， 我 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常常被许多主内的弟兄姊妹所引用说：

今天的基督徒还是可以行神迹异能今天的基督徒还是可以行神迹异能，

甚至比耶稣行更大的奇事。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
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甚么 我必成就14你们若奉我的名求甚么，我必成就。

就是成为那一个的支持了…
这是祈求神迹奇事的应许和保证。

我们确实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

体会过 些神迹奇事体会过一些神迹奇事，

 确实见证过神的恩手在动的时候，

有 是超 我 求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有很多不能解释的事情，

确实在我们周遭发生了

可是这是不是约翰福音要讲的呢？

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或是同道说：更大的事，

是指着教会的扩展、人数的增多。

 看到教会在发展，更多的人认识耶稣、

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也非常的喜乐命

 可是这边所说的更大的事

是指着神迹奇事来理解的话，是 着神迹奇事来 解 ，

我们非得要仔细读一读约翰福音



用「神迹奇事」，好像重病得到医治这种经验

来理解「更大的事」 并以此荣耀神来理解「更大的事」、并以此荣耀神，

面对两个困难…
神迹奇事的经历并不是普遍的经历一、神迹奇事的经历并不是普遍的经历：

我们当然见过病得医治的见证，

甚至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

 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患重病，祷告都得医治

 得医治跟不得医治，似乎跟信心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看到的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传道人，

还是会染病、甚至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每天都发生的现实，跟病人、家人的

信心和信仰光景，没有必然的关系。

使得认为「更大的事」是指神迹奇事使得认为「更大的事」是指神迹奇事，

这种解释有它的困难在里面。

二、我们还得用约翰福音的上下文、神学思想，

来决定这边耶稣所讲「更大的事」来决定这边耶稣所讲「更大的事」

是不是「神迹奇事」？其中一个关键…

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
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究竟荣耀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

约翰福音所说的荣耀约翰福音所说的荣耀，

 不是一些华丽、慑动人心、惊天动地的经历

荣耀是跟受苦分不 的

如果以为行了神迹奇事、让父因儿子得荣耀，

是可以非常的华丽、动人、炫耀的话，

恐怕与约翰福音一直以来

所说的荣耀，有很大的分别。

约翰福音究竟怎样理解「神迹奇事」呢？

「神迹奇事」是翻译的时候用中文的讲法「神迹奇事」是翻译的时候用中文的讲法，

约翰福音每当碰到我们所说神迹奇事时，

个词 并 是 贯地只用一个词汇、并且是一贯地用

这个词汇「记号 SIGN」。

神迹 记从第一个神迹、第一个记号开始，

就是 第二章 在迦拿婚筵将水变酒的事件，

一直下去、每一次的经验、神迹，

约翰都不厌其烦、一贯使用「记号」这个名词。

对约翰来讲，

 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神迹奇事「所指向的」是什么？

 所以约翰刻意地把所有的神迹奇事所 所有 神 奇事

称为「记号」

如果看到一个记号，而不知道记号所指向的是什么，

还 为记号本身是最宝贝还以为记号本身是最宝贝，

约翰说 ─ 不是，是这个记号所指向的。

举个例子来说，在迦拿婚筵将水变成酒，

重点不在于那水变成的酒，

 无论那酒是多么的好，喝了的人就喝了

 如果不能够明白水变酒、或这个婚筵

是指着弥赛亚的筵席的话，

喝了跟没喝、基本上是没两样

这就说明为什么经历过耶稣的神迹的人，如果他不明白
神迹所记号、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的话，神迹所记号、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的话，

 经验过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也可能会放弃跟从耶稣也可能会放弃跟从耶稣

 喝过水变酒的人，他还是可以不认主、出卖耶稣



第五章三十八年的病人耶稣医好了他了，

他没有看见这个记号所代表的 反而去打小报告 他没有看见这个记号所代表的、反而去打小报告

 其他的人也不因为这个神迹而明白耶稣，

知道这个是 个记号 看 到记号所代表的意思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记号、看不到记号所代表的意思

第九章 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重见光明的时候，

如果周遭的人不能够看见这一个记号是代表

「我们都在黑暗当中，需要真光来照耀」，

他们不明白、没有看到耶稣就是那个真光，

尽管知道这一个孩子本来是瞎眼的、现在看见，

 他们还是可以不认得他

 他的父母还想跟他划清界线

 宗教领袖还因此逼迫本来瞎眼、后来看见的

所以约翰福音里 神迹奇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约翰福音里，神迹奇事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指向的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约翰福音二十章 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

第 次显现其中的 个门徒多马不在场第一次显现其中的一个门徒多马不在场，

心里就嘀咕、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情形，

跟其他的门徒说 「我 是亲 看 亲手摸到跟其他的门徒说：「我不是亲眼看见、亲手摸到

他的肋旁、他的手上，我总是不信。」

稣当耶稣再一次显现，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二十29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这说明神迹奇事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神迹奇事所指向的如果你能够把握神迹奇事所指向的如果你能够把握、

明白、拥抱的话，那是最重要的。

那是为什么约翰一贯地用「记号」这个词那是为什么约翰 贯地用「记号」这个词

来表达耶稣的神迹奇事。

约翰福音用「记号」来表达，

对廿 世纪 两千年之后的基督徒来讲对廿一世纪、两千年之后的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安慰 ─
纵然我们 在场纵然我们不在场，

 因为知道水变酒所指向的是什么，

席还是可以品尝弥赛亚的筵席

 还是可以经历主的肉是可以吃、主的血是可以喝，

满足我们生命最深层的需要、饥渴的

我们没有办法像门徒、或是多马看见耶稣，

没有办法能够摸一摸、看一看，

耶稣安慰、鼓励我们：「没有看见，相信、有福了。」

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就能够同意 ─
更大的事 应该不是指着神迹奇事更大的事，应该不是指着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所代表的那一个，才是最重要的

「更大的」用法，在约翰福音出现了好几回，

第 次的用处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次的用处是比较明显的…

一49-51 拿但业说：「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
『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

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所谓「更大的」，不是指着神迹奇事，

是看见耶稣的死亡、他的复活。

耶稣的死亡在约翰福音里就是荣耀、耶稣 在约翰 音 是荣耀、

或是荣耀神的作为。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旧约背景 ─
雅各在伯特利他的梦里创世记廿二章雅各在伯特利他的梦里

看见天梯，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

起来 「这真是神的殿」他起来说「这真是神的殿」。

这一个典故成为 约翰福音第一章 的背景，

 耶稣是把天跟地连起来的天梯、那一个殿

 这个连起来是因为他的死亡、他的复活

他是唯一的道路，使得人可以接触天上的父，

他是唯一彰显神的荣美的独生子。

「更大的」是指着这一个 ─
他就是那殿、那彰显神荣美的。他就是那殿、那彰显神荣美的。

在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

耶稣会在 第二章 说耶稣会在 第二章 说

「拆毁这殿，我要另起一个」。

门徒会做更大的事，

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 是因为他死而复活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是因为他死而复活。

 更大的事必须要从耶稣的死和复活来审视

事 是 字 计算 更大的事不是数字、果效的计算，

也不是你和我个人的体会、特别的经验

命 宇 离无论我们生命、历史、宇宙是如何的支离破碎，

遇到的困难、痛苦，是何等的夸张、扭曲，

无论怎样，这一切都在耶稣的死和复活面前，

变得没有终极的权柄。

就好像保罗说：

死的权势在哪里、罪的权势在哪里？
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切都必然要过去！

因着带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方向，因着带着这样 信 、生命的 向，

门徒必然做更大的事！

早期的门徒会做更大的事，不会限制于加略山十字架

带来的恐惧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带来的恐惧 ─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两千年后的基督徒，

也许我们还是会经验苦痛、会碰到困难，

可是我们必然要做更大的事，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是因为这一位复活的主
要借着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彰显他复活的能力！

也许我们没有很独特、奇异的经历，

也许我们的教会不一定有很多的人，也许我们的教会不 定有很多的人，

也许我们的福音工作看起来没有明显的果效，

不要忘了在你的生命不要忘了在你的生命
还是可以彰显这位伟大的主，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还是更大的事情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还是更大的事情
可以荣耀这位父！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帮助每一位的观众朋友知道、相信 ─
你的复活、你的生命，

成为我们生活的能力、
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根据。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
只要我们紧紧地跟随你，

彰显你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心意和爱，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更大的事情。

相信是你使得我们的生命更大、
是你使得我们的生命彰显父的荣耀。

听我们的祷告 奉你的名求 阿门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