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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牧師朋友、有一個兒子，
有 天兒子把自己關在浴室裡
有一天兒子把自己關在浴室裡，
就聽到放水的聲音，一下子的時候
小孩子在裡面大叫說：「怎麼不行呢？」
「
父親覺得很奇怪、進去看的時候，
浴缸放滿了水，孩子站在浴缸裡。
牧師問：「孩子，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我嘗試行在水面上，
耶穌不是在水面上行走嗎？
祂說：『信我的人也要做更大的事情』，
我就想能不能在家裡放水，行在水上面。」
許多的朋友確實有這樣的一種想法 ─
基督徒今天不僅僅可 有神蹟奇事
基督徒今天不僅僅可以有神蹟奇事，
而且比耶穌更大的神蹟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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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十四12 - 14
1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我所
的事 信我的
要
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常常被許多主內的弟兄姊妹所引用說：
今天的基督徒還是可以行神蹟異能，
甚至比耶穌行更大的奇事。
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14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
你 若奉我 名求甚麼 我 成就
就是成為那一個的支持了…
這是祈求神蹟奇事的應許和保證。

我們確實在我們信仰生命當中，
體會過 些神蹟奇事
體會過一些神蹟奇事，
 確實見證過神的恩手在動的時候，
有時候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有很多不能解釋的事情，
確實在我們周遭發生了
可是這是不是約翰福音要講的呢？
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或是同道說：更大的事，
是指著教會的擴展、人數的增多。
 看到教會在發展，更多的人認識耶穌、
生命得到改變，我們也非常的喜樂
命
變 我
非常 喜樂
 可是這邊所說的更大的事
是指著神蹟奇事來理解的話
是指著神蹟奇事來理解的話，
我們非得要仔細讀一讀約翰福音

用「神蹟奇事」，好像重病得到醫治這種經驗
來理解「更大的事
來理解「更大的事」、並以此榮耀神，
並以此榮耀神
面對兩個困難…
一、神蹟奇事的經歷並不是普遍的經歷：
歷
我們當然見過病得醫治的見證，
甚至你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見證人，
 不見得每一個基督徒患重病，禱告都得醫治
 得醫治跟不得醫治，似乎跟信心沒有必然的關係
我們看到的一些很愛主的弟兄姊妹、傳道人，
還是會染病、甚至離開這個世界，
這 每 都
這是每天都發生的現實，跟病人、家人的
實
家
信心和信仰光景，沒有必然的關係。
使得認為「更大的事」是指神蹟奇事，
使得認為
更大的事」是指神蹟奇事，
這種解釋有它的困難在裡面。

約翰福音究竟怎樣理解「神蹟奇事」呢？
「神蹟奇事 是翻譯的時候用中文的講法
「神蹟奇事」是翻譯的時候用中文的講法，
約翰福音每當碰到我們所說神蹟奇事時，
只用一個詞彙、並且是一貫地用
彙
這個詞彙「記號 SIGN」。
從第一個神蹟、第一個記號開始，
就是 第二章 在迦拿婚筵將水變酒的事件，
一直下去、每一次的經驗、神蹟，
約翰都不厭其煩、一貫使用「記號」這個名詞。
對約翰來講，
 所有的神蹟奇事都不是最重要的，
蹟奇事
最重要的是神蹟奇事「所指向的」是什麼？
 所以約翰刻意地把所有的神蹟奇事
所 約翰刻意 把所有的神蹟奇事
稱為「記號」

二、我們還得用約翰福音的上下文、神學思想，
來 定這邊
來決定這邊耶穌所講「更大的事」
講「更大的事
是不是「神蹟奇事」？其中一個關鍵…
耶穌說：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榮
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究竟榮耀是怎麼樣一個概念呢？
約翰福音所說的榮耀，
 不是一些華麗、懾動人心、驚天動地的經歷
 榮耀是跟受苦分不開的
如果以為行了神蹟奇事、讓父因兒子得榮耀，
是可以非常的華麗、動人、炫耀的話，
恐怕與約翰福音一直以來
所說的榮耀，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看到一個記號，而不知道記號所指向的是什麼，
還 為記號本身是最寶
還以為記號本身是最寶貝，
約翰說 ─ 不是，是這個記號所指向的。
舉個例子來說，在迦拿婚筵將水變成酒，
重點不在於那水變成的酒，
 無論那酒是多麼的好，喝了的人就喝了
 如果不能夠明白水變酒、或這個婚筵
是指著彌賽亞的筵席的話，
喝了跟沒喝、基本上是沒兩樣
這就說明為什麼經歷過耶穌的神蹟的人，如果他不明白
神蹟所記號 所代表的真正的意義的話
神蹟所記號、所代表的真正的意義的話，
 經驗過的人也不一定能夠成為耶穌的門徒、
也可能會放棄跟從耶穌
 喝過水變酒的人，他還是可以不認主、出賣耶穌

三十八年的病人耶穌醫好了他了，
 他沒有看見這個記號所代表的、反而去打小報告
有看 這
號
表
去打 報告
 其他的人也不因為這個神蹟而明白耶穌，
不知道這個是一個記號、看不到記號所代表的意思

第五章

一個生來瞎眼的人，當重見光明的時候，
如果周遭的人不能夠看見這一個記號是代表
「我們都在黑暗當中，需要真光來照耀」，
他們不明白、沒有看到耶穌就是那個真光，
儘管知道這一個孩子本來是瞎眼的、現在看見，
 他們還是可以不認得他
 他的父母還想跟他劃清界線
還想
劃清界線
 宗教領袖還因此逼迫本來瞎眼、後來看見的

第九章

所以約翰福音裡，神蹟奇事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
指向的是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約翰福音用「記號」來表達，
對
對廿一世紀、兩千年之後的基督徒來講，
千年 後 基督徒來講
是一個莫大的鼓舞、安慰 ─
縱然我們不在場，
然
不在場
 因為知道水變酒所指向的是什麼，
還是可以品嘗彌賽亞的筵席
 還是可以經歷主的肉是可以吃、主的血是可以喝，
滿足我們生命最深層的需要、飢渴的
我們沒有辦法像門徒、或是多馬看見耶穌，
沒有辦法能夠摸一摸、看一看，
耶穌
耶穌安慰、鼓勵我們：「沒有看見，相信、有福了。」
沒
見
」
如果說我們能夠明白這一點的話，就能夠同意 ─
 更大的事，應該不是指著神蹟奇事
 神蹟奇事所代表的那一個，才是最重要的

耶穌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
第 次顯現其中的 個門徒多馬不在場
第一次顯現其中的一個門徒多馬不在場，
心裡就嘀咕、不相信耶穌復活的情形，
跟其他的門徒說：「我不是親眼看見、親手摸到
「
祂的肋旁、祂的手上，我總是不信。」
當耶穌再一次顯現，
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

約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29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這說明神蹟奇事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神蹟奇事所指向的如果你能夠把握、
明白、擁抱的話，那是最重要的。
那是為什麼約翰 貫地用 記號」這個詞
那是為什麼約翰一貫地用「記號」這個詞
來表達耶穌的神蹟奇事。

「更大的」用法，在約翰福音出現了好幾回，
第 次
第一次的用處是比較明顯的…
處是 較
一49-51 拿但業說：「拉比，

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穌對他說：「因為我說
『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
你就信嗎？你將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又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所謂「更大的」，不是指著神蹟奇事，
所謂
更大的」 不是指著神蹟奇事
是看見耶穌的死亡、祂的復活。
耶穌的死 在約翰福音裡就是榮耀
耶穌的死亡在約翰福音裡就是榮耀、
或是榮耀神的作為。

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舊約背景 ─
創世記廿二章 雅各在伯特利他的夢裡
雅各在 特
夢
看見天梯，天使在上面上去下來，
他起來說「這真是神的殿」。
「
這一個典故成為 約翰福音第一章 的背景，
 耶穌是把天跟地連起來的天梯、那一個殿
 這個連起來是因為祂的死亡、祂的復活
祂是唯一的道路，使得人可以接觸天上的父，
祂是唯一彰顯神的榮美的獨生子。
「更大的」是指著這一個 ─
祂就是那殿 那彰顯神榮美的
祂就是那殿、那彰顯神榮美的。
在此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
耶穌會在 第二章 說
「拆毀這殿，我要另起一個」。

早期的門徒會做更大的事，不會限制於加略山十字架
帶來
帶來的恐懼
─ 因為耶穌已經復活了！
因為耶穌已經復活了
兩千年後的基督徒，
也許我們還是會經驗苦痛、會碰到困難，
可是我們必然要做更大的事，
不是因為我們能夠，是因為這一位復活的主
要藉著我們必朽壞的身體、彰顯祂復活的能力！
也許我們沒有很獨特、奇異的經歷，
也許我們的教會不 定有很多的人
也許我們的教會不一定有很多的人，
也許我們的福音工作看起來沒有明顯的果效，
不要忘了在你的生命
還是可以彰顯這位偉大的主，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還是更大的事情
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還是更大的事情
可以榮耀這位父！

門徒會做更大的事，
是因為耶穌往父那裡去 是因為祂死而復活
是因為耶穌往父那裡去、是因為祂死而復活。
 更大的事必須要從耶穌的死和復活來審視
 更大的事不是數字、果效的計算，
也不是你和我個人的體會、特別的經驗
無論我們生命、歷史、宇宙是如何的支離破碎，
遇到的困難、痛苦，是何等的誇張、扭曲，
無論怎樣，這一切都在耶穌的死和復活面前，
變得沒有終極的權柄。
就好像保羅說：
死
死的權勢在哪裡、罪的權勢在哪裡？
勢 哪
罪
勢 哪
在耶穌基督裡，這一切都必然要過去！
因著帶著這樣 個信念 生命的方向
因著帶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方向，
門徒必然做更大的事！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

幫助每一位的觀眾朋友知道、相信 ―
你的復活、你的生命，
成為我們生活的能力、
成為我們每天生活的根據。
無論我們在怎麼樣的處境當中，
只要我們緊緊地跟隨你，
彰顯你在我們生活當中的心意和愛，
我們的生活就是一個更大的事情。
相信是你使得我們的生命更大、
是你使得我們的生命彰顯父的榮耀。
聽我們的禱告，奉你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