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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兩書中的神蹟   (筆記)                                                    傳承福音的路加書信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1． 以利沙伯懷孕生施洗約翰（1:8-
25；57-80） 

2． 童貞女馬利亞生耶穌（1:26-56；
2:8-21） 

3． 祭司撒迦行亞開口（1:8-23；57-
66） 

4． 耶穌教門徒打許多魚（5:1-11） 
5． 拿因城寡婦的兒子復活 (7:11-15) 
6． 耶穌平靜風浪（8:22-25） 
7． 管會堂睚魯女兒復活 (8:40-42, 49-

56) 
8． 五餅二魚吃飽 5000 人（9:10-17） 
9． 登山變像（9:28-36） 

1． 主被接升天 (1:9-11) 
2． 監門大開，使徒們到殿裡教訓人（5:19-

26） 
3． 掃羅歸主（9:1-19） 
4． 彼得叫多加復活（9:36-43） 
5． 天使帶彼得出監（12:7-19） 
6． 保羅叫行法術的猶太人巴耶穌瞎眼 (13:4-

12) 
7． 保羅從死中經過 (14:19-20) 
8. 逐出巫鬼附的使女（16:16-18） 
9. 保羅西拉下監半夜監門大開（16:25、30） 
10. 拿保羅手巾圍裙，病人好了（19:11-12） 
11. 被鬼附的勝了冒耶穌名趕鬼的 (19:13-20) 
12. 叫猶推古復活（20:7-12） 
13. 海難上了岸，保羅拾柴給毒蛇咬，後甩無

恙（28:1-6）土人稱他是神。 
 

 

一.  神蹟的敘事 
二.  神蹟的證據：神蹟的最大的證據基礎是--- 

1. 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2. 主耶穌基督的「從死裡復活」 

三.  神蹟的價值 
1. 人常以為用神蹟叫人信神。 
2. 主在世所行的神蹟是叫人生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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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教門徒打魚 》 (路 5:1-11) 
一.  耶穌在革尼撒勒湖先講道 (5:1-3) 

1. 「革尼撒勒湖」(1) 
• 革尼撒勒是希臘名。 
• 又稱加利利海，因這湖在加利利省 (太 4:18)。 
• 又稱提庇哩亞海，因提庇哩亞城在海岸上 (約 21:1)。 
• 又稱基尼烈湖，是古名，希伯來話 (民 34:11)。 

2. 因很多人想聽祂講道，祂就「從船上教訓眾人」。 
二. 耶穌教彼得打魚 (5:4-7) 

1. 耶穌結束了祂的教訓，主動地和他們一起去打魚。 
2. 彼得以漁夫的立場，提出抗議 (5) 

• 他稱耶穌為「夫子」，因為： 
                            顯明他早已認識耶穌，作了祂的門徒，不過仍繼續做漁夫。 

• 「但」：他雖然提出抗議，然而他很快就說「但」。 
3. 神蹟的出現 (5:6-7) 

• 同伴彼此的幫忙。 
三.  這神蹟對彼得的影響 (5:8-11) 

            彼得「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 彼得不是聽耶穌講道後講這話，而是打了一大網魚講的。 
• 因為：彼得是已經認識主，顯然就是這神蹟使彼得在屬靈方面有更深的

認識，神的奇妙的權能，故不禁說了這話。 
• 神的呼召(5:10)「……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四.  神蹟的用意 ：呼召彼得 
所以說「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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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平靜風浪 》 (路 8:22-25) 
• 在一整天忙碌的工作後，祂不是準備休息，而是準備開始下一個工作，要去格拉

森。 
• 馬太 8:35，是「當那天晚上 …… 」他們是晚上渡加利利海。 

 

一.  門徒聽從主的吩咐 (路 8:22) 「渡到湖那邊去」 
1. 耶穌沒有告訴門徒渡到那邊去作什麼？晚上要休息，還過海作什麼？ 
2. 門徒沒有對主的話懷疑，照主的吩咐。 

二.  風浪大作，主卻睡著了 (路 8:23-24) 
1. 主為何能睡著？ 

• 可能真的很疲倦。 
• 太 8:24，祂是在船尾睡著。 

2. 聖經中只有這一次記耶穌睡著了，路 2:12：「臥在馬糟裡」卻沒有說是睡著了。 
3. 主的睡著，有重要的教訓： 

• 證明祂是道成肉身，會有疲乏的身體。 
• 祂睡著了，是對戰爭的勝利滿有信心。 
• 祂的睡著，要使滿有經驗的漁夫，要放下自己來倚靠神。 
• 祂的睡著，表示船將不會有危險的。 

三.  門徒呼救，主就平靜風浪 (8:24) 
• 門徒的求告是帶著埋怨。 
• 馬太 8:39「大大的平靜了」，不是漸漸平靜。 
• 創造主是掌控自然界的。 

四.  門徒受責且「又懼怕」(8:25) 
1. 主責備門徒的信心。 

2. 門徒為何「又懼怕又希奇」？門徒有兩種懼怕： 
• 門徒在風浪未平靜前，先懼怕身體生命的安全。 
• 平靜後，為自己說不當說的話而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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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餅二魚 》 (路 9:10-17) 
• 這神蹟，是耶穌所行的神蹟中，唯一四福音書都有記載。馬可是最詳細。 
• 耶穌渡過加利利海，來到伯賽大的曠野去 (路 9:10) 

 
一.  眾人跟著耶穌 (路 9:10-11) 

1. 他們步行繞道，不怕痳煩，帶著小孩，缺乏交通工具，不辭勞苦，為要聽耶穌
講道。 

2. 我們的反省：  
二.  日頭快平西，要解決食宿問題 (路 9:12) 

• 近黃昏，要解決 5000 人的食宿問題，實不容易。 
• 以下約翰福音的記載，四福音書中最詳細。 

三.  五餅二魚，使 5000 人吃飽 (約 6:5-9) 
1. 主問這話是要試驗腓力，這是耶穌訓練門徒的方式。 
2. 腓力的回答：(約 6:7) 

• 按當時的規定，工人一日的工價是一錢銀子，20 兩銀子就是 200 人一
日的工資。 

3. 按約翰福音 6:8-9，惟獨安得烈提到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餅二條魚，帶到主前。 
4. 耶穌吩咐他們 50 人一排坐下。(路 9:14-15) 
5. 耶穌就祝謝、擘開，叫 5000 人吃飽。(路 9:16-17) 

四.  剩下 12 籃子 (路 9:17) 
1. 主教訓門徒不可糟蹋。 
2. 食物是主祝謝過的，這食物是聖潔的。 
3. 十二籃子比原來的多。 
4. 猶太人出門多用籃子裝好食物，免污染。 
5. 十二個籃子沒有說明是門徒的，他們從那裡借來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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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門大開，使徒到殿裡教訓人 》 (徒 5:19-26) 
 
一. 信者越發增添 (5:12-16) 

1. 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靈事件後，使徒繼續傳福音，信者增加。 
2. 使徒廣行神蹟奇事，信而歸主者越發增多。(5:12,14, 16) 

二.  使徒被囚 (5:17-18) 
1. 來自猶太宗教領袖的迫害 

• 大祭司 
• 撒都該教門的人 

2. 拿住使徒收監原因： 
• 撒都該人不信死人復活，而使徒們就是傳那位死而復活的耶穌。 
• 出於嫉妒：他們是宗教領袖，看見百姓，接受了新宗教，搶了他們的領導權。 
• 信耶穌的人越多，就越顯出他們殺耶穌的罪。 

三.  監門大開 (5: 19-21 上) 
1. 撒都該人不信復活，也不信有天使。 
2. 天使是服役的靈，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3. 有人報告監門仍關，看守的人仍在。(5:22-24) 

四. 使徒繼續在殿裡教訓人(5:25-26) 
1. 有人稟告經過。 
2. 守殿官及差役在聖殿帶走他們，但不敢施與暴力。因為….. (26 下) 

 
 
《 保羅從死中經過 》 (徒 14:19-20) 
 
一.  保羅被石頭打死 

1. 起碼人家以為他死了，最少也昏迷。 
2. 從城裡拖到城外，有一段路程，在地沙石上拖著及磨擦的結果，起碼身體相當損

傷。 
3. 用石頭打他的人都以為他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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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神主動看顧的神蹟 
1. 保羅竟然在人群圍觀時起來。 
2. 這是非常明顯的神蹟。 

三.  環看這神蹟： 
1. 瞞過仇敵的眼目，從城內到城外都是死的。 
2. 門徒圍著時就醒過來，沒有施行任何急救。 
3. 醒後立刻進城，不需人扶。 
4. 第二天還到別城去，不用養傷。 

 
《 拿保羅的手巾圍裙，病人都好了 》 (徒 19:11-12) 
 

1. 以神蹟佈道，是使徒的特別權柄。 
2. 神藉著保羅的手行了許多神蹟奇事，甚至也使用保羅的手巾圍裙。 

• 手巾和圍裙，都是保羅織帳棚的用品。 
• 比較：耶穌衣裳繸子 (路 8:44) 

           彼得的影子 (徒 5:15) 
3. 放在病人身上，就可以醫病趕鬼。 

• 毛巾(汗巾)：是工人戴在頭上吸收工作中所流的汗。 
• 圍裙：也工人或僕人用來束住自己的腰。 
• 保羅真是神的僕人。 

 
《 被鬼附的勝了冒耶穌名趕鬼的 》 (徒 19:13-20) 
 

• 當時代的人，相信疾病，尤其是精神病，都是由於惡鬼附身所致。 
• 趕鬼的人如果知道一個比那附在受害人身上的鬼的力量的鬼，就會用那名字來制服

那污鬼。 
一.  大祭司士基瓦的七個兒子，冒耶穌的名趕鬼 (19:13-14) 

1. 聖經其他地方沒有記載他們的事。 
2. 祭司長不是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個，祭司長則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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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士基瓦七個兒子淪為「念咒趕鬼的人」。 
4. 他們不是奉耶穌基督的名趕鬼，而是「奉保羅所傳的耶穌」 
5. 神是憎惡惡人利用敬虔的事成為得利的門徑。實際就是犯了十誡中「妄稱耶和華的

名」的罪。 
 

二. 結果，其中兩個兒子反被惡鬼附著。(19:15-16) 
1. 那鬼自稱認識耶穌。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兢。」(雅 2:19) 

2. 惡鬼鄙視他們：「你們卻是誰呢？」 
 

三. 以弗所人悔改信真道 (19:17-20) 
1. 鬼附著妄稱神名字的士基瓦的兩個兒子，反使全以弗所人都懼怕神。 
2. 平常行邪術的人，「承認訴說自己所行的事」。 
3. 當時信邪靈，閱讀邪書的人不少，並把書拿出來，當眾焚燒。「共合五萬塊錢」，是

一個很大的數目。 
4.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