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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證實主的道	
                                             《馬可福音》16:15——20節	
中心思想：神蹟是為證實 神的道。	
	
1、吩咐使命，廣傳福音（16:15）；	
2、信與不信，都有結局（16:16）；	
3、應許神蹟，堅固信心（16:17—18）；	
4、宣傳福音，證實主道（16:19—20）；	
	
	
引言	
	
親愛的弟兄姊妹，首先讓我將今天的證道經文，再恭敬地讀一遍，

因為這是  神所賜下，無謬無誤的話語。我們今天的經文，記載在
《馬可福音》16:15—20節：“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
福音給萬民聽（’萬民’，原文作’凡受造的’）。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
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

後來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邊。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
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馬可福音》結尾的這段經文，與《馬太福音》、《路加福音》
的結尾，基本相同。就是主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被釘十字架、

受死、復活、升天之前，對祂所揀選的門徒顯現，並頒下傳福音的

大使命。但《馬可福音》的結尾，卻有一個顯著不同，這個不同之

處，就是主耶穌對於神蹟的講論，這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

音》所沒有的。	
      在 17——18節，主耶穌親口應許祂的門徒：“信的人必有神蹟
隨著他們”，是什麼樣的神蹟呢？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18節是神蹟的內容：“手能拿蛇；喝了
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20節：“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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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這結尾的 4節經文裡面，3處提到“神
蹟”。這裡面，一定有不尋常的用意。主耶穌吩咐頒布福音的大使
命，門徒遵行就好了，就像《馬太福音》28章和《路加福音》24
章所記載的。為什麼在《馬可福音》，我們的 神要特別賜下神蹟的
應許？	
        再有，我們從神蹟的內容看，除了我們在《馬太福音》10章
所看到的，“趕鬼、說方言和按手治病以外，“拿蛇”和“喝毒物不受
害”。特別給人一種迷惑難解的感覺。手拿蛇的目的是什麼？為什
麼要喝毒物？因為什麼而喝毒物？因為傳福音或施惠與人，沒有必

要喝毒物；如果是在逼迫中“被喝毒物”，那為什麼其他福音書和使
徒的書信沒有記載？	
       事實上，許多解經家就認為，《馬可福音》喝毒藥的記載，是
個孤證，不足為信。如果這些解經家的說法成立，那聖經無誤的真

理，就被攻破了。再有，這樣的應許，會不會讓我們今天的基督徒

認為，既然主耶穌應許喝毒藥不死，我們是否也拿一杯毒藥來喝

呢？對《馬可福音》結尾的疑問，給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極具挑戰性

的問題。	
      這些問題是，第一，聖經所記載的神蹟，是不是每一個都是確
實的？	
     第二，神啟示下神蹟的目的是什麼？或者說，神所賜下的神
蹟，與祂整體的救贖計劃有什麼關係？主耶穌為什麼在大使命的吩

咐當中，會應許給門徒以神蹟？	
     第三，如何運用？對於今天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而言，聖經所記
載的神蹟，是不是每一件我們都可以照著行？	
	
何為神蹟？	
	
首先我們來看什麼是神蹟？一種經常聽到的習慣說法是，神蹟就是 
神行事的記號或徵兆，也就是英文的“sign”。這種說法，不能夠表
現出 神的屬性。因為人或者動物行事，也可以留下自己的記號，
或者是徵兆。動物每到一個地方，就要撒尿，表示牠來過，並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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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著牠尿的氣味再來。我們不能把 神偉大作為的神蹟，與受造
之物等同。或者這樣說，如果只把神蹟停留在神行事的記號，或者

徵兆，將不能表現出 神的屬性。	
        趙中輝牧師對於聖經中上帝的神蹟，有一個精確的界定。趙中
輝牧師說：“在新約中，神蹟、奇事、異能之詞往往同時出現，用
以指明在希伯來或基督教階段中，與救贖工作有關，而發生的超自

然事件與大能”	
     判定神蹟的標準是什麼？第一，新約中的神蹟、奇事和異能，
往往同時出現；第二，神蹟是“超自然的事件與大能”；第三，這些
“超自然的事件與大能”，與 神的救贖工作有關。也就是說，聖經中
的神蹟、奇事和異能，是與上帝對罪人的救贖相關聯的。是為了  
神自己救贖的計畫。	
       不但如此，神蹟還讓我們發出對 神由衷的讚美。趙中輝牧師
說：“當我們看到神蹟時，不能不迫使我們說出《詩篇》118:23節
的話：這是耶和華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當我們看到神
蹟的時候，清楚地知道是耶和華 神所作的。不是人做的。“在我們
眼中看為希奇”！“稀奇”這兩個字，希伯來文是“kalaha”，意思是奇
妙的、了不起的、卓越、非凡的，專用以表示耶和華的奇妙作為。	
        再有，就是透過神蹟，“看見 神的手在工作。而且祂工作的目
的可以清楚看見”。請注意！是看到 神的手在工作，不是我的手在
工作。而且透過神蹟，我們可以清楚知道  神工作的目的。祂的目
的，是與祂救贖的計畫緊緊相連的。知道這個標準，我們就能分辨

哪些神蹟來自 神或是假神；就能分辨歸正與靈恩的區別。	
	
解經	
1、吩咐使命，廣傳福音（16:15）	
	
現在讓我們來看經文，我們首先來看這段經文是在什麼情況下說

的。17—18節耶穌所說的話，是在祂復活以後，向 11個門徒顯現
的時候說的。耶穌首先“責備他們不信，心裡剛硬，因為他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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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祂復活以後看見祂的人”。跟其他三卷福音書不同的地方，
是耶穌對門徒有責備。責備的原因，是門徒們不信祂的復活。這裡

講到一個信心的問題，我們的信心，是 神給的。我們之所以能
信，是 神白白的恩典。	
      《路加福音》24章說得很清楚，耶穌是把“摩西的律法、先知
的書和詩篇上指著祂的話”都講解給門徒以後，門徒們才完全明
白。所以這個時候，門徒需要兩方面的東西，一是主耶穌繼續給他

們真理的餵養；一是 神以大能彰顯祂的能力，這兩方面都是為他
們的信心得以堅固，這也是主耶穌要“讓神蹟隨著他們”的原因。	
	
2、信與不信，都有結局（16:16）	
								
16節，耶穌吩咐門徒去傳福音，宣告兩種結果：一、“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這也是和其他福音書不同的地方，
耶穌吩咐門徒傳福音，也定下了兩種結果——信而受洗的必然得
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從這裡看到，不是“普救論”，不是人人都得救的。這與《約翰
福音》3:18:“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
他不信 神獨生子的名”是一樣的。信 神兒子的，“必然得救”；拒絕 
神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的，“必被定罪”。這是 神根據祂自己掌管一切
的主權，所定下的旨意。從這裡看到了 神的預定。	
	
3、應許神蹟，堅固信心	
	
第二種結果，就是 17—18節應許的神蹟。為什麼 神要賜神蹟？兩
個目的，第一，主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為證明祂就是 神的兒
子，同時為讓世人相信，祂是父所差來的，就行了很多神蹟。彼得

在《徒》2:23說：“以色列人哪，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
施行異能、奇事、神蹟，將祂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耶穌行神蹟，是為“將祂自己證明出來”。	
        第二，後來主耶穌在揀選 12個使徒，吩咐他們去傳福音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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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把行神蹟的權柄，賜給了祂的門徒。《來》2:4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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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神蹟，以及把神蹟奇事的能力賜給門徒，是“按自己
的旨意”。我們的 神，是按祂自己主權的旨意，行作萬事的上帝。
祂為了祂自己的榮耀，以“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
賜”，同門徒一起作見證。	
        按著這個目的，主耶穌向門徒作出應許。我們來看 17節：“信
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剛才說
過，門徒們是缺乏信心的，主耶穌被掛上十字架的時候，門徒已經

作鳥獸散，彼得甚至三次不認主。驚惶未定的他們，聚在一起坐

席，下一步怎麼辦？一定了無頭緒。現在主耶穌基督又吩咐他們去

傳福音，從《馬太福音》10章，耶穌差遣 12個使徒出去的時候，
就預言了他們會有許多的危險。現在主要離開他們，他們需要的，

是信心的加增。	
      因此，耶穌基督向他們顯現，《路加福音》24章說：祂開他們
的心竅，讓他們明白經上指著祂所說的話。《馬可福音》又記載應

許給他們神蹟。是什麼樣的神蹟呢？就是“奉主的名趕鬼、說新方
言”。這些神蹟和 18節後半節的按手治病，是在耶穌揀選 12個門
徒的時候，就已經賜給他們了。換句話說，聖經其他地方早有記

載。惟一不同的，是“說新方言”。“新方言”和《使徒行傳》等地方
記載的“方言”，有何不同呢？希臘文的“新”字：“kainaiyis”，在 17
節是表示一種從未有過的、奇特的、不可思議的意思。	
       而“方言”這個詞：“gelossais”，本意指“舌頭”，也指一種地區的
語言。《徒》2:3—4節，五旬節聖靈降臨，使徒們“說起別國的話
來”，就是說某一地區的話。希臘文“方言”還有一個意思，就是指
“靈語”——“屬靈的話語”。新約中表示說靈語方言的有 14處，但明
確記載“說新方言”的，只有《可》16:17節這一處。意思非常明
確，耶穌告訴 11個門徒，他們要說一種陌生、新奇、不尋常的、
眾人從未曾聽過的，屬靈的語言。	
        關鍵是 18節，耶穌說：“手能拿蛇”，希臘文“蛇”這個字，新
約共出現 14次，其義項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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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蛇；這裡面包括 3個小的義項：1a	靈巧的表徵《太》10:16； 
1b	曠野銅蛇；1c	耶穌預表《約》3:14；	
2、墮落的人——“毒蛇種類”《太》23:33；	
3、魔鬼的稱號：《啟》12:9；《林後》11:3；	
					顯然，《可》16:18節的“蛇”，屬於義項一。雙手拿起的，就是
蛇，由於這個名詞是複數，所以不只一條。	
    手拿蛇這個神蹟，在《使徒行傳》就有記載。《徒》28:1—6
說：“我們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島名叫馬爾他。土人看待我們，有
非常的情份，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們眾人。那

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出來，咬

住他的手。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
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著’。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
火裡，並沒有受傷”。	
      保羅是主耶穌在大馬士革路上，親自向他顯現，並呼召他的使
徒。馬可記載耶穌基督向 11個門徒顯現，並賜與行神蹟能力的時
候，保羅並不在場。但耶穌基督所應許的：“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
他們”，在使徒保羅身上就應驗了。主耶穌說的，是真的。保羅無
意中拿柴放在火上，被毒蛇咬了，聖經怎麼說的？“並沒有受傷”！	
       可是再往下讀，問題來了。我們說，我們相信聖經是 神所默示
的，神的話就是真理。《馬可福音》16:17—18節所說的神蹟，截
至“手能拿蛇”為止，都有聖經的實際例證所證明，我們相信是真
的。但“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這句話，就有疑問了。因為
翻遍聖經，找不到另外一處，有耶穌的門徒喝毒物而平安無事的經

文。也就是說，“喝毒物必不受害”的記載，惟有《馬可福音》16:18
節這一處，這算不算孤證呢？被蛇咬也許可能沒事，但有誰敢去喝

毒藥呢？這就回到我在開始這篇講道時所提的問題了，聖經所記載

的每一件神蹟，都是確實的嗎？	
	
原文解開疑難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堅信，神所默示的聖經，絕不自相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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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也是絕對的無誤無謬。那怎麼解釋耶穌所說的這句話？我對照

英文的譯本，發現《馬可福音》16:18節的英文譯本，與中文和合
本的翻譯，有所不同。不同在什麼地方？英文 NASB(新美國標準聖
經）裡，多了一個中文譯本所沒有的形容詞——“deadly”（致死
的）。NASB這一節的譯文是這樣的：“and	if	they	drink	any	deadly	
poison,	it	shall	not	hurt	them”。對比中文的翻譯：“若喝了什麼毒
物，也必不受害”，就發現不單是“喝毒物”，而且是“喝致死的毒
物”。這還不算完，“deadly”——致死的前面，還加了一個代名詞
“any”。“喝了任何一種致死的毒藥，也不會受害。	
        這比中文的翻譯，語氣來得更加強烈和肯定，讓人不容置疑。
為什麼中英文的翻譯，會有這種差別呢？到底哪一種譯本更準確？

要想得到準確的答案，還得從希臘原文去找。首先，在希臘文新約

聖經《馬可福音》16:18節裡面，“thanasemon”這個形容詞，就是
“致命的毒物“的意思。這個詞在新約聖經裡，的確只有《馬可福
音》16:18節這一處用到。其他地方再沒有出現。在這個形容詞前
面，有一個表示“任何一個”或“任一種”的代名詞。連起來就是“喝任
何一種致命的毒物，也不受害”。英文 NASB(新美國標準聖經）的翻
譯，是準確的。	
        問題就在於，如何理解耶穌這句話？答案還是在希臘原文裡
面。接著往下讀，就會發現，正確解讀的關鍵，在“喝”與“不受害”
的“受害”這兩個動詞上。這兩個動詞，用的都是“主動的假設語
氣”。假設語氣的動詞，在新約希臘文聖經中，一共出現了 64次。
在表達可能性、或然性，及勸勉與自明之理時，使用假設語氣，也

叫虛擬語氣。		
      希臘文假設語氣的典型例子，是《約翰一書》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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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切不義”。我們如果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祂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不義”。神的確是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但問題是，你願不願意認自己的罪呢？

一個不想認罪，卻要求 神先無條件赦免他的人，神是不會赦免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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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耶穌在《馬可福音》16:18節所說的話，也是一種表達可
能發生，但尚未實際發生的未界定動作。因此，正確的解讀是：那

些信的人，神必定保守他們不受害，假如你喝了毒物！請注意一個

重要的區別，耶穌沒有說信的人只管去喝毒藥，我都會保守他們。

祂沒有這樣說，祂說的是，假設有這種情況發生，那些信的人，他

們不會受害。	
        我們的理性會問：耶穌基督為什麼要拿沒有發生的事來說呢？
這樣會不會是給人造成誤解呢？唐興對這節經文的解釋，有一個很

好的建議，他說：“手拿蛇與喝毒物，是要連起來看的，不能把它
切開。解答的關鍵，是在後面的“必不受害”。也就是說，門徒的生
命，是在 神所賜的神蹟大能之下，受到看顧保守的。而“蛇”象徵自
然領域的危害；“喝毒物”代表社會、政府勢力的迫害。在這些所有
的危險面前，主耶穌都使他們“必不受害”！這樣來關照《使徒行
傳》所記載的神蹟，就發現每一個神蹟都是可能的。	
       講到這裡，想起唐崇榮曾經講過的一個例子。唐崇榮說：一個
歐美的傳教士，在非洲傳教，誤喝了毒藥。結果後來發現沒事。這

時他突然想起來《馬可福音》1618節的經文，他大聲說：感謝上
帝，原來《馬可福音》16:18節，耶穌說的話，是真的！親愛的弟
兄姊妹，你願意這樣相信嗎？至此我們可以說，聖經裡的每一項神

蹟，都是確實的。	
	
神蹟與 神救贖計劃關係	
	
4、宣傳福音，證實主道	
	
我們看 19節經文：“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坐
在 神的右邊”。主耶穌復活升天以後，“坐在 神的右邊”。四卷福音
書，只《馬可福音》清楚交代耶穌升天以後的情況——“坐在父 神
右邊”。《來》10:12:“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
邊坐下了。但耶穌基督沒有停止救贖的工作，《羅馬書》8:34說
祂：“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並且祂告訴門徒要”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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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天上來的能力”（路 24:49），那就是聖靈
的降臨。神是立約的 神，在約裡面，神說：“我要住在你們當中，
舊約一切的救贖工作，都指向將要來的耶穌基督。基督來了，成就

了救恩。新約裡，聖靈是居住在聖徒心裡，在教會運行。	
							16:20：“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
著，證實所傳的道，阿門”！这 后一節，講出了神蹟與 神救贖計
劃的關係，主耶穌基督完成了三位一體的 神，在永恆的“約”裡所定
的救贖計劃，然後祂差遣門徒，傳福音給萬民聽。門徒出去，是有

凶險的，他們缺乏信心、沒有能力。但他們不會受害，也不會害

怕。因為“有主和他們同工”，怎麼同工？藉著聖靈與他們同在。不
但如此，並且“用神蹟隨著他們”，而用神蹟隨著他們目的，是為要
證實所傳的道。	
        到這裡，《馬可福音》16章結尾的主題，就出來了。	
	
今天還有神蹟嗎？	
	
趙中輝牧師有一段話，應該是對這個問題很好的回答。趙中輝牧師

說：	
			
在古時，神蹟在耶穌傳道時出現，以後使徒傳道時，也有神蹟出現。將來基

督再來時，也要有神蹟出現。目前在此過渡時期當中，教會 大的工作，就

是引領人悔改歸向基督。為了達成此項目的、作為，祈禱蒙神垂聽，也有顯

著的神蹟性質事件發生。尤其是在宣教階段中，福音初到的地方有奇事發

生，為要堅立 神的同在與 神話語的可靠性。如此的神蹟與奇事，應當用信
心以感謝的心情來接受。並非以教會現階段的方式來接受（按 現階段教會工
作不會有神蹟出現了，因那個時期已過）。	
	
後總結：	

1、神行神蹟，是為證明祂是 神；也是為祂自己的榮耀。	
2、神賜給門徒行神蹟的權柄，是按祂自己的旨意；為祂自己所定
的救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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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用神蹟隨著傳福音的門徒，是為證實門徒所傳的道，是出於 
神的救贖計劃；	
4、今天的教會，已經沒有神蹟了，“因那個時期已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