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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福音书中
80%以上的话

都不是耶稣说的、做的！

福音书中神迹是 …
翻译自：

https://www.slideshare.net/BibleAlive/bible-alive-jesus-christ-001-the-
method-of-biblical-christology-1432751

www.Microsoft.com

圣经的话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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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ShiningMeUp/photos/a.90
6752152767624/3325063834269765/?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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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迹

门徒：
不明白（八14～21）

法律赛人：
不信（八10～13）

耶稣
工作

https://www.onlinewebfonts.com/icon/561965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不信（八10～13）

八10 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
玛努他境内。
八11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想要试探他。
八12 耶稣心里深深的歎息，说：
这世代为甚么求神迹呢？我实在
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八13 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
海那边去了。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
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
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
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
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太十二39～42）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
不信（八10～
13）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109

加利利海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不信（八10～13）

“这时代”= 法利赛人
https://www.pngkey.com/maxpic/u2e6t4y3y3i1t4t4/

www.Microsoft.com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
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创七1）
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
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诗九十五10～11）

不相信
！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不
信（八10～13）

太二十七25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
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
孙身上。”

https://thekingjamesversionbible.com/matthew-27-5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不信（八10～13）

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
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她们去的时候，看
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
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
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
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有我们劝他，保你
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
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太二十八10～15）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不
信（八10～13）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
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
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太二十八16～17）

https://ocfuyin.org/qa2018040201/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
不信（八10～
13）

https://pastorbrianlamsermons.blogspot.com/2013/04/2024-31.html

约二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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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代”

不义 VS 公义

不安息 VS 安息

不信 VS 相信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
不信（八10～
13）

https://twitter.com/la_nplus/status/1243421333142134784



神迹与钟摆 – 法利赛人：不信（八10～13）

我们对神迹的态度：
试探神，“显一个 …
我就 …”？

心存疑，“还有吗”？
心不信，“不可能”？
不安息在神的应许中？

www.Microsoft.com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八14～21）

可八14 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
可八15 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可八16 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罢。
可八17 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甚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
省悟，还不明白么？你们的心还是愚顽么？
可八18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么？有耳朵，听不见么？也不记得么？
可八19 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十二个。
可八20 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
他们说：七个。
可八21 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么？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八14～21）

太十六11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这话不
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太十六12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利
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八14～21）

八17
 不“醒悟”（νοέω  

noeō）：思想后 …
不“明白”
（συνίημι suniēmi）
：思想后有看见

“愚顽”（πωρόω; 
pōroō）：拒绝接受新
事物

翻译自
Louw & Nida.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www.Microsoft.com

1
8
节

看不见么？

听不见么？

不记得么？

18节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八14～2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 =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问题本质上是他们对耶稣的宣告持敌对态度，以及他
们没有认识到神在祂的事工（例如神迹）中的作为。
“酵”在这里象征着邪恶（敌对耶稣）的渗透力：耶
稣警告他的门徒不要（从不信的角度）请求神迹。

翻译自
Tyndale Commentary.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www.Microsoft.com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
（八14～21）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
（八14～21）



神迹与钟摆 – 门
徒：不明白（八
14～21）

https://dailyverses.net/tc/使徒行傳/1/8/cuvs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
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
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徒一6～7）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八14～21）

门徒们应该有看到足够多喂饱众人的神迹，不必担心
世俗的面包，也能抓住耶稣的要点。 相反，他们看
起来更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尽管 神为他们做了一
切，但他们从未学会信靠。

翻译自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In Accordance Bible Study Software 13.4.1, June 2022.

Oaktree Software, Altamonte Springs, FL: 2022.

一 直 要 等 到 …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
（八14～21）

https://dailyverses.net/tc/使徒行傳/2/3-4



神迹与钟摆 – 门徒：不明白（八14～21）

我们对神迹的态度：
看了、听了、却不记得？
圣灵有无提醒？我们的
反应又是如何？

像腓力一样？

www.Microsoft.com



神迹与钟摆

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
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
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
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
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
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
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可十六14～20）



神迹与钟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_BGMDEh9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