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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聖靈充滿系列 2-神蹟的見証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突破限制的神蹟」 
    1/7 東歐慶祝主顯節 5歲男童跳冰湖求平安。希臘 9成以上

人口是東正教徒，保加利亞、土耳其與希臘各地於當地時間 7日

有數千民眾，為了慶祝東正教節日主顯節（Epiphany），不懼寒冷

跳入結冰的湖水中，尋找被神父事先丟進水中的木頭十字架。有

許多民眾透過跳入莫道河（Vltava river），慶祝主顯節這個行之有

年的傳統。西方基督教在此日紀念及慶祝主耶穌基督在降生為人

後首次顯露給外邦人（指東方三賢士），東方基督教主要慶祝三位

一體的神在主基督的洗禮上，或藉著主基督的生日第一次向所有

世人顯現。主顯節為每年的 1月 6日。 

除此之外，在保加利亞也有 250 名男子破冰涉水，在當地管

弦樂團的伴奏下，不畏寒冷的在河中唱歌、跳傳統舞蹈。根據當

地傳統習俗，如果可以在冰河中找到神父事先投入的十字架，那

個人將健康度過新的一年，不受邪靈侵擾。據悉，最年輕的參與

者年僅 5歲，在父親的陪同下冒著零下低溫跳下水。 

這個儀式，帶出「突破限制的神蹟」，大家熟悉的人物，就是

尼克胡哲的故事。尼克·胡哲（Nick Vujicic），1982年 12月 4日生

於澳大利亞墨爾本，塞爾維亞裔澳大利亞籍基督教布道家，「沒有

四肢的生命」（Life Without Limbs）組織創辦人、著名殘疾人勵志

演講家。他天生沒有四肢，但卻通過一次次振奮人心的演講讓無

數有夢想的人走向成功。  

尼克打出生時就沒有四肢，只有軀幹和頭，就像一尊殘破的

雕像。這幅模樣甚至連他的父母都無法接受。可想而知，這樣的

軀體給尼克造成了多大的困難。他所能利用的身體部位，只有一

個長著兩根腳趾的小腳，被他妹妹戲稱為「小雞腿」，因為尼克家

的寵物狗曾經誤以為那個是雞腿，想要吃掉它。尼克不能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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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拿東西，並且總要忍受被圍觀的恥辱。這一度使他非常消

沉，以至於想要在浴缸里淹死自己。還好，他在最後一刻，腦海

中浮現出父母在他墳前哭泣的樣子，於是他放棄了。這是他最正

確的選擇。活下來，使他有機會看到，原來他的人生有著無盡的

希望。 

尼克秉持著一個基督徒的信仰，告誡自己永遠不要放棄。他

雖然沒有健全的四肢，但是有一幅好口才，和一個聰明的大腦。

他總是用無比輕鬆的語調來調侃自己的經歷，他永遠不在意別人

訝異的眼光，並且努力對自己充滿自信，而事實上，他確實做到

了絕大多數普通人無法做到的事：他成了一名全球知名的勵志演

說家。 

「有人問我，我覺得自己是這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嗎？我要說

是的。我對人生的三個真諦――價值、目標、宗旨都很清楚，我

知道我要往哪裡去，所以我很快樂。無論怎樣，滿足於你所擁有

的，比如我，就很珍惜我的『小雞腿』，不要放棄，愛別人，每天

向前走一小步，你一定可以完成人生的目標。」 

人若能突破「個人的限制」改變自己，本身就是個神蹟、也

是一種醫治。當我們聖靈充滿時，就能得到醫治，也能醫治別

人，就如彼得所說的:「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是能經歷「聖靈充滿」帶來的醫治與神蹟？ 

2. 我們是否能夠「金銀我都沒有，只有主耶穌」來帶來別人醫治

神蹟嗎？ 

 

  參考經文：《 使徒行傳三:1-11》  

3: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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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一個門

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 

3: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 

3: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3:5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 

3:6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3: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

了， 

3: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

美 神。 

3: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 神； 

3: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

事滿心希奇、驚訝。 

3:11 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拉著彼得、約翰；眾百姓一齊

跑到他們那裡，很覺希奇。 

 

二、經文背景 
  新約《聖經》中的使徒行傳，記載了基督教會的誕生及初期歷

史，在第三章中有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話說彼得和約翰，就是

耶穌的兩位親密門徒，當時教會的領袖，按猶太人的習俗到聖殿

禱告。有名天生瘸腿的人，天天被人抬到聖殿其中一個門口，接

受人的賙濟。彼得和約翰定睛看著這人，然後彼得說：「金銀我都

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

來行走！」（使徒行傳 3章 6節）接著便扶起那人，而他的腳立刻

健壯了，甚至馬上又走又跳的，進了聖殿，高聲讚美神。旁邊的

百姓，認得這常坐在門口的瘸子，無不嘖嘖稱奇。 

  當五旬節因為「聖靈充滿」透由「說方言」外顯現象呈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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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受到外人的質疑喝醉酒，彼得與十一個使徒站起來，引用約珥

書說明凡血氣的必被聖靈澆灌（能說預言，見異象，作異夢）並

引用大衛詩篇，說明主耶穌是上帝兒子。卻被大家釘死在十字架

上。大家痛心後認罪讓聖靈掌權，當天受洗三千人，並接受使徒

的教導與團契的聚會。可見「聖靈充滿」必帶來神蹟。聖靈充

滿，讓門徒說方言、非法利賽人的彼得能解經、讓群眾認罪。這

次彼得與約翰醫治天生瘸腿的人，最後造成的影響是受洗五千

人。 

  我們要清楚的是，福音派觀點，「聖靈充滿」不等於是「說方

言」。，路四 1耶穌至曠野，徒七 55司提反的禱告，路一 41以利

沙伯的懷孕，申三十四 9約書亞接班，有智慧的靈。都不是透由

說方言的管道。聖靈充滿，必須突破個人的限制，看到神蹟。 

  就現代人的觀念，天生瘸腿者因醫學發達，有人工關節，甚至

有機器腿，幫助癱 瘓病人復健能行走，但「內心瘸腿者」卻現代

醫學無法解決的問題。就如「天生瘸腿的人」，已習慣乞討的生活

模式，要成為正常人對面對工作的壓力，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挑

戰。可見「聖靈充滿」帶出的神蹟，不是是肉體得到醫治，而是

身心靈都得到醫治，並擴大了上帝國。 

 

三、啟示: 
（一）瘸腿者的光景本無指望 

   「要求進殿的人賙濟」：聖殿的入口處，特別是靠近捐獻箱的

地方，被認為是乞討最好的位置，因為當人們去敬拜神、對神有

所奉獻時，往往也更易對人慷慨。求人賙濟，只能應付眼前生活

的需要，卻不能根本解決生命上的問題。教會若單只著眼於社會

福利、物質的幫助，就會迷失在社工事業上，並未給人真實的幫

助。 

『瘸腿』的人知道如何走路，但實際上不能行走自如，故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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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 18)――人無力

討神喜歡。故這個『生來是瘸腿的』人，象徵人天然生命中的殘

缺，能『知』不能『行』。一個瘸腿的人，眼能看、耳能聽、口能

言、鼻能聞、手能動，幾乎樣樣都能，惟有一件不能，就是腳不

能行。今天在教會裏面恐怕有許多信徒是患了屬靈的瘸腿――幾

乎凡事都能，特別是會聽道、會講道，卻缺了一件，就是不會行

道。這就是「屬靈的瘸腿者」。 

外表的美觀「美門」，並不能粉飾內裏的缺陷「瘸腿」；無論

是信徒個人或教會，若只講究外表的屬靈，而缺乏屬靈的實際，

就沒有基督的見證。聖殿是最正統的場所，美門口是最吸引人的

地方，進殿的人是最虔誠的宗教份子，但這一切對於生來的難處

毫無助益；就是有，也是外面的和短暫的，所以仍須「天天被人

抬來」。我們千萬不要作一個基督教的門外漢，只會望門興嘆，卻

從未一次真正的登堂入室，享受那殿裏的肥甘(詩卅六 8)。 

 

（二）雖金銀沒有，但主能醫治 

     一直以來，這段經文最吸引我們注意的是彼得約翰對那生來

是瘸腿的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那瘸腿的指望可以在彼得約翰

身上得到一些賙濟，但他們自覺什麼也沒有，他們所有的，就是

耶穌的名，所以他們便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他起來行

走。結果，那瘸腿者真的可以起來行走，而且是走著、跳著、且

在讚美神。 

將這段經文放在自己今日的處境，不期然地問自己：「什麼是

我所沒有的？」「什麼是我有的？」「金和銀是我沒有嗎？」「我所

擁有的」與「耶穌的名」其實是否必然地互相抵觸、非此即彼？

難道今日要完全地「我沒有」才能突顯「我有的是耶穌的名」？

無可否認，許多宣教工場和農村信徒往往因為缺乏外在資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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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藥物）而要常常禱告倚靠主的名來解決他們生活和生命的種種

問題，結果許多神蹟奇事便隨著他們。再看彼此約翰的經驗，在

瘸腿者能夠行走之後，眾人感到驚訝，而彼得隨即作出解釋，說

那人能行走，不是因他們的能力和虔誠，而是因他們相信耶穌的

名。 

  換言之，今日我「擁有什麼」是不要緊的，最要緊的，是我所

擁有的一切，有否阻礙我看見和信靠「他的名」，又或者是，在我

所擁有的一切之中，有否包括最重要一項，就是「拿撒勒人耶穌

基督的名」？如彼得所說，我要知道自己所行的一切，絕對不是

因為自己的能力和虔誠，而是因「信他的名」。 

今日，面對服事家庭、事業與教會這重任，我們靠的是什

麼？神提醒我們，不是我的能力和虔誠，而是「信祂的名」！今

日，面對扶助小組員靈性成長、協助組員處理各樣問題，我們小

組長靠的是什麼？神提醒我們，不是我的能力和虔誠，而是「信

祂的名」。只有「聖靈充滿」時，就能看到上帝的神蹟。 

 

（三）讚美見証，震撼人心 

那些素來目睹他行乞的百姓，今日看到瘸子能走路的神蹟奇

事，經上以「滿心希奇驚訝」來形容，這些人都是神蹟的見證

人。 

彼得見百姓驚奇時，連忙解釋「醫治瘸腿的因由」，絕對不是

靠他個人的能力和虔誠（見徒三:12），而是靠著主耶穌，「你們殺

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從死裡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

證。」（徒三:15），接續解釋，「我們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

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正是他所賜的信心，叫這人在

你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徒三:16）彼得揭示瘸子能行走的原

因，即是相信主耶穌能醫治，因信即使這人全然好了。「信就是所

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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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希十一:1-2）須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

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

人」（希十一:6）。 

隨著，彼得要求那些目睹神蹟（瘸子能行走）的百姓：「所以

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從主面前來到。」（徒三:19）那時聽道的人，有許多信的，

男丁數目，約到五千。（徒四:4）。迨彼得約翰因傳講耶穌死而復

活煩惱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時，表明：「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

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

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1-12）（在

公會被審）。可見神蹟帶來真實的讚美與見証，震撼人心，可形成

重大的影響力。 

 

四、自己的感受 
  長老教會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有「自由神學」作祟，無法體

會到「聖靈充滿」的重要性，甚至認為信仰不必要有「神蹟奇

事」，認為神蹟在使徒時代就終止了。這個神學就是讓我們屬靈軟

弱的神學，也是「除聖靈充滿」化，這樣信仰沒有神蹟只有理

性，只有「上帝的話」與「上帝的愛」卻獨缺「上帝的靈」如同

使徒時代，法利賽人的信仰模式，是無法突破個人限制。 

天生沒有四肢的尼克·胡哲，曾在澳洲、美國、加拿大、中國

（內地、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非、哥倫比亞、印度等 25個國

家和地區分享自己的經歷。雖然他沒有擁有健全的四肢，但他認

為擁有一個健全的心靈、來自信仰的力量比什麼都更重要。他的

演說激勵了無數的生命，讓聽眾們知道上帝創造我們每一個都有

美好的旨意。而且即使我們的生命有諸多限制，但「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尼克·胡哲的經典語錄 ，其實他本身就是帶出神蹟。他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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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在我生命中有個計劃，通過我的故事給予他人希望。 

2、人生最可悲的並非失去四肢，而是沒有生存希望及目標！人們

經常埋怨什麼也做不來，但如果我們只記掛著想擁有或欠缺的東

西，而不去珍惜所擁有的，那根本改變不了問題！真正改變命運

的，並不是我們的機遇，而是我們的態度。 

3、人生的遭遇難以控制，有些事情不是你的錯，也不是你可以阻

止的。你能選擇的不是放棄，而是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生活。 

4、你不能放棄夢想，但是可以改變方向，因為你不知道在人生的

拐角處會遇到什麼。 

5、即使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對於別人依然有著非凡的意

義。 

6、沒手，沒腳，沒煩惱。 

7、如果你失敗了，再站起來。 

8、如果發現自己不能創造奇蹟，那就努力讓自己變成一個奇蹟。 

9、態度決定高度。 

10、失敗不可怕，要繼續嘗試。 

 

尼克·胡哲在信仰上找到「真正的我」敬畏神為主作見証，生命的

神蹟不斷出現（包括娶妻與生子）這也是現代門徒「聖靈充滿」

最佳的寫照。 

 

五、結論 
   各位兄姊，直至今日，身為門徒的我們，在傳揚救贖真理時，

不妨以彼得所言「金銀我都沒有」後面加上「只有主耶穌」。因為

主耶穌是今日世人所需要的，「除他以外，別無拯救」，願吾人的

救贖主，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主耶穌，引領吾人一生道路，

願榮神益人。 

   讓我們「新年的決定」-從「每日活水」研讀使徒行傳，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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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見到「神蹟的見証」。這不但可以改善健康，改善

生活，改善行為，還可以與神更親近。次序對了，一切就回到正

軌，新的一年，常常「經歷聖靈充滿」，會改善我們的一生也帶來

教會與小組的興盛。 

 

討論題綱： 

1. 我們是否能夠經歷「聖靈充滿」，時常看到「神蹟的見証」？ 

2. 聖靈更新最大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教會與信徒大概只看到外表

的徵象，卻沒有實質經歷到生命的改變。 

 

代禱事項： 

1. 教會實在需要靈命的更新，讓我們以更開闊的心胸、眼光來接

受靈命更新的運動，使台灣教會與信徒充滿靈命的更新與見

證。 

 

祈禱文： 

慈愛的上帝，感謝祢，讓我們常常經驗到主的慈愛與憐憫。我們

深深期盼靈命的更新與重新得力，因為我們常感無力感來為主做

美好的見證。懇求主的憐憫，賜下聖靈保惠師來感動我們，讓我

們以更謙卑的心來經歷聖靈的充滿與感動，不再倚靠自己的勢

力、才幹、能力，而能完全倚靠聖靈引導，讓教會、信徒充滿活

力，來成就福音的宣揚事工，為主做美好的見證。奉主耶穌的名

祈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教會本身可每季舉辦一次靈命更新祈禱會。學習「每日活水」

的進度，研讀使徒行傳，經歷「聖靈充𣺏」。 

2. 如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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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幫助別人，分享你所擁有

的，以表示你對上帝的感恩與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