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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自然大能與
使徒性教會
超自然領域有三個層次—信心的層次、恩膏的層次、榮耀的層次。
講員簡介
基耶摩．馬督納多 (Guillermo Maldonado) 牧師，是超過三十五個國家、上百名牧者的屬靈
父親。神曾超自然臨到他，呼召他將神超自然的大能帶給這個世代。二十多年來，他忠於此
呼召，所到各地都親眼目睹神超自然的大能和榮耀，帶來極大復興、教會爆炸性的成長和非
凡的神蹟奇事。他創立耶穌君王國際事工（Ministerio Internacional El Rey Jesús）
，是美國成
長最快速的多元文化教會之一。他和妻兒現居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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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使超自然運行

整理◎莊恩慈

攝影◎賴竹山

的那一位，也運行在靈界裡。「超

奇事、醫治釋放等權能事奉，有些

自然」的另一個同義字，就是「屬

宗教化者將神貶低像人一樣，希望

多地方教會不相信超自然

很

靈」，是要在超自然領域中才能定

這樣較容易被人接納，但這對神是

領域。「神對摩西說：『我

義祂，然而超自然的領域，不會發

最大的羞辱。神不是人，當我們來

是 自 有 永 有 的 』」( 出 三

生在我們思想範圍內，卻可以經歷，

到教會，應該期待神蹟發生，因為

14）神的名字原本意思是，祂是獨

是有位格的靈體，不是一種抽象的

神不受自然定律的限制，否則祂就

立存在、自有永有，不需要任何人

想法。我們的神運行在超自然的領

不是神了。而人是受限的，像醫生

幫助祂成為神，創世記一開始就提

域中，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在靈裡

沒有把握能消除癌細胞，但神不需

到「起初神……」，在神之前沒有

敬拜祂，不能用血氣、理性敬拜神，

要管醫生說甚麼，祂遠遠超越癌症，

任何物體存在，因為祂的名字是自

而是用心靈和誠實 ( 真理 ) 來敬拜

甚至可以在我們身體中，創造全新

有永有。

祂。神遠遠超越所有自然的定律、

的器官。所以在我們的思想中，不

神是超自然的靈體，也擁有超自

科學、教育、疾病、癌症，也超越

要限制神，必須跳脫思維受限的框

然的能力！「神是個靈，所以拜

時間、空間與所有的物質，祂是活

架。當我們相信祂，就會產生一個

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 約 四 24） 神 是 靈 界 中 最 偉 大

在時間之外的神。

不受限制的信心。

有人說相信神，卻否定所有神蹟

父神差遣耶穌來到世上，祂的出生

11

自己努力不用人的幫助；很多牧師
也是埋頭自己努力工作，好像聖靈
跟他們無關。「……萬軍之耶和

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 能， 乃 是 倚 靠 我 的 靈 方 能 成
事。」( 亞四 6) 當教會愈多討人喜
也是超自然的，死亡、復活、生平所

神的話語、超自然的作為。心理醫

悅，就會愈少尋求聖靈，進而拒絕

有神蹟，都是超自然的，然而耶穌應

生或心理學不能夠改變人的生命，

聖靈。很多人就是不想與神蹟奇事、

許，我們要做更大的事。神建立教會

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完全改變。保羅

超自然有任何瓜葛，因為他們沒受

成為超自然的群體，是要彰顯神的大

也說過不以福音為恥，因為這福音

到教導。當我們拒絕聖靈和祂的工

能，行神蹟奇事。仇敵魔鬼最偉大的

本是神的大能。

作，會有兩個非常嚴重的結果；第

計畫，就是讓教會成為自然的群體，
但神能夠毀壞魔鬼的詭計。

一，失去神的同在。第二，我們只
能擁有敬虔的外貌。

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在於：

有政府官員來找我，說：「我把所

信仰若是沒有聖靈，不過就是另

1. 十字架 2. 聖靈 3. 超自然。其他宗

有東西都給你，如果你可以向你超

外一個宗教，且沒有能力改變人。

教沒有聖靈，他們的領袖沒有死在

自然的神禱告。拜託！」我向神禱

每個禮拜天，全世界有很多教會拒

十字架上，也沒有超自然的能力。

告說：「祢若肯來，這個國家就會

絕聖靈，沒有給祂空間運行，排滿

耶穌為我們付上代價，使我們相信

降雨。」那天晚上聚會，神的大能

節目流程、個人計畫等，已經取代

疾病能得醫治，受壓制也能得著釋

突然臨到，我按著神給我的感動說：

聖靈的引領，教會有自己的想法，

放，並且成為行異能的人，讓我們

「雨水今天晚上九點就會開始下！」

不問聖靈引導，崇拜非常快結束，

的口和手成為耶穌的手和口，領受

那是個實況轉播，大約晚上七點，

這樣的教會是死的、枯乾的、宗教

神所賜下的超自然能力。神超自然

我就搭飛機回邁阿密，因為我不想

化的，就不會有生命。神的靈在哪

的啟示，會透過神給我們的應許，

被大雨困住。果真在晚上九點，整

裡，那裡才會有生命。

藉著超自然的能力來完成。

個雨水澆灌下來，連續下兩個禮拜。

聖靈不是一個力量、物體、情緒、

12 年前神曾對我說，要為祂建造

超自然領域的起點從信心開始，

意念、信息或一隻鴿子，我們常以

聖殿，且不需任何負債，那時候我

信心就是在超自然裡與神同行。運

鴿子代表聖靈的屬性，可是聖靈不

們的教會不大，我們估算了建堂要

行在超自然裡時，需要冒險也必須

是一隻鴿子。祂也不是風，聖經說

花費 3000 萬美金，但我甚麼變賣物

勇敢，雖然理性告訴你：「你沒有

祂運行像風一般，因為風代表的是

都沒有，也沒有錢，但是祂應許我

醫治的恩膏，你做不到，因為你不

行動。當聖靈在運行時，就會有動

要為祂建堂。神要我從思維中將限

是佈道家、使徒、牧師。」但你要

力發生。你看到的不是一個儀式，

制挪開，因為祂應許我需要神蹟才

顛覆理性，憑信心走在超自然中；

或一些事物機械性的發生。祂也不

能完成，所以我踏出信心的這一步。

超自然要成為我們的生活模式，要

是水，但他像水一樣潔淨，祂不是

超自然是唯一可以實現的方式，當

在信心裡面站穩腳步，打美好的仗。

火，但他像火一樣能煉淨人心，祂

時人們都覺得我一定瘋了！廿八個

有一次我為癌症病人禱告，雖然他

是一個有位格的神！

月 後， 我 們 用 3000 萬 美 金 建 好 會

隔天還是死了，但我不會停止，我

教會有很多關乎聖靈的迷思，甚

堂，雖然奉獻是從人而來，但若沒

還會在信心裡行走，為下一個需要

至有人把聖靈貶低為一種情緒化的

有主超自然的能力，是無法完成的。

醫治的人禱告。

表現，但聖靈是有位格的。聖靈所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
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
事都能。』」（可十 27）牧師不

12 好消息

我去拜訪南美一個國家，正值嚴
重的乾旱，所有的農作物都沒收成。

聖靈恩膏的層次

在的地方會有動力發生，代表神運
行在我們中間，因為動能是有生命

一般教會對聖靈和屬靈恩賜的議

力的，我們的神被動力所吸引，如

只是有魅力、恩賜就好，還需要神

題，總是小心翼翼、避諱不談。聖

果你停滯不前，神就不會被你吸引。

的大能，有很多牧師嘗試用自己的

經說屬血氣的人不能夠理解神聖靈

任何飢渴的人進入這動能中，就能

能力讓教會增長，但教會增長不能

的事，屬血氣的人會拒絕聖靈。現

運用超自然無限的大能。這是神蹟

只透過一個方式或法則，是要透過

在的社會非常看重獨立自主，想靠

奇事異能的運動 (movement)，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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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運動吸引，可惜這樣的能力

知道是否為聖靈的工作，就當謹慎

在很多教會無法運行，因為不認識

發言；當祂運行時，我們必須要與

這超自然的大能，最後只剩下宗教

祂同心合意。祂的屬性非常敏銳，

撒 冷、 猶 太 全 地， 和 撒 馬 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一 8) 耶穌不是叫門徒帶著

和敬虔的外貌。

因此以鴿子描述，因為鴿子很容易

知識去傳福音，而是能力。神並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
你 們 曾 聽 見 說， 那 敵 基 督 的 要
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
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
時了。」( 約壹二 18) 我們看見神

受驚嚇。

沒有說要讀完博士學位，祂說要

靈 擔 憂； 你 們 原 是 受 了 祂 的 印
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弗
四 30)「擔憂」是加增痛苦、讓祂

2. 沒有聖靈，我們就不再是神的殿，

的靈被拒絕，屬靈的事也被拒絕，

難過、傷害祂；如此一來，聖靈在

然的能耐，在人的殿裡沒有超自

因為我們不明白聖靈是誰，也看見

你身上的工作就會停止，轉化和改

然、醫治、釋放、生命改變。

一些取代品進入教會，這些取代基

變也會停止。罪、憤怒、不饒恕等

3. 沒有聖靈，教會就會成為一個自

督的就是敵基督的靈。基督的意思

等，會使聖靈擔憂。祂沒有辦法工

然界的組織，不會有能力與魔鬼

是受膏者，受膏者藉由神的能力來

作，雖然你仍敬拜讚美唱歌，可是

爭戰。教會與社會脫節，因為在

服事，但敵基督的靈嘗試敵擋超自

不再感覺到生命力。

社會無法帶出影響力，有些教會

然的靈，試圖取代其能力，這就是

聖靈的感動會被消滅。「不要消
滅聖靈的感動；」( 帖前五 19) 倘

有兩萬個會友，可是卻無法在城

為什麼很多教會拒絕超自然的事，
影響人的思維，讓人覺得不需要聖

若消滅聖靈的感動，就有如中止水

4. 沒有聖靈，教會無法勝過疾病、

靈。當你說方言，人們就拒絕屬靈

流一樣，這個水流是神大能的水流。

天災、恐怖主義；如果沒有聖靈，

的恩賜。我們必須明白，每天所面

聖靈擔憂通常與我們的品格有關，

對的是敵基督的影響力。

然而消滅聖靈的感動，則與神的能

5. 沒有聖靈，就無法親近神，是聖

「聖」的意思是分別成聖，「靈」

力釋放有關。很多時候在我講道時

靈吸引我們靠近父神；沒有聖靈，

的意思是氣息，詩篇卅六篇提到，

看見聖靈運行，我就會讓位，讓神

我們根本無法重生。

聖靈是上帝神聖的氣息，因此聖靈

來工作，並掌控整個聚會。神的靈

的氣息吹到哪裡，那裡就有生命；

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有流程和

在聖靈中講道，所講的道也會帶出

次序很好，但那不是最終極的目標，

7. 聖經沒有聖靈啟示，不過是字句，

生命。聖靈是神延續在地上工作的

不要因為次序，攔阻聖靈的工作，

聖靈使聖經有生命力；沒有聖靈，

位格，耶穌升天後，聖靈取代祂在

要為聖靈預備時間、空間。當然，

地上幫助神的兒女。聖靈與我們生

次序是進入生命的工具，但不是終

8. 聖靈非我們選擇要或不要，而是

命的關係，就如同當時耶穌與門徒

極目的，若沒人得醫治、得救、得

必須存在。耶穌沒有將聖靈當作

的關係一樣。聖靈與我們同在，祂

釋放，就只是宗教。

一個選項賜給我們，祂並沒有說

有思想、意念、情感，也是我們的

為何我們需要聖靈和祂的大能？

需要能力還是不需要，祂命令我

保惠師、幫助者；祂是神的靈，為

1.「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必須要得著，否則不可能完成

耶穌作見證，是我們生命中，神同

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

聖靈會擔憂。「不要叫神的聖

領受能力。若沒有能力，就不是
合法的見證人。
而是人的殿。最大的差別是超自

市帶出影響力。

牧師的牧養也變得困難。

6. 耶穌很清楚告訴我們，需要有聖
靈才能認識祂。

它只是一本書而已。

神的工作。

在真實的彰顯。
人看見在你裡面有神的同在，是
因為看見聖靈在你裡面運行，聖靈
的屬性就是彰顯神的同在。馬太福
音十二章提到，耶穌說，所有的罪
都可以得到赦免，但褻瀆聖靈的罪
不能被赦免，褻瀆聖靈的意思是，
說敵擋聖靈的話，或將聖靈做的事
歸到魔鬼身上，當你看到一些事不
明白，先不要講出不好的話，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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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做更多、更大的事。若希望神的
榮耀降臨，必須保持飢渴的心。神
沒有辦法充滿你，超過你所渴慕的，
他不會強迫入侵你的身體，如果你
不飢渴，他不會強行進入，祂等候
你表達自己的渴慕。

耶穌自己是我們最好的典範與榜

被充滿的景況中，但飢渴是預備好

樣，祂離開榮耀天家，道成肉身，

領受神的榮耀，如果對神不渴慕，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
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
滄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
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或譯：萬
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
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萬軍之耶和華說：『銀
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這殿
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說的。」( 該二 6-9)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
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
你。」( 賽六十 1)

來到地上，從零開始，與聖靈有相

就無法領受神藉傳道人，要告訴我

神的榮耀是神肉眼看得見的彰

遇的經歷。祂被聖靈的大能充滿才

們的任何信息。

神的工作不是一個事業，也不是

他們必得飽足。」( 太五 6) 很多

一個世俗的普通工作，也許你可做

人只停留在信心，有些人會走進恩

很多工作不需要聖靈，但若要服事

膏，可是卻沒有抵達榮耀的層次。

神，就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完成，這是

要追求進入榮耀，必須要先有飢渴

為什麼很多牧師精疲力竭、沮喪，因

的心與態度。飢渴是神給我們最好

為在他們裡面，沒有為神的靈預備空

的禮物，當神要在我們當中做更深

間。服事是超自然的工作，如果要做

的工作，都是從飢渴開始。對基督

神的工作，必須要有聖靈的大能。

徒而言，最挑戰的是同時在飢渴與

有一次我在南非服事時，神要我

不是祂的作為，而是祂的本相。雖

需要被聖靈充滿，因為事奉不在乎

對會眾說，五分鐘後祂會走進來，

然恩膏和信心是神藉著我們工作，

你的文憑、教育，事奉是關乎耶穌

我就這樣跟他們說。五分鐘後耶穌

是神與人一起同工，但神的榮耀就

與神的大能。耶穌去到約旦河邊，

真的進來了，榮耀就降臨在我們中

是神的同在，是神自己來做，不是

路加福音記載眾百姓都受了洗，耶

間，很多的神蹟奇事發生，我們敬

藉著你或我。有一次我在衣索比亞

穌也在那裡受了洗。那時天開了，

拜神整整三個小時。結束後，我問

講道，當我講到神的榮耀，就是神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

神為什麼今天要來？耶穌說因為他

自己的彰顯與同在，突然有一位婦

祂雖在約旦河裡受水的洗，但聖靈

們渴慕，集體的渴慕帶下神的降臨。

人在後面尖叫，她因為癌症的緣故，

降臨在祂身上那一刻，祂就被膏抹，

飢渴能將我們放在謙卑的姿態，

把舌頭割掉。當時沒人觸摸她，是

也被能力充滿，可以完成父神差遣

使我們必須完全倚靠祂，這就是飢

神自己做，神重新創造她的舌頭。

祂完成的任務。「神怎樣以聖靈

渴真實的現象。很多時候我們失去

藉著信心、恩膏的確可以影響我們

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
你們知道的。祂周流四方，行善
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
為 神 與 祂 同 在。」( 徒 十 38) 膏

飢渴時，神必須將祝福挪開，好叫

的國家，但你要國家真正震動，必

我們再次渴慕。神重用的僕人，不

須仰賴神的榮耀。

在乎事工多龐大、多有恩膏，而是

神的榮耀可以成就任何事。在我

保持謙卑的心態；謙卑與飢渴是一

服事的國家中，有很多因為神的榮

抹就是超自然能力的覆庇，就能做

體兩面，通常一個渴慕的人一定是

耀臨到，而發生的神蹟。祂曾經以

超自然、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如

個謙卑的人。謙卑是渴慕與神同行，

一個供應者的身分顯現，使阿根廷

同耶穌一樣，被賦予權柄去醫治、

有人總是期待神，因為內心的不滿

的十萬披索當場變成十萬美金；也

趕鬼、叫死人復活。

足，形成這樣的渴慕。全心尋求祂，

曾以醫治者出現，使一個九歲男孩

即便經歷很多神蹟奇事，也看很多

原本只有兩歲智商的，回復到九歲

人得醫治釋放，甚至死人復活，許

該有的智商。那是神的作為，祂並

多神超自然的供應，但是仍然渴慕

沒有使用我或其他人，祂直接介入

榮耀的層次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

14 好消息

顯，也是神主權的彰顯。神的榮耀

開始服事。祂是完美的人，然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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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行奇事；神的榮耀與同在，遠遠

會在那個區域形成一種氛圍，猶如

有其位格的存在。神在末世的運動，

超過一個人的恩賜、信心。在神的

氣流一般。有一次，我在巴基斯坦

就是要震動萬國，這就是目前神榮

榮耀裡，瘋狂的事都會發生。神自

服事，會眾約有 120 萬，剛開始感

耀的運行。

己藉著祂的名字，彰顯祂的屬性，

受到整個氛圍好剛硬，但我一走到

要 如 何 將 這 位 看 不 見 的 神， 帶

按著人當時的需要來運行。

台上，就看見成千上萬的人開始敬

到看得見的世界？首先要有飢渴的

在出埃及記中，摩西求耶和華顯

拜、流淚，氛圍開始改變。我相信

心。其次，來敬拜祂，敬拜會觸摸

出祂的榮耀；換句話說，摩西渴望

因為當時我的裡面有神的同在，我

神的心，敬拜中，神會向祂的百姓

看見神的榮耀，也就是看見神的同

承載著這個榮耀，所以是神的榮耀

顯明，是醫治者、供應者、保護者，

在，因為那是可以觸摸且感受得到

改變了整個氛圍。

是那位偉大的自有永有者。神的榮

的。「早晨，你們要看見耶和華

耀降臨有兩個目的，第一，改變你

的 榮 耀， 因 為 耶 和 華 聽 見 你 們
向他所發的怨言了。……」( 出
十六 7) 在約翰福音十一章，耶穌也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
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
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 啟四 5) 圍在神寶座四周有閃電、

對馬大這麼說，你若信，就必見到

雷轟、聲音，那是神的氛圍。敬拜

到，我們都要來回應祂，迎接祂的

神的榮耀。我們不只看見神的榮耀，

能夠營造一個氛圍，讓神自己來到

榮耀降臨。

也要進入神的榮耀。神的同在是一

我們中間，哪裡有敬拜、飢渴，就

種氛圍，當神的同在開始運行時，

是祂造訪的地方。榮耀是一個氛圍，

的心；第二，讓你可以承載榮耀。
當神的同在降臨在你身上時，不要
壓抑。不論神是以甚麼樣的屬性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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