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人間 GOOD MESSAGE

復活的大能
「2019 超自然大能與使徒性教會」特會
連續三年來台，引爆聖靈復興浪潮，神蹟奇事不斷的見證如雲彩般環
繞。美國邁阿密「耶穌君王事工」團隊領袖基耶摩．馬都納多牧師曾
說：「基督教不能只停留在耶穌十字架愛的救贖恩典裡，應進入耶穌
的復活大能裡，藉由超自然的神蹟奇事，證實耶穌現在還活著。」

講員◎基耶摩．馬都納多牧師 / 康麥克牧師
整理◎莊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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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大能是教會的根基
基耶摩．馬都納多牧師

「使

徒 大 有 能 力， 見 證
主 耶 穌 復 活； 眾 人
也都蒙大恩。」( 徒
四 33) 邁阿密事奉學校有個從非
洲來的年輕人，曾在南非被馬都納
多牧師的書感動，開始建立教會，
一年內從十二個人增長到三千人。
馬都納多牧師為這位年輕的牧師
禱告，求聖靈啟動復活的大能在
年輕牧師身上。回到非洲後，教
會有個十九歲的男孩，騎摩托車
出車禍身亡。死者母親打電話給
牧師，並問：你會讓死人復活嗎？
牧師就到殯儀館為死者禱告，憑
藉馬都納多牧師為他啟動復活大
能的信心，斥責死亡的靈，十九
歲男孩當場復活，整個殯儀館瘋
狂了。牧師和他拍照留念時，死
亡號碼牌還掛在他身上。
教會 ( 基督教 ) 的根基之一，就
是復活的大能，這也是教會神蹟
奇事非常重要的一個根基。教會
是在復活的大能中誕生的，神蹟
奇事對初代教會而言，是極普通
的事。可惜今天的教會失去這個
根基，充滿太多的人為，只以人
為的方法來滿足人的需要。
任何事物的力量都來自於它的
根，教會的力量，應該是來自耶
穌復活大能的根基，這是讓超自
然神蹟奇事發生的一切根源，如
果將這個根基從信仰挪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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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義，也沒有能力與生命。
我們因為拒絕這個根源，常以其
他事物來取代。然而，這個根基
卻是我們證明基督最好的武器。
初代教會了解這個根基的重要
性，因此傳講復活的大能，這能
力震動了地方社會與人心，神蹟
奇事一直發生，教會也不斷成長，
因為聖靈的澆灌，許多人都無法
阻止這些人傳講復活的信息。但
今天教會卻改變此信息的真諦，
為了讓人們快樂，所以不想冒犯
人。然而，真理永遠會冒犯人，
而神的能力是來自於真理，不只
是行為表現。
復活的意思就是再一次活過來；
是基督的生命在現在持續著，而
復活的能力卻必須藉由我們彰顯
出來。如果沒有祂的復活，就不
可能享有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祂
的復活持續，表示祂現在仍活著。
全世界其他宗教無法讓他們信仰
的神持續到現在，都只有過去和
未來。但聖經說，復活的基督必
須藉由我們彰顯。與其苦苦等候
神蹟、醫治、釋放的發生，不如
全然相信就是現在會發生，不需
要再等，當我們相信並彰顯復活
的大能，神蹟隨時會發生。
所有的人和宗教都只相信耶穌
是一個稱為基督的人，歷史說祂
曾死在十字架上，但不相信現在
耶穌仍活著，但耶穌和其他宗教
領袖的差別，在於祂的復活，因
為祂是真神的兒子。

我們需要帶著教會進入耶穌現
在的生命，不能把教會留在十字
架上，十字架救贖我們，但是復
活卻給我們能力。十字架的工作
已經完成，現在是彰顯復活的能
力。基督教不是停在十字架上，
而是在耶穌的復活裡面。
復活是超自然開始之端，我們
的重生是從復活開始，也就是一
個超自然的開始。在聖經中，有
五個關於超自然的根基，那是我
們眼未必能見，耳未必能聽聞的
狀態。1. 神的同在 2. 神的榮耀 3.
主的屬靈盛宴 4. 神與以色列百姓
所立的約 5. 新約是復活的大能。
十字架彰顯神的愛，而復活則帶
出祂的能力，聖靈的澆灌就是復
活持續的明證。
聖靈的澆灌證明耶穌是活著的，
拒絕復活的能力也等同拒絕聖靈
的澆灌。復活的大能必須被開啟，
否則只會變成傳統的神學觀念。
很多神學家無法彰顯神的復活，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復活的超自
然能力。大部分的教會對復活也
只是傳統的思想，所以教會也咸
少神蹟奇事，因為復活的大能是
神蹟的根基。
如果我們今天宣告復活的大能，
人體已壞死的器官會活過來，連
我們的夢想、計畫、呼召和生命
的意義都要活過來。光是擁有知
識不夠，必須相信。如果復活的
大能對你不是一個啟示，只會變
成一個神學和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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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
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
不 信， 心 裡 剛 硬， 因 為 他 們 不
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
人。」( 可 十 六 14) 經 文 所 提 到
顯現，就是彰顯、顯示的意思。
門徒眼見耶穌死了，是聖靈向他
們啟示耶穌的復活，他們當中有
人沒看見的，卻能相信，因為耶
穌已向門徒彰顯過祂自己的能力。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我們的信
仰就沒有意義，也會成為作假見
證的人。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我
們的罪也不會得赦免，一個已經
死掉的人無法對我們的生命造成
任何影響。祂的復活證實祂自己
是誰，不只是祂的身分，還包括
祂的能力。因著祂的身分被證實，
祂所說過的話都有其可信度。包
括祂是道路、真理、生命；祂是
生命的糧：祂是醫治者；祂就是
神的兒子。
復活的大能為何重要，因為證
明耶穌說過祂是誰，祂勝過罪和
魔鬼，現在仍然活著。復活的大
能要彰顯撒但被打敗的事實，且
耶穌基督會再回來。我們能證明
祂復活的大能，就是彰顯祂的醫
治與能力，並在現今持續宣告祂
仍活著。相信祂復活的大能，神
蹟奇事就會隨著我們 ( 參可十六
15)。

破除耶洗別的靈
康麥克牧師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
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
的 人。 要 穿 戴 神 所 賜 的 全 副 軍
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
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
作摔跤；下同），乃是與那些執
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
的， 以 及 天 空 屬 靈 氣 的 惡 魔 爭
戰。」( 弗六 10-12) 每一個人都
在屬靈的爭戰內，與看不見、空
中的靈氣來爭戰，我們必須起來
站立抵擋。
仇敵不僅有能力，也有策略和
計畫，為了要打敗我們，偷竊神給
我們的福分和各樣禮物。經文中
提到我們要靠著主的大力作剛強
的人，我們要擁有超自然的能力，
帶著神賜下的能力，成為一個大
能剛強的人；祂還要給你超乎尋
常的力量，這股力量也在大衛王
和耶穌裡面，以至於他們都可以
爭戰得勝，破壞撒但一切的計謀。
神要我們起來抵擋這股勢力，
如果你不抵擋，就會失敗而無法
站立，更無法爭戰，導致妥協。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
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
你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
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
得我來咒詛遍地。」( 瑪四 5-6)
我們不只要站立，更要藉著禱告，
將仇敵推到後面去。在末世的時

候，會有聖靈極大的澆灌，經文中
特別提到以利亞，以利亞對付的是
耶洗別掌控的靈。
掌控的靈影響整個國家，所以
以利亞被神命定，要恢復先知性的
敬拜；他受神差派，醫治並恢復破
碎的心。在末日會有聖靈極大的澆
灌，因為將有極大的爭戰，來對付
屬靈的能力，牠將進入每一個國
家，拆毀破壞所有家庭和人們的生
命。
在列王紀上第十六章敘述耶洗
別是誰，我們由此可明白何為耶洗
別的靈。「暗利的兒子亞哈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前
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八的兒子耶
羅波安所犯的罪；他還以為輕，
又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
別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在撒
瑪利亞建造巴力的廟，在廟裡為
巴力築壇。亞哈又做亞舍拉，他
所行的惹耶和華─以色列神的
怒氣，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諸王更
甚。」( 王上十六 30-33) 亞哈王
被呼召成為一個國家的君王，但是
他卻被一個靈所控制。
耶洗別的名字也出現在啟示錄
中。「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
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
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
他們行姦淫，吃祭偶像之物。」
( 啟二 20) 這是神對教會的責備，
因為教會容讓一個不好的靈存在，
以致犯了屬靈的姦淫，這是一種妥
協；教會在真道上沒有抵擋，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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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並姑息這靈。
耶洗別是西頓王的女兒，西頓
王的意思是，將動物放在陷阱裡，
困住牠。因此，耶洗別的靈會以
陷阱綑綁人，如同以弗所書六章
告訴我們，魔鬼設下陷阱，為了
要捆綁我們。
歷史記載，西頓敬拜兩個神—
巴力和雅舍拉。巴力是主或丈夫的
意思，牠是閃電的王、算命的靈。
拜巴力的要將兒女獻上成為祭物。
亞舍拉是愛與戰爭的神，牠是一
個引誘和恐嚇的靈，會綑綁和抵
擋與之對立的。所以，聖經警告
我們，需要站立並抵擋，因為牠
會誘使我們離開真理，進入錯誤，
使我們污穢。如果我們有大能大
力的靈來爭戰，而且擁有權柄，
才不會被纏累綑綁。耶洗別的靈
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引誘神百姓的心去敬拜
假神。這個靈使我們離開與神的
互動和敬拜，誘使我們以偶像取
代神。在我們的生命中，有什麼
取代了神，可能原來是安慰我們
的，到最後卻成為生命的綑綁，
這就是耶洗別的工作 —引誘我
們的心開始冷淡，漸漸離開神。
所以以利亞被差派進入國家核心，
恢復百姓的心帶回到神面前。
第二、耶洗別是來抵擋合法的
權柄。牠會帶來一個不敬虔的壓
力，捆綁控制你，牠的本意是破
壞並抵擋合法的權柄。神在地上
設立權柄，才會有次序、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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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才有平安臨到。在家裡、社會、
教會、工作都有權柄，而耶洗別
的靈為了掌控百姓，就設法破壞
這些合法的權柄。
讓耶穌生氣的不是罪人，而是
宗教領袖，他們的律法主義掌控
百姓，卻不是真正關心百姓，在
他們的字典裡沒有超自然，所以他
們也拒絕從神而來的超自然能力。
在各個世代裡，都有這樣的靈。
第三、耶洗別所做的，是攻擊
先知並抵擋所有超自然的事工。
聖經記載耶洗別殺了耶和華的眾
先知，她的裡面有仇恨，極度討厭
先知的事工帶來啟示，給百姓洞
見，回轉到神面前。耶洗別會抵
擋、攔阻、耗盡各種方法攻擊你，
一定要起來爭戰，否則定被挾制、
掌控。
耶洗別的靈因要摧毀所有超自
然，所以她才會追殺以利亞；她
也隱藏在百姓當中，蠱惑百姓起
來攻擊先知，並所有超自然的恩
膏。因此我們需要神的大能，才
能站立得住並抵擋這靈。
第四、耶洗別的靈會摧毀每一
個人的身分。耶洗別拜的是巴力
與亞舍拉，亞舍拉有好幾個名字，
它會將男人和女人互相變換，拆毀
原先神所創造的天性。隱藏在靈
背後的權勢，會拆毀我們的身分，
使我們混淆。現今所帶動的同性
運動，也是受到這個靈的掌控。
在聖經中，耶洗別設計竊奪了
拿伯的葡萄園，因為拿伯站在自

己的位置上，保護神所賞賜世代
相傳的產業。現今也有很多作父
母的，對下一代失去了投資、保
護和建造，因為我們被耶洗別的
靈所竊奪。
第五、耶洗別的靈摧毀關係裡
面的次序。她會拆毀在上者，就
是神賜給牧師、丈夫等屬靈領袖
的權柄。權柄中涵蓋次序和管理，
當它受到破壞時，我們的生命都
會扭曲，只有當我們與神對齊時，
生命才會活在對的次序中，次序
要建立在關係上，才能使我們受
到保護。在神的國度裡，屬靈權
柄的運作也要有關係，因為基督
捨命的愛，使祂與我們有了美好
的關係，祂也成了教會的頭。
在婚姻中，丈夫也要起來運用
屬靈的權柄，如果他被動、不站
立，沒有成為家裡的祭司，為這
個家禱告，愛他的妻子與孩子，
參與他們的生命，婚姻是無法運
作得當。耶洗別的靈會乘隙而入，
攻擊作丈夫的，妻子就沒有安全
感，孩子的生命也無法受到保護。
因此，我們要明白靈界裡面的次
序與權柄，然後順服，才能在關
係中蒙福。缺乏尊榮與順服，只
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受傷和破碎。
耶洗別的靈會帶來苦毒與分裂，
所以在瑪拉基書才會提到，末日
的以利亞事工是要使父親的心轉
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末
日有一個極大的問題，是從心裡
而來，當苦毒存在於關係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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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彼此的關係疏離，所以神要
恢復我們的心和關係，重建神的
壇，停止妥協才是上上之道。
亞哈娶了耶洗別，是因被她所
引誘，所以亞哈受到纏累，生命
被綑綁。當我們被不敬虔的事物
所纏累，就容易妥協，生命的門
會向仇敵敞開，因而要留意。當
人的心受傷破碎時，心裡必定有
一些沒有解決和處理的痛。我們
可以選擇降服在聖靈裡，饒恕傷
害我們的人；也有人選擇保留這
個傷害，想辦法保護自己，拒絕
受傷。
當我們設法自救時，就容易受
到耶洗別的靈的綑綁，因為心裡
有一些隱藏的傷害，可能是憤怒
和苦毒，甚至是內在誓言。如果

我們沒有適當處理，就是給耶洗

第九章中，以利亞膏抹了兩種人：

別的靈機會，進入我們的生命。

先知與君王。在今天，這代表使

正確的選擇是，讓耶穌來醫治破

徒與先知的事奉。當耶戶被膏成

碎的心，再一次與天父連合。

為王時，他第一件事就是起來抵

人都以為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

擋耶洗別。在經文中，不論是人

和環境，就不會再受傷。殊不知

們或耶洗別想與耶戶溝通，耶戶

這樣的掌控反而容易帶我們走進

總是二話不說，就拉弓殺了仇敵，

成癮的狀態，等於受到另一個靈

也絲毫不向耶洗別妥協。

的引誘，放棄那位可以醫治我們

耶穌應許給我們權柄，可以代

的永生神。尋找其他的安慰，便

表祂，彰顯祂的力量，踐踏蛇和

會取代真正的醫治，向更多的綑

蠍子。無論在哪一個領域裡，我

綁開門，如同亞哈王一樣，被耶

們都有從神而來的權柄，宣告神

洗別的靈所纏累。

的話，因為耶穌已經爭戰得勝，

要得到神的祝福，必須進入祂

所有的權柄都握在耶穌手裡。回

的次序中，讓屬天的次序成為我

到神的面前，就能恢復生命的權

們生命的次序，當我們順服神，

柄和神兒女的身分，掌管治理祂

恩膏和祝福就會湧流。在列王紀下

所賜給我們的。

9 / 21-10 /12
每週六 10：00《特會精選》時段

2019 超自然大能與使徒性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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