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行在超自然大能
奧秘的關鍵
講員◎馬都納多牧師
整理◎莊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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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五十五 11) 人總是尋找有能力
和恩膏的人為自己按手禱告，但
是我們只需要在神的話語中，就
可以找到能力。天地會廢去，只
有神的話永遠立定。當我們傳講
神的話語，神蹟奇事就會發生，
神的真理蘊藏著無窮的大能。

父性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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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超 自 然 大 能 與 使 徒 性
特會中，有許多的奇妙醫
治發生。馬都納多牧師談
到神大能的運行要在真理的聖靈
中，高舉耶穌十架，才能彰顯神
的榮耀。假如我們所傳的真理，
沒有聖靈大能的明證和展現，禱
告便是徒然。
以下為馬都納多牧師四堂信息
摘要：

開啟神超自然能力的五個鑰匙
1. 神的能力透過關係彰顯
神彰顯能力之前，必定先顯露
祂的名字，因為祂要得著榮耀，
且會透過與人的關係彰顯。例如
祂向亞伯拉罕顯明自己是全能的
神，因為祂渴望與人建立連結與
關係。祂不要在自己的百姓眼中，
成為無以辨認的奧秘，而人則是
藉著禱告，得以更多認識神，因
此，神的能力也會藉著禱告的管
道進入，禱告的人是大有能力的
人。人總是尋找能力，但神尋求
的是關係，藉著禱告與神建立關
係，自然就會產生更多能力。
2. 能力的源頭是神自己

「 神 說 了 一 次 兩 次， 我 都 聽
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 詩
六十二 11) 能力屬乎神，但是教
會卻常尋求 B 計畫，來滿足弟兄
姊妹的需要，我們其實沒有別的

選項，而道德無法產生能力，只
有神的能力，才能讓我們活出聖
潔的道德生活。
3. 神的能力是在人的期待中發生
而非意外
醫治釋放不會在意外中進行，
而是有目的性而發生的。我們要存
著信心，期待從神而來美好的事。
當神看見我們的期待，就會彰顯
祂的能力，來滿足我們的渴望。
4. 神的能力是創造性的
神創造了天地萬物 ( 創一 1；啟
四 11)，很多神的兒女只知道祂是
拯救的主，卻不認識祂是造物主；
祂能創造天地，也能創造新的骨
頭器官，祂是行神蹟奇事的神！
有一次，一位牧師奉獻給我十萬
阿根廷披索，他去換錢時，十萬
阿根廷幣竟然變成了十萬美金。
我們常常將神限在框架中，但神
是創造的主，祂時刻在做新事；
我們的渴慕會帶來神蹟奇事。
5. 神的能力在於真理
能力的本質是神的真理，神不
會在真理本質以外運行。當我們
傳講真理，神的能力就會來證實
我們所傳的道。當我們擁有真理，
就成為承載能力的器皿。神的能
力永遠在祂的話語中。「我口所

出 的 話 也 必 如 此， 決 不 徒 然 返
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
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有一次，馬都納多牧師在禱告
中，親自聽到神對他說：「你知
道我是你的救主，卻不知道我是
你的父親。」這是一個相當震撼
的信息。

「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
接 待 我； 若 有 別 人 奉 自 己 的 名
來，你們倒要接待他。」( 約五
43) 父最高的彰顯就是耶穌，祂是
奉父的名而來，當我們拒絕耶穌，
就是拒絕天父，等於進入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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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今天的社會進入咒詛中，因為
許多人拒絕上帝的父性，這是出
於魔鬼的作為，是牠使大家拒絕
父親，受父親的傷害，因此許多
人無法對天父敞開。敵基督的靈
抵擋家庭和婚姻，牠藉由一些人
事物替代了父親所能給我們的，
但真理卻告訴我們，只有天上的
父，才能給我們恩膏、產業和所
有的一切。
父親絕對不是教師、教練，或
帶你信主的人，而是給予你生命，
與你建立真正的關係，供應你所
需的源頭。「各樣美善的恩賜和
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
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 雅一 17) 我們擁有天父的形象，
是與祂有關係的，而不是某偉人
的孩子，也不是所謂富二代、星
二代，乃是天父的孩子，而且我
們是有產業的，所以要尊榮這位

9

天上的父。
所 謂 的「 父 」 有 三 種：1. 天 父
( 太廿三 8)。天父是生命的源頭，
源頭是能力的起源，所有看得見、
看不見的事物都是從起初而來。
母親產出生命，但卻是父親給與
生命！ 2. 自然的父。是我們在地
上家裡的父親，在家裡最高的權
柄是父親，男人最高的尊榮就是
成 為 父 親。3. 屬 靈 的 父 ( 林 前 四
18；提前一 8)。就如同保羅是提
摩太的屬靈父親一樣，屬靈父親
要成為最高的榜樣。
父親能夠建立我們的身分，給
予我們名字和品格，在任何方面，
當你沒有因著天父去做事，就不
會持久堅固，也沒有安全感。耶
穌成為人的時候，服事之前，先
蒙父神確立身分，我們因著耶穌
成為神的兒女，也需要在神命定
我們做事之前，先確立身分。父
親不僅給我們身分，也建構我們
的未來，改變我們的生命本質。
我們是擁有天父 DNA 的兒女，因
此要學習像祂一樣。

方言的奧秘
創世記十一章記載了巴別塔事
件，人類因建塔想高過神，所以
上帝使他們的語言分岐，分散到
各地，是人類方言的起始。五旬
節時聖靈落在各人頭上，大家都
說起別國的話，是屬靈方言的開
始。
方言是一種超自然的能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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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教人講方言，只能教人如何
領受，因為方言是從聖靈而來，
講方言是超自然的神蹟。「我若

用 方 言 禱 告， 是 我 的 靈 禱 告，
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 林前
十四 14) 用方言禱告，是悟性無
法理解的，但不能以說方言為恥，
因為那是神給的禮物，方言的起
頭是超自然的事件。當你開始講
方言，思想會沒有果效，所以聽
不懂、不明白，因為不是對人說，
而是對神說。
所謂超自然的方言有哪些？
人的語言：「都驚訝希奇說：
看哪，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
嗎？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
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 徒
二 7-8) 這是方言的最底層，因為
神，這 120 個門徒在五旬節，講
各國的語言，這是神所賜的一種
彰顯，讓各國各地來的人看見這
神蹟。「這樣看來，說方言不是
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
人；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
作證據，乃是為信的人。」( 林
前十四 22) 這是給非信徒的記號。
我有一些朋友不會講西班牙語，
卻突然唱出西班牙的歌，因為在
場有一些西班牙人，需要聽見關
於神的作為，所以上帝就使用他
們的語言對他們說話。
天使的話語：「我若能說萬人
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 林
前十三 1) 希伯來書說天使都是服
役的靈，是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

恩的人效力的。所以，當我們講
方言不只是講人的語言，也有的
是講天使的話語。我在墨西哥講
道時，所有的人開始用方言禱告，
突然間所有的人都聽到祭壇上有
歌聲，那是聖靈在我們用方言禱
告時，也啟動天使的運行。有時
天使會帶新的器官給有需求的人，
有人曾經感受到一股熱流和一隻
手伸進身體，將新的腎臟換掉已
壞死的腎臟。
奧秘的方言：「那說方言的，

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
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
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林
前十四 2) 非對人說，乃是對神說，
是方言最高的境界。人聽不懂，
魔鬼也聽不懂，只有神聽得懂。
聖靈會讓那些連人、天使、邪靈
都不知道的奧秘彰顯出來。有很
多事我們不了解，當你用方言禱
告時，卻能在靈裡開始理解，那
不是人的邏輯能解釋的內容，只
有聖靈運行才懂。當我們領受聖
靈，就有能力了解奧秘。
用方言禱告會造就屬靈人，使
其有容量接受神更多的恩典，每次
用方言禱告就會更擴大容量，領
受更多神的恩典，思想也會改變。
每一天用方言禱告，要不斷產生
新方言，如果一直講同樣的方言，
禱告生命會容易停滯不前。此外，
方言也會賜下啟示性的知識，釋
放神的奧秘讓我們明白。在教會
常用方言禱告，會帶出屬靈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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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發生更多神蹟奇事。
當我們常用方言為國家禱告，
我們的國家、社會、家庭和職場
都會改變，教會也能因此常被聖
靈充滿。可惜，有很多牧者有知
識和話語，但卻沒有聖靈的經歷，
因此要不斷地用方言為教會和牧
者禱告，聖靈會持續不斷動工，
也許會顯露一些問題，但神會按
照祂的心意和時候來解決。

聖靈來的三個目的
「 主 就 是 那 靈； 主 的 靈 在 那
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林後
三 17) 聖靈是非常溫柔的，所以
我們要降服且順服祂，否則祂不
運行。「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
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
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
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 約十四 26) 聖靈是老師，祂要教
導我們一切的事。教會必須瞭解聖
靈的目的與祂要做的事，但祂不
會獨自完成，除非是與你我合作，
所以我們需要祂，祂也需要我們。
聖靈所做的每一個工作都需要
三項條件：1. 順服 2. 降服 3. 合
作。當祂要去做一件事祝福人時，
我們必須先降服祂。若你不順服，
就消滅聖靈的感動，祂會相當悲
傷，因為祂需要你的合作。聖靈
所給的每一個恩賜，都需要你的
順服、合作。有時人或許想不通，
然而一旦人降服，祂就會去做。
天父是恩膏者，耶穌是受膏者，

聖靈就是那一個恩膏，所以聖靈也
稱為見證者。不只是一個見證者，
祂還能夠啟示真理，稱為真理的
靈。祂也是生命的靈，因為有聖
靈的地方就有生命，有聖靈感覺
就不一樣，你會覺得舒適、被愛、
平安。聖靈是三位一體其中一位，
天父在天堂，聖子坐在祂右邊，
而聖靈則在地上運行。耶穌應許
聖靈的來到，聖靈也證實耶穌的
復活是真實的。
聖靈的澆灌就是復活的持續。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聖靈的澆灌，
有時候要等到一個季節，才會看
到聖靈一個極大的澆灌，是為了
要：1. 完成預言 2. 讓你知道耶穌
的再來 3. 在末日看見靈魂的豐收
4. 帶來列國的轉化。不是每個人
都想要聖靈運行澆灌在他們的生
命，當有人或國家拒絕聖靈，屬
靈光景就變得非常枯乾，也會影
響到生活。但那些得著聖靈充滿
澆灌的，便有極大的復興和翻轉。
當聖靈在一個信徒身上，祂會
讓這個人知道過去、現在和未來。
有一次我在瓜地馬拉講道，當我
在禱告，主對我說這個國家的火
山會爆發，我知道那是未來會發
生的事，我就對全國說出來。三
年後火山爆發，死了很多人。聖
靈提早讓我們知道，是期望我們
能禱告，甚至藉著禱告扭轉環境。
彼得的影子醫好病人，保羅的手
能讓大能的神蹟發生，這些人能
被聖靈使用，因為他們降服於聖

靈。聖靈來的目的在於：
一、彰顯耶穌 (Reveal Jesus)
當有神蹟發生，那不是你的能
力，而是耶穌。是聖靈藉著你彰
顯耶穌是一個醫治者；聖靈啟示
耶穌是誰，啟示十字架的救恩。
講員的信息若能高舉耶穌和祂釘
十字架，聖靈就會賜予能力，因
為聖靈就是要彰顯耶穌！
二、見證耶穌 (Testify Jesus)
聖靈先彰顯耶穌，打開我們的
眼睛。「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

師 來， 就 是 從 父 出 來 真 理 的 聖
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 約十五 26) 祂不講自己，永遠為
耶穌作見證；當我們被聖靈充滿，
也要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聖
靈藉由我們來成為見證人，我們
就擁有權柄與能力。如果沒有聖
靈，你就不能成為一個好的見證
人。聖靈將能力放在你裡面，並
給你啟示。創造天地是神彰顯祂
的能力；四千年後，神成為人來
到世界，藉由耶穌彰顯祂的能力；
耶穌死而復活升天之後，聖靈繼
續見證神的能力。
聖靈會使用人來為耶穌作見證，
我們要向別人傳講耶穌，很多基
督徒從來不作見證，也等於不與
聖靈合作，不降服於祂。然而，
我們一定要成為耶穌有能力的見
證人，將大能的福音傳給人。
三、展現耶穌 (Demonstrate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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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
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
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
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 林前二 4-5) 可惜很多教導神學
的教牧同工，沒有辦法展現耶穌，
明證他們所相信的。如果不能明
證自己所相信的，最好不要教導。
聖經說耶穌成為貧窮，是為了
讓你成為富足。耶穌已經為我們付
了代價，為什麼我還要成為貧窮？
如果有疾病在身，就要從聖靈領
受醫治，我們要明證、展現耶穌，

力行所教導的。當你傳講耶穌，
聖靈就會做該做的，祂不會讓你
羞愧，祂會明證耶穌的能力。
在末日中，抵擋聖靈運行與澆
灌最大的敵人：1. 知識的靈：知
識的靈會在每個講道中邏輯化，
最後什麼都不信。2. 宗教的靈：
宗教的靈對任何超自然神蹟，都
會攻擊、斥責、審判。
要如何成為聖靈的器皿？
1. 成為一個冒險者。有感動就憑
信心去做，只要榮耀和彰顯耶
穌，讓聖靈為耶穌作見證。

2. 降服於祂。每一次祂感動你，
就照著去行。
3. 要渴慕聖靈。「飢渴慕義的人」
必得飽足。
所有復興都有一個開始，就是人
們會生發飢渴。如果你已經空了，
要讓燈充滿新油，讓聖靈再次澆
灌運行。讓聖靈幫助我們見證、彰
顯、展現耶穌是誰，聖靈會彰顯能
力，使我們行出神蹟奇事，轉化我
們的家庭、職場、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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