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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能力 
(可 1:1-15) 

     
1:1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1:2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1:3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4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1:5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但河里受他的洗。  
1:6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1:7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後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1:8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1:9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但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1:10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彷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1:11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1:12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1:13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1:14 约翰下监以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 神的福音、  
1:15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信息大纲 
 
一、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  
 
1. 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 1:1) 福音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慈 
    善事业，不是社会改革，不是道德修练，不是历史，不是哲学，甚至不是神学，乃是神的儿 
    子。若耶稣基督没为我们的罪代死，就没有福音; 没有祂的复活，就没有福音。 
2. 神的福音:不但是神儿子的福音，也是神的福音。(帖前 2:7-8,罗 1:1,林後 11:7) 
3. 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那叫人得救的福音。(弗 1:13,罗 1:16) 
4. 福音是惟一关乎神与基督的好消息:惟一的福音。(加 1:6-8) (1)解决罪恶的问题(2)胜过撒但的 
    攻击(3)使忧伤变为喜乐(4)将失望转为盼望(5)死里复活的能力。 
 
二、那比约翰更大的能力   
 
1. 约翰是旧约中最後的先知，他为主开路，也是亲眼见到主的。(太 11:11)   
2. 然而有一位比约翰能力更大的要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 1:7)   
3. 约翰是为主开路的，他在在旷野喊叫，见证主，预备耶和华的路。(赛 40:3-8)   
4. 约翰是神的使者。(1)约翰是报信息的使者。(赛 40:9-11) (2)神差他来为耶稣施洗。(约 1:31- 
    34)  (3)更大的见证。(约 5:35-36)  (4)更大的能力。 (约 10:41-42)    
5.约翰有以利亚的心志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为主豫备合用的百姓。(路 1:17)   
6. 主第一次再来约翰开路。(太 11:13-14)  第二次来以利亚出现。(启 11:6)   
 
三、胜过撒但试探的能力   
 
    马可福音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天来到世上，站在人的立场，成为一位谦卑的仆人，服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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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督给我们作仆人的榜样。希腊文有一个字 ευθυς这字中文大多翻译成「立刻」。在全本新约
出现了八十次，但在马可福音出现了四十次。耶稣出来服事前，等候了三十年。一出来「立刻」
就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可 1:10)  接着圣灵又「立刻」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受魔鬼的试探。(可
1:12)  当祂在加利利呼召门徒时，门徒「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可 1:18)  亚当犯罪後，世
界的王撒但窃夺了一切控制现今世代的能力，因此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 (约一 5:19)  因着
耶稣更大的能力，我们在基督里必然能胜过撒但和一切邪恶势力。 
 
 
 

讲章 
                                                     
    上周五是中国的新年，感谢主!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和弟兄姊妹们一同为今年神更大的能力和恩典
临到我们教会祷告。新年是除旧布新的一天，新年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在神面前立定心志，
恒久靠主的一天，但愿新年愿望是与神永恒的心意有关，能更多的读经、祷告、事奉上重新得
力，如鹰展翅上腾，力上加力。 
 
    过年时在美国有些地方也能听到鞭炮声，虽然比不过烟火的爆炸力，但也带了喜气洋洋的气
氛。听到鞭炮声总是想起中国人古代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板印刷术。在极大
的层面推进了人类的文明。火药是在高山开道路，在陆地上开运河常用的，指南针拓展了远洋航
海，发现新大陆。造纸和印刷术更让知识可以加增，教育可以普及，历史容易记载，流传，远
播。 
 
    讲到鞭炮，它有爆炸力。忆儿时，新年放鞭炮。有次不小心把左手炸到了，幸运的是手红肿了
几个礼拜就好了。有次我遇见一个人，他很聪明能干，但是左手没有了。他告诉我是小的时候玩
鞭炮被炸伤，截肢了。 
 
    火药有能力，核子弹有更大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以为德国的核子弹已经研发出来
了，就选定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区洛斯阿拉摩斯加紧「曼哈顿计划」。1945 年春，美军进占德国西
部，发现纳粹的核研究只限於实验室阶段而没有武器制造计划。爱因斯坦得知後，马上向白宫提
出不必要再使用核武器。美国 7 名着名科学家也起草了请愿书，认为使用核弹会带来严重的道德
问题，在世界上也将开创毁灭性攻击的先例并引发核竞赛。何况日本败降在即，已用不着原子
弹。然而，核弹一旦制造出来，就不由科学家而是由政治家说了算了。7 月，原子弹试爆成功。美
国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三颗原子弹都是从提尼安岛装载起飞的。现在岛上留有当时安放原子弹的铁
架等遗迹。1945 年 8 月 6 日早上 8 点 15 分，艾诺拉．盖号在广岛上空投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枚用於
战争的枪式原子弹，造成广岛十万多居民死亡。1945 年 8 月 9 日，B-29 轰炸机大货柜在长崎上空
投下收聚式原子弹，导致长崎市近四万人直接死亡，总计十四万人员死伤。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
标准时间中午 12 点，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核轰炸的消息传来，杜鲁门和许多官员兴高采烈，大多数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却心
情沉重。爱因斯坦便痛心地说，当初致信罗斯福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
憾。他甚至懊悔当初从事的科研，「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錶匠。」 这一个更大的能力，并没有
给人类带来更长远的祝福。 
 
    今天早晨，让我们一同从马可福音第一章 1-15 节来看一个能带给人真正祝福的更大的能力。让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 我们何等的喜乐! 旧约过去了，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这是一个
全新的国度的时代。让我们接着看基督耶稣在新约中基督耶稣这国度的君王如何谦卑地来到世
上，顺服您的旨意，作殷勤的仆人，扭转人心，好让祝福临到众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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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  
 
1. 耶稣基督的福音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 1:1) 
   
    福音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慈善事业，不是社会改革，不是道德，不是修练，不是历史，不是哲
学，甚至不是神学，乃是神的儿子。神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埋葬，复活。没有神儿子的代死就没
有福音，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
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
三天复活了．」(林前 15:1-4) 
  
2. 神的福音 
   
    不但是神儿子的福音，也是神的福音。 
 
    使徒保罗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愿意传神的福音，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
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
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前 2:7-8)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罗 1:1)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麽。」(林後 11:7)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提前 1:11)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
结局呢。」(彼前 4:17)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西 2:9) 
 
3. 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为印记．」(弗 1:13)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弗 6:15) 
  
 这福音是神与人和好的福音。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
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忿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
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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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藉着他、以神为乐。」(罗 5:8-12)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罗
1:16)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
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麽．不也
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麽．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罗 4:6-9) 
  
4. 福音是唯一关乎神与基督的好消息 
 
    福音是唯一关乎神与基督的好消息，其他的都是赝品。使徒保罗说:「希奇你们这麽快离开那藉
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
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
被咒诅。」(加 1:6-8) 
 
    福音是唯一关乎神与基督的好消息的五个主要原因:  
 
(1) 解决罪恶的问题 
(2) 胜过撒但的攻击  
(3) 使忧伤变为喜乐  
(4) 将失望转为盼望  
(5) 死里复活的能力 
   
二、那比约翰更大的能力   
 
1:2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1:3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4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1:5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但河里受他的洗。  
1:6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1:7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後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 
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1:8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1:9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但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1:10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彷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1. 没有大过约翰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
还大。」(太 11:11)   
   
  然而时代变迁了，我们在基督里，没有惧怕。因为基督大过一切。 
 
2. 有一位比约翰能力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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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位在我以後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可 1:7)   
 
3. 约翰是为主开路的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
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
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罢．有一个说、我喊叫甚麽
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
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赛 40:3-8)   
 
4. 约翰是神的使者 
 
(1) 施洗约翰是报信息的使者 
 
「报好信息给锡安的阿、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阿、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
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
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
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赛 40:9-11)   
 
(2) 神差他来为耶稣施洗 
 
  神差来的就是神的使者。施洗约翰为耶稣作见证，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
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彷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
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 1:31-34)   
 
(3) 更大的见证 
 
「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
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约 5:35-36)   
 
(4) 更大的能力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
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约 10:41-42)   
 
5. 约翰有以利亚的心志和能力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
慧．又为主豫备合用的百姓。」(路 1:17)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
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 4:5-6)   
 
6. 主第二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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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主作开路先锋。「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
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太 11:13-14)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利亚要为祂作见证。「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
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作完见证的时
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启 11:6)   
 
三、胜过撒但试探的能力   
 
1:9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但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1:10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彷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1:11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1:12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1:13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1:14 约翰下监以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 神的福音、  
1:15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1. 受洗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但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
了、圣灵彷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可 1:9-11) 
 
2. 受试探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
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
悔改、信福音。」(可 1:12-15) 
 
3. 完全顺服 
 
   马可福音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天来到世上，站在人的立场,成为一位谦卑的仆人，服事众
人。基督给我们作仆人的榜样。希腊文有一个字 ευθυς这字中文大多翻译成「立刻」。在全本新约
出现了八十次，但在马可福音出现了四十次。耶稣出来服事前，等候了三十年。一出来「立刻」
就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从水里一上来。」(可 1:10) 接着圣灵又「立刻」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受魔鬼的试探。「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可 1:12)  当祂在加利利呼召门徒时，门徒「立
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立刻舍了网，跟从了祂。」 (可 1:18) 

    亚当犯罪後，世界的王撒但窃夺了一切控制现今世代的能力，因此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
下。(约一 5:19)  因着耶稣更大的能力，我们在基督里必然能胜过撒但和一切邪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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