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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能力 
(可 1:1-15) 

     
1: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1:2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1: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4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1:5 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1: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1:7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1: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11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1:12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1:13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1: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  
1:15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信息大綱   
 

一、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  
 
1. 耶穌基督的福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 1:1) 福音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慈 
    善事業，不是社會改革，不是道德修練，不是歷史，不是哲學，甚至不是神學，乃是神的兒 
    子。若耶穌基督沒為我們的罪代死，就沒有福音; 沒有祂的復活，就沒有福音。 
2. 神的福音:不但是神兒子的福音，也是神的福音。(帖前 2:7-8,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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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6) 
4. 福音是惟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惟一的福音。(加 1:6-8) (1)解決罪惡的問題(2)勝過撒但的 
    攻擊(3)使憂傷變為喜樂(4)將失望轉為盼望(5)死裏復活的能力。 
 
二、那比約翰更大的能力   
 
1. 約翰是舊約中最後的先知，他為主開路，也是親眼見到主的。(太 11:11)   
2. 然而有一位比約翰能力更大的要來，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可 1:7)   
3. 約翰是為主開路的，他在在曠野喊叫，見證主，預備耶和華的路。(賽 40:3-8)   
4. 約翰是神的使者。(1)約翰是報信息的使者。(賽 40:9-11) (2)神差他來為耶穌施洗。(約 1:31- 
    34)  (3)更大的見證。(約 5:35-36)  (4)更大的能力。 (約 10:41-42)    
5.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為主豫備合用的百姓。(路 1:17)   
6. 主第一次再來約翰開路。(太 11:13-14)  第二次來以利亞出現。(啟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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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勝過撒但試探的能力   
 
    馬可福音講到耶穌是神的兒子，從天來到世上，站在人的立場，成為一位謙卑的僕人，服事
眾人。基督給我們作僕人的榜樣。希臘文有一個字 ευθυς這字中文大多翻譯成「立刻」。在全本
新約出現了八十次，但在馬可福音出現了四十次。耶穌出來服事前，等候了三十年。一出來
「立刻」就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可 1:10)  接著聖靈又「立刻」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受魔鬼的
試探。(可 1:12)  當祂在加利利呼召門徒時，門徒「立刻」捨了網，跟從了耶穌。(可 1:18)  亞
當犯罪後，世界的王撒但竊奪了一切控制現今世代的能力，因此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下。 
(約一 5:19)  因著耶穌更大的能力，我們在基督裏必然能勝過撒但和一切邪惡勢力。 
 

講章 
                                                     

    上週五是中國的新年，感謝主!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和弟兄姊妹們一同為今年神更大的能力和
恩典臨到我們教會禱告。新年是除舊佈新的一天，新年是一個新的開始，讓我們在神面前立定
心志，恆久靠主的一天，但願新年願望是與神永恆的心意有關，能更多的讀經、禱告、事奉上
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力上加力。 
 
    過年時在美國有些地方也能聽到鞭炮聲，雖然比不過煙火的爆炸力，但也帶了喜氣洋洋的氣
氛。聽到鞭炮聲總是想起中國人古代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和活字板印刷術。在極
大的層面推進了人類的文明。火藥是在高山開道路，在陸地上開運河常用的，指南針拓展了遠
洋航海，發現新大陸。造紙和印刷術更讓知識可以加增，教育可以普及，歷史容易記載，流
傳，遠播。 
 
    講到鞭炮，它有爆炸力。憶兒時，新年放鞭炮。有次不小心把左手炸到了，幸運的是手紅腫
了幾個禮拜就好了。有次我遇見一個人，他很聰明能幹，但是左手沒有了。他告訴我是小的時
候玩鞭炮被炸傷，截肢了。 
 

    火藥有能力，核子彈有更大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以為德國的核子彈已經研發出來

了，就選定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區洛斯阿拉摩斯加緊｢曼哈頓計劃｣。1945 年春，美軍進佔德國西

部，發現納粹的核研究只限於實驗室階段而沒有武器製造計劃。愛因斯坦得知後，馬上向白宮

提出不必要再使用核武器。美國 7 名著名科學家也起草了請願書，認為使用核彈會帶來嚴重的

道德問題，在世界上也將開創毀滅性攻擊的先例並引發核競賽。何況日本敗降在即，已用不著

原子彈。然而，核彈一旦製造出來，就不由科學家而是由政治家說了算了。7 月，原子彈試爆

成功。美國投向廣島和長崎的三顆原子彈都是從提尼安島裝載起飛的。現在島上留有當時安放

原子彈的鐵架等遺迹。1945 年 8 月 6 日早上 8 點 15 分，艾諾拉·蓋號在廣島上空投下人類歷史

上第一枚用於戰爭的槍式原子彈，造成廣島十萬多居民死亡。1945 年 8 月 9 日，B-29 轟炸機

大貨櫃在長崎上空投下收聚式原子彈，導致長崎市近四萬人直接死亡，總計十四萬人員死傷。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標準時間中午 12 點，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核轟炸的消息傳來，杜魯門和許多官員興高采烈，大多數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卻心
情沉重。愛因斯坦便痛心地說，當初致信羅斯福提議研製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遺
憾。他甚至懊悔當初從事的科研，｢早知如此，我寧可當個修錶匠。｣ 這一個更大的能力，並沒
有給人類帶來更長遠的祝福。 



 3

    今天早晨，讓我們一同從馬可福音第一章 1-15 節來看一個能帶給人真正祝福的更大的能
力。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親愛的天父! 我們何等的喜樂! 舊約過去了，我們活在新約的時代，
這是一個全新的國度的時代。讓我們接著看基督耶穌在新約中基督耶穌這國度的君王如何謙卑
地來到世上，順服您的旨意，作殷勤的僕人，扭轉人心，好讓祝福臨到眾人。禱告奉耶穌基督
得勝的名。  

一、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  
 
1. 耶穌基督的福音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 1:1) 
   
    福音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慈善事業，不是社會改革，不是道德，不是修練，不是歷史，不是
哲學，甚至不是神學，乃是神的兒子。神兒子為我們的罪死，埋葬，復活。沒有神兒子的代死
就沒有福音，沒有復活就沒有福音。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
站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日
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
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林前 15:1-4) 
  
2. 神的福音 
   
    不但是神兒子的福音，也是神的福音。 
 
    使徒保羅愛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他願意傳神的福音，他說:「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
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
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 2:7-8)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羅 1:1) 
 
「我因為白白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就自居卑微、叫你們高升、這算是我犯罪麼。」(林後 11:7) 
 
「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提前 1:11)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
的結局呢。」(彼前 4:17)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西 2:9) 
 
3. 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
聖靈為印記．」(弗 1:13)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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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福音是神與人和好的福音。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他
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
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
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羅 5:8-12)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羅 1:16)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來、這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的人
麼．不也是加給那未受割禮的人麼．因我們所說、亞伯拉罕的信、就算為他的義。」(羅 4:6-9) 
  
4. 福音是唯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 
 
  福音是唯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其他的都是贗品。使徒保羅說:「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
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
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
就應當被咒詛。」(加 1:6-8) 
 
    福音是唯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的五個主要原因: (1) 解決罪惡的問題 (2) 勝過撒但的攻擊 
(3) 使憂傷變為喜樂 (4) 將失望轉為盼望 (5) 死裏復活的能力 
   
二、那比約翰更大的能力   
 
1:2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1: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4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1:5 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1: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1:7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 

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1: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 沒有大過約翰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裏最小的、比
他還大。」(太 11:11)   
   
  然而時代變遷了，我們在基督裏，沒有懼怕。因為基督大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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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一位比約翰能力更大的 
 
  我們在基督裏「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
的。」(可 1:7)   
 
3. 約翰是為主開路的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
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有人聲說、你喊叫罷．有一個說、我喊
叫甚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
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賽 40:3-8)   
 
4. 約翰是神的使者 
 
(1) 施洗約翰是報信息的使者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阿、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阿、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
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
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
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賽 40:9-11)   
 
(2) 神差他來為耶穌施洗 
 
  神差來的就是神的使者。施洗約翰為耶穌作見證，說:「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
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
的身上。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
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約 1:31-34)   
 
(3) 更大的見證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
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約 5:35-36)   
 
(4) 更大的能力 
 
「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裏．他們說、約翰一件神蹟沒有行過．但約翰指著這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
真的。在那裏信耶穌的人就多了。」(約 10:41-42)   
 
5. 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
慧．又為主豫備合用的百姓。」(路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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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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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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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第二次再來 
 
    耶穌基督第一次來的時候，施洗約翰為主作開路先鋒。「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
為止。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太 11:13-14)   
 
   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以利亞要為祂作見證。「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
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他們作完見證
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啟 11:6)   
 
三、勝過撒但試探的能力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1: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11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1:12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1:13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1: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  
1:15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1. 受洗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
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可
1:9-11) 
 
2. 受試探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
來伺候他。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
們當悔改、信福音。」(可 1:12-15) 
 
3. 完全順服 
 
   馬可福音講到耶穌是神的兒子，從天來到世上，站在人的立場,成為一位謙卑的僕人，服事眾
人。基督給我們作僕人的榜樣。希臘文有一個字 ευθυς這字中文大多翻譯成「立刻」。在全本新
約出現了八十次，但在馬可福音出現了四十次。耶穌出來服事前，等候了三十年。一出來「立
刻」就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他從水裏一上來。」(可 1:10) 接著聖靈又「立刻」把耶穌催到
曠野裏去受魔鬼的試探。「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可 1:12)  當祂在加利利呼召門徒
時，門徒「立刻」捨了網，跟從了耶穌。「立刻捨了網，跟從了祂。」 (可 1:18)  
 
    亞當犯罪後，世界的王撒但竊奪了一切控制現今世代的能力，因此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
下。 (約一 5:19)  因著耶穌更大的能力，我們在基督裏必然能勝過撒但和一切邪惡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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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能力 
(可 1:1-15) 

     
1: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1:2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1: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4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1:5 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1: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1:7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1: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11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1:12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1:13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1: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  
1:15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信息大綱   
 

一、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  
 
1. 耶穌基督的福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 1:1) 福音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慈 
    善事業，不是社會改革，不是道德修練，不是歷史，不是哲學，甚至不是神學，乃是神的兒 
    子。若耶穌基督沒為我們的罪代死，就沒有福音; 沒有祂的復活，就沒有福音。 
2. 神的福音:不但是神兒子的福音，也是神的福音。(帖前 2:7-8,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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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6) 
4. 福音是惟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惟一的福音。(加 1:6-8) (1)解決罪惡的問題(2)勝過撒但的 
    攻擊(3)使憂傷變為喜樂(4)將失望轉為盼望(5)死裏復活的能力。 
 
二、那比約翰更大的能力   
 
1. 約翰是舊約中最後的先知，他為主開路，也是親眼見到主的。(太 11:11)   
2. 然而有一位比約翰能力更大的要來，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可 1:7)   
3. 約翰是為主開路的，他在在曠野喊叫，見證主，預備耶和華的路。(賽 40:3-8)   
4. 約翰是神的使者。(1)約翰是報信息的使者。(賽 40:9-11) (2)神差他來為耶穌施洗。(約 1:31- 
    34)  (3)更大的見證。(約 5:35-36)  (4)更大的能力。 (約 10:41-42)    
5.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為主豫備合用的百姓。(路 1:17)   
6. 主第一次再來約翰開路。(太 11:13-14)  第二次來以利亞出現。(啟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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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勝過撒但試探的能力   
 
    馬可福音講到耶穌是神的兒子，從天來到世上，站在人的立場，成為一位謙卑的僕人，服事
眾人。基督給我們作僕人的榜樣。希臘文有一個字 ευθυς這字中文大多翻譯成「立刻」。在全本
新約出現了八十次，但在馬可福音出現了四十次。耶穌出來服事前，等候了三十年。一出來
「立刻」就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可 1:10)  接著聖靈又「立刻」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受魔鬼的
試探。(可 1:12)  當祂在加利利呼召門徒時，門徒「立刻」捨了網，跟從了耶穌。(可 1:18)  亞
當犯罪後，世界的王撒但竊奪了一切控制現今世代的能力，因此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下。 
(約一 5:19)  因著耶穌更大的能力，我們在基督裏必然能勝過撒但和一切邪惡勢力。 
 

講章 
                                                     

    上週五是中國的新年，感謝主!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和弟兄姊妹們一同為今年神更大的能力和
恩典臨到我們教會禱告。新年是除舊佈新的一天，新年是一個新的開始，讓我們在神面前立定
心志，恆久靠主的一天，但願新年願望是與神永恆的心意有關，能更多的讀經、禱告、事奉上
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力上加力。 
 
    過年時在美國有些地方也能聽到鞭炮聲，雖然比不過煙火的爆炸力，但也帶了喜氣洋洋的氣
氛。聽到鞭炮聲總是想起中國人古代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和活字板印刷術。在極
大的層面推進了人類的文明。火藥是在高山開道路，在陸地上開運河常用的，指南針拓展了遠
洋航海，發現新大陸。造紙和印刷術更讓知識可以加增，教育可以普及，歷史容易記載，流
傳，遠播。 
 
    講到鞭炮，它有爆炸力。憶兒時，新年放鞭炮。有次不小心把左手炸到了，幸運的是手紅腫
了幾個禮拜就好了。有次我遇見一個人，他很聰明能幹，但是左手沒有了。他告訴我是小的時
候玩鞭炮被炸傷，截肢了。 
 

    火藥有能力，核子彈有更大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以為德國的核子彈已經研發出來

了，就選定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區洛斯阿拉摩斯加緊｢曼哈頓計劃｣。1945 年春，美軍進佔德國西

部，發現納粹的核研究只限於實驗室階段而沒有武器製造計劃。愛因斯坦得知後，馬上向白宮

提出不必要再使用核武器。美國 7 名著名科學家也起草了請願書，認為使用核彈會帶來嚴重的

道德問題，在世界上也將開創毀滅性攻擊的先例並引發核競賽。何況日本敗降在即，已用不著

原子彈。然而，核彈一旦製造出來，就不由科學家而是由政治家說了算了。7 月，原子彈試爆

成功。美國投向廣島和長崎的三顆原子彈都是從提尼安島裝載起飛的。現在島上留有當時安放

原子彈的鐵架等遺迹。1945 年 8 月 6 日早上 8 點 15 分，艾諾拉·蓋號在廣島上空投下人類歷史

上第一枚用於戰爭的槍式原子彈，造成廣島十萬多居民死亡。1945 年 8 月 9 日，B-29 轟炸機

大貨櫃在長崎上空投下收聚式原子彈，導致長崎市近四萬人直接死亡，總計十四萬人員死傷。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標準時間中午 12 點，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核轟炸的消息傳來，杜魯門和許多官員興高采烈，大多數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卻心
情沉重。愛因斯坦便痛心地說，當初致信羅斯福提議研製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遺
憾。他甚至懊悔當初從事的科研，｢早知如此，我寧可當個修錶匠。｣ 這一個更大的能力，並沒
有給人類帶來更長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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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讓我們一同從馬可福音第一章 1-15 節來看一個能帶給人真正祝福的更大的能
力。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親愛的天父! 我們何等的喜樂! 舊約過去了，我們活在新約的時代，
這是一個全新的國度的時代。讓我們接著看基督耶穌在新約中基督耶穌這國度的君王如何謙卑
地來到世上，順服您的旨意，作殷勤的僕人，扭轉人心，好讓祝福臨到眾人。禱告奉耶穌基督
得勝的名。  

一、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  
 
1. 耶穌基督的福音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可 1:1) 
   
    福音不是人的能力，不是慈善事業，不是社會改革，不是道德，不是修練，不是歷史，不是
哲學，甚至不是神學，乃是神的兒子。神兒子為我們的罪死，埋葬，復活。沒有神兒子的代死
就沒有福音，沒有復活就沒有福音。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
站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日
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
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林前 15:1-4) 
  
2. 神的福音 
   
    不但是神兒子的福音，也是神的福音。 
 
    使徒保羅愛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他願意傳神的福音，他說:「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
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
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 2:7-8)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羅 1:1) 
 
「我因為白白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就自居卑微、叫你們高升、這算是我犯罪麼。」(林後 11:7) 
 
「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提前 1:11)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
的結局呢。」(彼前 4:17)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西 2:9) 
 
3. 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
聖靈為印記．」(弗 1:13)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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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福音是神與人和好的福音。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他
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
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
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羅 5:8-12)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羅 1:16) 
 
「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來、這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的人
麼．不也是加給那未受割禮的人麼．因我們所說、亞伯拉罕的信、就算為他的義。」(羅 4:6-9) 
  
4. 福音是唯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 
 
  福音是唯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其他的都是贗品。使徒保羅說:「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
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
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
就應當被咒詛。」(加 1:6-8) 
 
    福音是唯一關乎神與基督的好消息的五個主要原因: (1) 解決罪惡的問題 (2) 勝過撒但的攻擊 
(3) 使憂傷變為喜樂 (4) 將失望轉為盼望 (5) 死裏復活的能力 
   
二、那比約翰更大的能力   
 
1:2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1: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4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1:5 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1:6 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1:7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 

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1: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 沒有大過約翰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裏最小的、比
他還大。」(太 11:11)   
   
  然而時代變遷了，我們在基督裏，沒有懼怕。因為基督大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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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一位比約翰能力更大的 
 
  我們在基督裏「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
的。」(可 1:7)   
 
3. 約翰是為主開路的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
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有人聲說、你喊叫罷．有一個說、我喊
叫甚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
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賽 40:3-8)   
 
4. 約翰是神的使者 
 
(1) 施洗約翰是報信息的使者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阿、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阿、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
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
的賞賜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
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賽 40:9-11)   
 
(2) 神差他來為耶穌施洗 
 
  神差來的就是神的使者。施洗約翰為耶穌作見證，說:「我先前不認識他．如今我來用水施
洗、為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
的身上。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
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約 1:31-34)   
 
(3) 更大的見證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你們情願暫時喜歡他的光。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
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這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約 5:35-36)   
 
(4) 更大的能力 
 
「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裏．他們說、約翰一件神蹟沒有行過．但約翰指著這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
真的。在那裏信耶穌的人就多了。」(約 10:41-42)   
 
5. 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
慧．又為主豫備合用的百姓。」(路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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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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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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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第二次再來 
 
    耶穌基督第一次來的時候，施洗約翰為主作開路先鋒。「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
為止。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太 11:13-14)   
 
   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以利亞要為祂作見證。「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
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他們作完見證
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啟 11:6)   
 
三、勝過撒但試探的能力   
 
1: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  
1: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11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1:12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1:13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1: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  
1:15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1. 受洗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裏受了約翰的洗。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
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可
1:9-11) 
 
2. 受試探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
來伺候他。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
們當悔改、信福音。」(可 1:12-15) 
 
3. 完全順服 
 
   馬可福音講到耶穌是神的兒子，從天來到世上，站在人的立場,成為一位謙卑的僕人，服事眾
人。基督給我們作僕人的榜樣。希臘文有一個字 ευθυς這字中文大多翻譯成「立刻」。在全本新
約出現了八十次，但在馬可福音出現了四十次。耶穌出來服事前，等候了三十年。一出來「立
刻」就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他從水裏一上來。」(可 1:10) 接著聖靈又「立刻」把耶穌催到
曠野裏去受魔鬼的試探。「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可 1:12)  當祂在加利利呼召門徒
時，門徒「立刻」捨了網，跟從了耶穌。「立刻捨了網，跟從了祂。」 (可 1:18)  
 
    亞當犯罪後，世界的王撒但竊奪了一切控制現今世代的能力，因此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
下。 (約一 5:19)  因著耶穌更大的能力，我們在基督裏必然能勝過撒但和一切邪惡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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