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
圣灵的能力有多大？
（复活节的再思）
罗马书8:11；弗1:17-

23
开始祷告



引言：
今天是复活节，

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祂
的身体复活，祂的教会（就是
祂的身体，也应当复活）

赐给基督徒复活
不朽身体的盼望
约翰福音11:25-26
思考圣灵的能力！



这几个星期冲击大
我们是否处在圣灵（七灵）
最大能力彰显的时代？
许多基督徒经历前所未有
的祷告渴望和生活？
这是牧师传道长老鼓励出

来的结果吗？



今天讲道的目的希望
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看见和经历，
如何顺服圣灵，
经历圣灵使耶稣
复活所彰显能力，
以便预备好迎接
主耶稣荣耀再来。



内容：
1。圣灵的能力有多大

2。圣灵最大能力彰显－使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3。圣灵使耶稣复活能力
已经彰显就在这时代

4。基督徒怎样经历圣灵能
力在生活中彰显出来



内容：
1。圣灵的能力有多大

路加福音4:14 耶稣满有圣灵
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

声就传遍了四方。
4:15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例子#1

马可福音1:32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

的、来到耶稣跟前。
1:33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1:34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
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例子#2 

约翰福音11:41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
稣举目望天说、父阿、我感谢你、因为

你已经听我。
11:42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

了我来。
11:43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

路出来。
11:44 那死人就出来了、



使徒彼得讲道
使徒2:22 以色列人哪、请听
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
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
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主耶稣借着圣灵彰显祂工作

的能力



2。圣灵最大能力彰显－
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罗马书8:11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以弗所书（借着祷告才能看见）
1:17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
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
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
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

丰盛的荣耀．



1:19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圣灵）是何等浩大、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圣灵）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1: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1:22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1:23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圣灵最大能力彰显的结果）



以弗所书（借着祷告）
1:17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
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
的灵、赏给你们（经历圣灵）使

你们真知道他．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
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

等丰盛的荣耀．



3。圣灵使耶稣复活的能力
已经彰显就在这时代
－使徒约翰预言圣灵能力
最大彰显是末期的开始

－上帝的七灵
（1:4; 3:1; 4:5; 5:6）



启示录
1:4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
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的 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圣

灵，perfect完全）．
1:5 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
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
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与你们



3:1 你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使者、说、那
有 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
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4:5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

是 神的七灵。
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
眼、就是 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

去的。



现今的例子
马来西亚（很多教会开始晨祷、

全国3天禁食祷告）
美国（看见许多网上祷告）
莱城教会（21禁食祷告）

还有其他国家



许多布道的机会
自己的家人亲戚

Franklin Graham牧师
的例子



看一看这世界怎么样？
运动界、娱乐界
旅游业、航空业
消费界、饮食业
犯罪率下降

是谁的能力？政府？
肯定是圣灵能力彰显！



希伯来书（圣灵大能的工作）
12:26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
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

天。』
12:27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
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
存。（不必要的丢掉，必要的留下来）



12:28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
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
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

心事奉 神。
12:29 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

烈火。



Hebrews

26 At that time his voice shook the earth, but 
now he has promised, “Once more I will shake 
not only the earth but also the heavens.” 27 

The words “once more” indicate the 
removing of what can be shaken—that is, 

created things—so that what cannot be shaken 
may remain.

28 Therefore, since we are receiving a 
kingdom that cannot be shaken, let us be 

thankful, and so worship God acceptably with 
reverence and awe, 29 for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震动后的教会是怎么样？
许多世界的东西我们
可能认为需要的，
现今已经不需要了
形式已经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心灵诚实敬拜
教会牧养－小组化（家庭教会）



末期来到上帝的七灵
必然大大彰显出来，
什么目的？为什么？
基督徒必须先
经历灵命复兴，

然后才进入末期的属灵争战。



启示录带我们到更高更远的目标

使圣徒奔走天路有方向

神的荣 耀 敬拜 神掌权

1章

你在这里



4。基督徒怎样经历圣灵能
力在生活中彰显出来
你怎么知道圣灵
最大能力在
你生命彰显？



i。渴慕祷告
ii。渴慕上帝的话

iii。渴慕圣洁
iv。渴慕高举主耶稣
V。渴望主耶稣再来



以弗所书（借着祷告）
继续使用使徒保罗的祷告文

1:17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
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
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
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

丰盛的荣耀．



为什么？

圣灵最大能力彰显
撒旦的日子
黑暗的日子

基督徒必须拥有这圣灵的能力
才能够渡过末期属灵大争战

(廖师母简短见证)



结论：
今天讲道的目的希望
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看见和经历，
如何顺服圣灵，

经历最大圣灵能力彰显，
以便预备好迎接
主耶稣荣耀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