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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威廉·伯蘭罕弟兄傳奇般的事工應驗了聖靈在《瑪拉基書》4：5，6，

《路加福音》17：30和《啟示錄》10：7的預言。這一遍及全球性的事工

成就了聖經中許多的預言，並成為神在這末後時代，藉著聖靈工作的延續。

聖經說到這一事工是要為耶穌基督的第二次再來做好準備。 

 當您懷著禱告的心閱讀這些打印出來的信息時，我們也祈求神把這信

息印在您的心上。 

 威廉·伯蘭罕弟兄傳講的一千一百多篇講道部分已經翻譯成中文並以

文字和錄音的形式放在了 http://www.messagehub.info上，歡迎您免費下

載。 

所有文字及錄音只要對其內容不做更改，可以隨意復製、分發。 

我們盡了最大努力確保提供最符合原文的翻譯，但您可以對照英文的

原版錄音，以得到最準確的原文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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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付出救恩贖價， 

  在各各他。 

 現在讓我們低頭。 

  再相會，再相會， 

  再相會在主腳前，（記住，我們很多人可能再也見不到面了，

只有等到那個時候了。） 

  再相會，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現在哼這歌。［原注：伯蘭罕弟兄開始哼歌。］你們的牧師。 

 

 

 

耶洗別的宗教 

1
 當我們為此向神獻上感謝時，讓我們繼續站立一會兒。讓我們低頭。 

 滿有恩典、聖潔的父神，我們何等高興你是神，是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我們為你給我們所做的事感謝你。我們實在無法從內心表達我們是

多麼感激這點，以及我們遭遇患難時，你是如何來拯救我們的。 

 這些年來我們已經學會了要信靠你和相信你，主啊，今天下午我祈

求你將你的祝福澆灌在這群會眾身上。願這場聚會結束時，在我們中間

再沒有一個軟弱的人。如果這裡還有沒有與神和好的人，主啊，願那叫

耶穌從墳墓裡復活的能力叫他們必死的身體和魂活過來，將他們轉向你。

主啊，求你應允。 

 那些沒有聖靈的，願這成為一個他們終身難忘的偉大日子，願這成

為神用他的聖靈澆灌他們的日子。主啊，求你應允，赦免我們的罪。我

們祈求你祝福我們親切、寶貴的朋友薩利文弟兄，以及他為會眾所想到

的，要盡他所一切所能的來幫助他們。我祈求你祝福薩利文弟兄。祝福

各地的傳道人。主啊，賜予他們極大的豐盛。願他們勇敢地站在講臺上

來宣揚神的道。 

 我們正生活在這個世界歷史即將結束的時候。願你的良善此時就來

蔭庇我們，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請坐。 
2
 我為此非常感謝你們眾人，也感謝神。薩利文弟兄自己把它擔了下

來。你瞧，讓薩利文弟兄那樣做是不合適的，本該是我們來預備這些的。

我們謝謝你們的友善。 

 呐，至於愛心奉獻……你們用不著那麼做。是的，那沒有必要。瞧，

他們支付了賓館、食物和我們所需要的費用；這一切就夠了。但非常感

謝你們，這些奉獻會被拿去幫助宣教和帶領人們歸向神。不會用它去買

香煙、威士基及做任何不正確的事；它將被用在正確的事上。我祈求神

把它記在你們在天上的賬上，將你們為這場聚會所奉獻的每一塊、每一

角、每一分錢增加一萬倍。 
3
 呐，我要感謝美國軍隊，讓我們能坐在這個房子裡舉行這些聚會。

我確實全心地感謝他們。 
4
 據我所知，薩利文弟兄說過：“一切都會全部付清的。我們還從來

沒有欠過一座城市一分錢，一切都料理好了。我們不認為還有什麼別的

做法，因為你不可以虧欠任何人；你必須正直誠實。如果你欠人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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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當面告訴他們你欠他們的，但只要給你一點時間，你會還清的。”瞧？

這樣才對，這是基督信仰的一個美好標誌：誠實、正直。 
5
 你要活出你所說的。如果你自己都活不出來，你怎能指望別人活出

來呢？瞧？你們是書寫的薦信，為眾人所念誦的；所以總要誠實、公正、

真實。要講真話，不管這會對某樣東西造成多深的傷害，也還是要講真

話，因為講真話你每次講的都會是一樣的。但如果你說謊話，那即使你

繞了十萬八千里，你也還是得回去面對那個謊言；這樣你就做了一件可

怕的事。只要誠實，那你每次說到這件事情都會是一樣的，因為它是真

話。 
6
 聖經就是這樣的。聖經怎麼說你就怎麼把它講出來；不要妥協；只

要照樣把它說出來。它就寫在這裡，你可以找到依據。它是……這就是

你能擊敗撒但的方式。撒但對耶穌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讓我們看

你行一件神跡。他們說你是個行神跡的。把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讓我們

看看。你餓了。” 
7
 耶穌說：“但是經上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瞧？他拿起

父的道，就在魔鬼最拿手的事情上擊敗了魔鬼。所以，你也能做同樣的

事：用主的道在魔鬼最拿手的事情上擊敗他。 
8
 我會一直對薩利文弟兄心存感激的。這是……請原諒這種表達。我

認為他們逼薩利文弟兄丟棄了模式。沒有人像他。我一生只遇見一個人

能讓我想起薩利文弟兄，就是 E·霍華德·凱德爾。我不知道他認不認識他，

是來自……凱德爾弟兄就像薩利文弟兄一樣，是一個典型的鄉下男孩。

他把雙手深深地揣在口袋裡，甚至他的吊帶褲都被墜得很低，說話時頭

會轉向旁邊，他完全就是一個 E·霍華德·凱德爾。所以我……我很高興跟

薩利文弟兄作朋友和福音上的弟兄。我祈求神祝福他和他的這個小教會，

他寶貴的妻子和他所愛的人。 
9
 對你們在這裡的其他傳道人，你們和你們的會眾，全福音傳道人，

我們可能在一些經文的細枝末節上彼此不一致。我跟我妻子也在一些事

上不一致。你們知道是在什麼事上嗎？她喜歡蘋果餡餅，我喜歡櫻桃餡

餅；所以我們不一致。我告訴你們我是怎麼對待我的餡餅的：我喜歡一

塊很熱、美味的櫻桃餡餅（我現在就想吃），把黃油塗在上面，再把糖

漿塗在上面；弟兄，這下你就得到一些值得吃的東西了。我妻子怕它，

我認為她是怕熱量；她可能喜歡。但你們知道女人是怎麼回事，她們

怕……她們瘦得你用別針紮一下她們，就能刺到骨頭了，然而她們還想，

她們還想減肥。呐，我猜那是她們的天性，所以……但我喜歡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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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頓差來復興，從一邊席捲到另一邊，主啊，讓骨頭與筋肉聚在一起。

願神的能力在這城裡興起一個有能力、聯合的教會，一個模範的教會，

席捲整個國家，使人們進入這城裡，要看神的能力。主啊，求你應允。

醫治病人和受苦痛的人；拯救失喪的，歸榮耀於你自己。 
169
 求你應允，願所有擺在這裡的這些手帕和小布包……主啊，我祈求

聖靈降在我們身上，在這房子裡恩膏我們，願他們每個人都得痊癒。聖

經上寫著，當以色列人在履行職責的路上，在往應許之地的路上，紅海

擋在路上。其中一位作家說：“神透過火柱往下觀看，紅海就懼怕了，

往後退，以色列人就走向神所應許的應許之地。” 

 現在，在這聖經裡，記著說：“我願你們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約三 2］當這些手帕到達人們那裡，撒但在那些人面前擺了一個紅海，願神

透過他自己兒子耶穌基督的寶血往下觀看，為那些不能到這裡來的人譴

責一切的疾病，願疾病退去，害怕神的道、神的應許以及神的恩膏，願

人們過去進入那美好的應許中，有健康和力量。主啊，求你應允。我們

將所有這些事都交托給你，奉你的愛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171
 聽眾，對那位知道我們眾人的，對那位興起我們作他在世上、在他

教會中的產業的，願神豐富的祝福降在你們身上，直到我們再相會。 

 我下一場聚會，據我所知，是在伯蘭罕堂，星期天早上，星期天的

復活節早上。然後我要從那裡去伊利諾斯州。願神祝福你們，照看你們

的教會，照看這些好教會，把你們的心團結在一起。呆在神的道上！為

他而活，因為可怕的事正擺在你們前面，記住這點！ 
172
 直到我們再相會，讓我們站起來唱： 

  我愛他，我愛他， 

  因為他先愛我， 

  為我付出救恩贖價， 

  在各各他。 

 現在，以敬畏的心跟你後面、前面和旁邊的人握手。 

  我愛他，（現在，所有的人……）我愛他， 

  因為他先愛我， 

  為我付出救恩贖價， 

  在各各他。 

 現在向神舉手，大聲地唱，大家高聲地唱。 

  我愛他，我愛他， 

  因為他先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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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瞧，辨別的事仍在這裡。它仍在這裡。它照樣像……現在是哪個？

這個人嗎？我對你是陌生的。是嗎，先生？我不認識你。如果神會告訴

我你的問題是什麼，你願意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僕人嗎？你全心相信嗎？

好的，先生。所有的……謝謝你，先生。那是一個非常好的靈，非常好

的事。畢竟，你站在這裡是為別的人。是的。“是你的孫子，得了小兒

麻痹，那天摔倒，折斷了腿。”那是主如此說。對嗎？是的。現在去相

信吧，他必痊癒。 
161
 來相信吧，每個人只要來……［原注：傳道人為禱告隊列中的病人禱告。當人們經

過的時候，聽見伯蘭罕弟兄說：“奉耶穌基督的名。”］每個人…… 
162
  福哉，愛主聖徒，彼此以愛結連， 

  和睦相處，同心合意， 

  在地如同在天。 

  在父寶座面前，彼此同肩重擔， 

  彼擔憂懼，同得安慰， 

  同一盼望目標。 
163
 神的殘疾的小孩，看不見的孩子，神會托你們過去的。福音的傳道

人，你們知道我們沒有醫治的能力。但我們偉大的主耶穌，他就站在現

場，能行神跡，譴責那捆綁他的魔鬼。我們譴責魔鬼。我們譴責瞎眼……

奉神兒子耶穌基督的名，我們祈求神賜給他們信心來相信，出於信心的

祈禱必救那病人，神必叫他們起來，他們就必好了。全能的神，求你應

允，奉耶穌基督的名。 

 現在你們弟兄們從講臺上走開。繼續禱告。 

 當我們傳道人為他禱告的時候，你們其他的人現在禱告，我們禱告

了，按手了。 
166
 天父……對你們在那邊聽眾中，沒有進入禱告隊列的，現在請你們

互相按手。你們互相按手。 
167
 我們的天父，我們把這群聽眾帶給你，我們在耶穌基督的旌旗下結

束這場聚會和這次佈道會，他是神受膏的大祭司，以馬內利，站立著，

從死裡復活了，長遠活著代求；他偉大的同在與我們在一起，他神聖的

能力降在我們身上，使我們能看見異象，說預言，按手在病人身上。神

永不落空的道決不會徒然返回。我譴責一切疾病的魔鬼，一切罪惡的權

勢，一切的不信。奉耶穌基督的名，願它離開人們四散，願他們得痊癒。 
168
 主啊，祝福這些傳道人弟兄，他們一心一意聚集在一起，還有這教

會所有的普通信徒。哦，全能的神，這場聚會後請給俄亥俄州偉大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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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呐，我們在那點上不一致，其它的事上我們沒問題。但你瞧，我們

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共同的東西，弟兄們；重要的是，我

們都是在吃餡餅；那才是主要的事。 

 在原則上，在聖靈的洗和基督的再來以及聖經福音的、基要的偉大

教義上，我們肯定是手挽手地站在一起的。作為一大群聯合的弟兄，沒

有宗派的柵欄，沒有任何東西能攔阻我們，我們作為一支大軍一起邁向

各各他。 
11
 如果我對你們能有任何的幫助，我會很高興去做的。我肯定你們會

對我說同樣的話。你們可以給我提供幫助。就我所知，有一件事是你們

可以做的，那就是為我禱告，求神永遠不要讓我走錯路。我……我從心

裡不願走錯路。我想走對路。我想做正確的事。因為我曉得，正如傑克·

摩爾弟兄一次告訴過我的，他說：“伯蘭罕弟兄，在審判的日子，我可

不想站在你的位置上，擁有你所擁有的這些經歷，因為神要你向他交的

賬實在是太大了，因為他把幾百萬人交在了你的手裡。” 
12
 呐，如果我知道我要站在那裡，為那些人交帳，那我必須傳講什麼

樣的福音呢？當我手裡握著他寶血所贖買的一切時，需要何等的真誠啊！

因為他給了我一個恩賜，這是毫無疑問的，任何有點理智的人都知道它

必定是從神來的。如果只因為某個團體那樣說，我就用那個恩賜把人領

到錯誤的路上，那在審判的日子，神會要我為此付上代價的。 
13
 但我不久前看見過異象，聽見他們大聲叫喊。昨晚你們拿到《商人

之聲》的小冊子了嗎？很好。在異象中……什麼時候我們會把它詳細地

印出來，那還不是它的全部。但在那個異象中，看見我站在那裡，就像

我現在站在這裡一樣。我看見自己躺在那邊床上正看著我妻子，卻又站

在這裡看著我自己。那些人就像那樣站在周圍，那時，我說：“保羅也

必須為他所傳講的福音接受審判嗎？” 

 他們說：“是的。” 
15
 我說：“我已經一字一句地傳講了保羅所傳講的。” 

 幾百萬人大聲叫喊：“我們正是安息在這個上。” 
17
 當我去到那邊時，我想要的就是這樣。瞧？我想要的就是這樣，就

像那樣，完全是保羅所說的：不在上面加添任何東西，也不從上面刪減

任何東西。聖經怎麼說的，我就要怎麼持守。你明白嗎？當然，你們眾

人喜歡那樣，但宗派會在各個方面樹起柵欄來反對它。 
18
 很多時候，弟兄們認為我是在反對我的弟兄們。神知道不是那樣的，

只有神知道什麼是真理。瞧？不是反對弟兄們，是反對讓我們不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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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的體系。不是神的道使我們不能成為弟兄；而是我們所加入的體系

使我們不能成為弟兄。是的。所以我們必須要站在哪裡？要站在這道上，

神必吸引萬人來歸向它（是的。）……永遠不要組織它，使它成為宗派，

只要在神裡面持守它，只要繼續前進；只要注視終點，堅定地持守住，

神必看顧剩下的事。 
19
 你們為我做了很多事，我很感激。呐，如果我能幫助你們，給你們

一塊禱告布什麼的……不要問我教義，因為我不希望那樣做。太多人寫

信來問我關於結婚與離婚等等的問題，這是教會中的一個混亂；我總是

回答他們，說：“去問你的牧師。” 

 人們寫信給我，說：“這是怎麼回事？那是怎麼回事？”我寫信回

去，你們會收到的。在這些小事上去問你們的牧師，因為，畢竟，他是

你的牧者。瞧，他是……他是神差遣來照看你的。我們可能在這點上不

一致，這樣就會在你的教會裡引起混亂。我們不想那樣。是的，不想。

我們只想要你停止做那些犯罪的事，偏離聖經的事，只要繼續來就近神。

明白嗎？如果你引起了那樣的磨擦等等，那會擾亂教會的。所以我寧願

你的牧師來告訴你關於結婚與離婚的事，這些事與那些事；讓他來做。

他也是神的僕人，他受了裝備來做那些事。 
21
 記得那個發現受傷之人的好撒瑪利亞人嗎？他將他帶到了旅店（就

是教會），又在那裡給了店主兩錢銀子，告訴他，如果他需要更多，他

回來必付給他。所以他有兩錢銀子；如果他是屬神的人，他就能治療你。

如果他是在神的道上站穩的屬神之人，他就有神給予他的東西：聖靈和

道。對不對？我們是要怎樣敬拜神呢？在聖靈和真理裡。道就是真理。

對不對？ 

22
 呐，再次非常感謝你們。我十分疲勞，今天下午真是很疲勞；只

要我還活著，我就再也不想住酒店了。醉酒的狂歡通宵達旦，敲門叫

喊，女人……哦，我整晚都沒睡。就是這樣。我再也不想住酒店了。

我要去汽車旅館。我想給自己找一輛卡車，停在外面的什麼地方，然

後睡在車裡；我只想去找個地方，弄一個帳篷和睡袋，或者找個能讓

我休整一下的地方。是的。 
23
 毫無疑問，這個國家罪惡滿盈了。它被掏空了，爛透了。就在這北

面的另一個地方，在你們的州……不但這個州，各個地方……就在這北

面，幾年前，我在這個州的一座大城市裡參加了一場宗教聚會。那天晚

上一個宗教團體，有一個正統教會的年青人，舉行了一場大聚會。我從

未……我到過行巫術等等的非洲；但我從未聽過像那樣的事。第二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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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現在看看聖靈是不是站得很近。跟你交談，我想要……你說：“伯

蘭罕弟兄，你在做什麼？”做耶穌對婦人所做的同樣的事，說：“給我

水喝。”他只是想要跟她談一會兒，找出她的問題是什麼。 

 你的問題是神經過敏；那正是你所患的。如果那是對的，請舉手。

她看起來肯定不像，是嗎，弟兄們？她看起來不像，但那是她的問題所

在。她這樣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你總是杞人憂天。那是真的。那是你的

天性造成那樣的，神經緊張；總是想像事情就要發生了，卻沒有發生。

有時候魔鬼告訴你，“這根本沒有用，你背道了；你越過了分界線。”

我不是在讀你的心思，而是在讀……我知道魔鬼跟你講了什麼，因為我

看見什麼掠過了你的頭腦。 
154
 呐，耶穌看出了他們的意念。對嗎？瞧，那就是此時所發生的。對

嗎？讓我告訴你一件事，這樣你就知道了。你站在這裡其實是為了別的

人。是的。就是這個，這個東西人是猜不到的。如果主向我揭示你站在

這裡是為了什麼，是為別的人，你願意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嗎？是為你媽

媽。你相信神會告訴我她的問題是什麼嗎？瞧，她有心臟病，高血壓，

膽結石，併發症。是的。不是嗎？瞧？那是聖靈，不是嗎？ 

 在我身上的一個東西現在也在這些弟兄身上。瞧？有一樣東西在這

裡，是聖靈。當我們經過隊列時，你要相信我。 
156
 當我們為這些人禱告時，讓我們大家都低頭。天父，我們要按手在

這些人身上。現在我為他們禱告。這是你王室的僕人站在這裡，我們大

家都按手在病人身上，因為你說要這樣做。我們要奉耶穌基督的名這樣

做。願人們不只是在勉強地走過去，但願他們經過時都得醫治，奉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157
 主祝福你。走近一點。奉主耶穌的名得醫治。 

 奉主耶穌的名醫治我的弟兄。 

 奉主耶穌的名醫治我的姐妹。 

 等一會兒。瞧？弟兄姐妹們，為什麼當辨別的事發生在那個婦人身

上時，你們都歡喜，而當其他人經過隊列時，你卻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

生一樣呢？人們經過：“瞧，如果我沒有辨別的事，那我就沒得到什麼。”

那跟這沒有任何關係；他還是同樣在這裡。明白嗎？ 
159
 當你經過這裡，舉手走過來，說：“謝謝你，主耶穌。我接受你作

我的醫治者，我走過去，好像我走向一個要為我施洗的人：我走進水池

受洗，出來就知道你應許我必領受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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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走在鐵軌和別的路上，上到山區煤礦裡，被趕出去，投在監牢裡，等

等。那就是爭戰贏得獎賞的人；就是那種人。 
146
 弟兄們，現在我對你們說，你們或許沒有辨別的靈。那用不著，你

明白嗎？那沒有必要。首先，你們是屬於這道的人。你們好得多，是比

我更好的傳道人，因為我算不上是傳道人。但我……你們被恩膏，任何

被呼召傳福音的人也被呼召醫治病人。總的命令是：“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手

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被呼召成為一個傳道人，你也被呼召

去為病人禱告。 
147
 我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讓這群聽眾，使他們能看到他們用不著等候

某個特別的人，奧洛·羅伯茨，湯米·希克斯，湯米·歐斯本，我自己，或某

個人來舉辦一場醫治聚會。我要他們看到，你們是屬神的人。明白嗎？

你們是人……就像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有同樣的權利按手在任何人身上。

畢竟，弟兄們，你們都知道，作為傳道人，是他們自己對神的信心起作

用。對嗎？我們只是為他們獻上禱告。 
148
 你說：“伯蘭罕弟兄，靈……聖靈與你同在嗎？”當然。是的，先

生。 

 對你們在聽眾或隊列中的，如果你全心相信神要醫治你，請舉手，

說：“我接受它。” 
150
 過來這裡，讓這個……讓這位女士來這裡。我不認識你；我從未見

過你。如果聖靈告訴我，好讓面前的弟兄們像這樣，他們都站在我周

圍……不但如此，我的弟兄們在這裡，我的主在這裡。也是他們的主。

如果他告訴我你有什麼問題，不管你有什麼問題，你知道那是真理不是。

我要他們……我要聽眾……我要那邊的會眾看到聖靈就在講臺這裡，作

出辨別的事，但那不能醫治任何人。如果他告訴我關於你的事，你知道

我一無所知，就好像是井邊婦人一樣。不是同樣的事，但我指的是一個

男人與婦人第一次見面。耶穌，有點像一個中年人，這個婦人或許是個

年輕婦人，或許就像你。 
151
 如果神告訴我你來這裡是為了什麼，你的問題，你願相信那必須是

他的靈在做這事嗎？你們弟兄們相信同一位主耶穌就站在這裡嗎？你們

聽眾也同樣相信嗎？你們在禱告隊列中的會同樣相信，知道這些人……

如果我認為他們不配，我會叫他們上來這裡嗎？像這樣講道，說了我所

說的事，然後叫那些不配的人上來這裡？我不會那麼做。否則的話我等

於是在跟自己作對了。你明白嗎？我相信他們；我相信他們是屬神的人。 

5 

 

上（我不能原原本本地告訴你們，我們是一群混雜的聽眾）……躺在地

板上，做出了不道德的事，威士忌酒瓶到處都是。那些年輕人，男孩女

孩整晚上都呆在同一個房間裡。第二天早上，聖教父坐在那裡，他們都

上來像那樣拜他，打著耶穌基督的名。 
24
 我瘋了嗎？我出了什麼問題？我實在無法容忍那些事。當我看到那

些事，某樣東西都快把我震成碎片了。那是要代表我的主耶穌嗎？一個

醉酒、不道德的舞會，不道德的事發生在那些年輕男人、女人身上，躺

在地板上，垃圾桶裡，酒瓶子……哦，天哪！你能稱那個是基督教嗎？

難怪世界處在這種罪惡滿盈的情形中。瞧，當罪人看到那些時，他會說

什麼？成千上萬的人。 
25
 那些年輕女孩喝得爛醉，幾乎都站不起來了，整夜跟那些男孩呆在

房間裡，講那些你一輩子從未聽到過的最骯髒的話。我像這樣把枕頭蒙

在頭上，想要睡覺。在外面的地板上，喝醉了，那樣在地板上跑來跑去，

宗教的…… 
26
 一個罪人跑到外面玩他們稱為保齡球的運動，這我並不感到稀奇。

我的孩子要是去到保齡球館，我就會把他從家中趕出去。啊哼！叫那個

是運動；那不是運動。這是……如果你想正確，就與神和好。真的。 
27
 我想為你們從聖經裡讀一段話。你們翻到……我想從《列王紀上》

17章 1節讀幾句話，作為主題。 

 
1我指著所事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

不降露，不下雨。（《列王紀上》17章 1節） 
28
 如果任何時候需要我給你寄一塊禱告布，只要寫信給我；我的秘書

馬奎爾弟兄，現在就在場。多少人曾收到過我們寄出的禱告布？讓我們

看看你們的手。請站起來，吉姆弟兄。我想看到你，你和你妻子。這是

我的秘書和他妻子，負責寄東西的。把聚會的禱告布寄給你們的就是這

兩個年青人，兩個都是獻給神的基督徒。那個聲音，你們給我打電話時

聽到的甜美聲音，就是坐在那裡的女士，是他的妻子。她父母親今天也

跟我們在這裡，還有他的親人也都在。你們知道我事工廠上的秘書，梅

西爾先生，利奧·梅西爾弟兄，他就在這裡的某個地方，還有吉恩·高德弟

兄。所以，如果什麼時候需要我們給你寄一塊禱告布，或任何我們能做

的事，在電話裡為你禱告；任何我們能做的事，我們都會做的。 
29
 這個外表奇怪的人，手裡拿著一根杖，他步伐堅定，眼睛閃爍著神

的榮耀，鬍子隨風飄動，身上裹著一塊毛茸茸的老羊皮，他邁著堅定的

步伐，走在通往撒瑪利亞的路上。他外表沒有什麼好看的地方，但他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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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如此說，是給那個偉大的以色列國的。是的，提斯比人以利亞，主

的先知，他外表沒有什麼好看的，但他擁有主的道。 
30
 他不怕站在王的面前，因為他到過比王更大的那位面前，他到過耶

和華的面前。所以，他知道他站在哪裡。當他走到王面前時，他沒有口

吃結巴，他知道他在講什麼。他能夠對王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

說：‘我若不禱告，必不下雨，不降露。’”為什麼他說：“直到我呼

求。照著我的話”呢？因為他擁有主的道。他是先知，先知擁有主的道。 
31
 看到舊約的以色列和現在的美國是如此的相似，這真是一件令人震

驚的事。它們兩個都是偉大的國家。兩個國家的建立以及其國民來到那

裡，都是因為宗教的逼迫。 
32
 以色列被法老逼迫，被捆綁了幾百年，他們在那裡被剝奪了敬拜永

生真神的權利，被剝奪了那個特權；他們成了奴隸。但神在他的聖經或

道中給他們一個應許，藉著他的先知，神要賜給他們一片土地。他們進

了這片土地，趕走了那片土地上的居民，佔據了他們的產業，因為神那

樣做是有目的的。 
33
 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也是如此。我們來到這裡，在普利茅斯磐石上，

這個國家是建立在宗教自由上的，因為我們的祖先逃離了羅馬這個現代

耶洗別體系的逼迫，他們在耶洗別的那個虛假體系下忍受了許多的大逼

迫和殉道。根據聖經《啟示錄》13章，神應許了他們一片綠洲和一塊地

方，因為女人被載到曠野，她在那裡被養活了一載、二載、半載。神對

美國或教會（女人）做出了應許，讓她進入了這個地方。 
34
 你們注意到《啟示錄》13章嗎？其他所有的獸都是從海中、水裡上

來；《啟示錄》17:17說：“你所看見的水就是多民、多人。”其他所有

的獸，都是從水裡上來的，是多民、多人。但當美國上來時，“它是從

沒有人的地中上來的。”記住，它上來時，樣子像一隻小羊羔。 

 羊羔有兩角，那是民眾和教會的能力。但當他們被聯合時，記住，

這時那只羊羔說話就好像以前的龍了；龍就是羅馬。 
36
 龍站在婦人面前，要在她的孩子一生下來時吞吃掉他，那紅龍……

這孩子一生下來，是誰站在婦人（以色列）面前，要吞吃他，差來逼迫，

殺害了所有兩歲以下的孩子的呢？“羅馬，龍，站在婦人面前，要在她

的孩子一生下來時就吞吃掉他。” 
37
 接著我們發現，這個國家作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出現，是一隻羊羔，

意思就是神的羔羊。但不久，我們擁有的這同一個體系，說話好像龍，

施行以前龍所擁有的一切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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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那個坐在後面的小女孩，有一條不好的腿，在這上……你相信神會

使它痊癒嗎？如果你信，只要有信心，神就必為你成就。 

 你認為你生病的父親會好嗎？你只要相信，就必能得著。 

 正在那邊為有神經病的侄兒禱告的你，怎麼樣呢？你認為神會使他

痊癒嗎？坐在那邊的女士，如果你相信，就必能得著。 
140
 你們所有的人都要相信嗎？ 

141
 呐，我要……這裡有多少弟兄是福音傳道人，全備福音的傳道人，

不管他們是什麼，是相信神的醫治的？請舉手。我想要你們到這裡來幫

我為這些人禱告，讓會眾看到不只是我能為人禱告，你們也可以。過來

這裡，跟我一起站在講臺上，好嗎，弟兄，那些傳道人？過來這裡，站

在講臺上。很好。謝謝你們，弟兄。謝謝你們。上前來，弟兄們，過來

吧。 
142
 說什麼？［有人說：“我們可以在這裡排兩隊嗎？”］是的，可以。讓我們在這

裡排兩隊，很好。好的。轉向另一邊，弟兄。轉向這邊，我想領人們經

過這裡。你們一些人站在我這邊，就在這裡，如果可以的話，站在這邊。

就是這樣的。 

 你們聽眾，你們看到這裡的這些好人了嗎？他們是願意站在這裡，

支持我所傳講的同一個福音的人。看到嗎？他們來這裡，因為他們相信

它。你們應當為你們的牧師感到自豪，他們願意在這講臺上露面，嚴厲

強烈地講道。這些人是擁有啟示的人，知道我不是反對人；有時候我們

跟體系掛鉤，使我們……那些體系是我們所反對的，不是人（神的僕人）。 
144
 呐，如果我們為這裡的每個人做辨別，你們認為我會在這裡多久？

當我分辨了大約六個，五、六或十個後，我就會崩潰；稍微多一點，或

許隊列的一半或四分之一，我就完了；就不能為其他人禱告了。我們不

能那樣做。當……但你們用不著那麼做。你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你知

道你做過了什麼；現在來承認你的罪。如果你們那邊有誰心裡有絲毫的

疑惑，現在就除掉它，告訴神來赦免你。如果你沒有跟神和好，告訴神

赦免你。如果你不做，不與神和好，從這裡通過對你一點益處都沒有。

你只是在浪費時間。那是真的。對嗎，弟兄們？是的。 
146
 瞧這裡。吉德弟兄站在這裡。大約一年前，我幾乎跑掉了汽車的輪

胎，為要趕到他那裡。他快死於癌症，那天就要死了。他妻子告訴我，

說：“快點來。他現在要死了。”當我趕到那裡時，主醫治了他。他仍

然站在這裡。我認為他體重長了許多。你知道，從前的一個退伍老兵，

那是我所講的那種人，幾年前傳道，努力傳道，人們取笑他。他和他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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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獨自去過約旦河。 

 比利，你發了禱告卡嗎？我覺得很沉重。你發了禱告卡嗎？B？你也

發了 A卡，是嗎？好的，先叫 B卡，從 1號到……禱告卡 B1號。我們

要為你們的疾病禱告。B1 號，誰有？禱告卡 B1 號，在後面的某個人。

上來這裡，女士。B2號，請舉手。那位女士嗎？3號，B3號，請你舉手

好讓我能看見你在哪裡。3號？4號，B4號，B5號。請你舉手，B5號。

那個男的嗎？好的，6，7，8，9，10，11，12，13，14，15。 
129
 好，這樣吧，所有拿 B號卡的都站起來。讓……［原注：磁帶空白。］把

它送到全世界。在事工廠上的每個宣教士，不管他們送到哪裡…… 
130
 所有拿 B 號禱告卡的都站起來，照著你們的卡號站好位置。下一個

是什麼？A 卡嗎？誰有禱告卡 A1 號？A1 號，在哪裡？它肯定在這裡。

A1號？已經發出去兩三天了，所以他們可能不在這裡了。所有拿著禱告

卡 A的，你們到這裡來排隊。靠牆走過去，存敬畏的心。 

 在隊列開始之前，我想跟你們沒有禱告卡的人講一會兒。 

 現在拿著你的禱告卡，握在手裡，這樣小夥子就能收到你的禱告卡。

你們一直在等；你們傍晚很早就來拿禱告卡，所以你有權進到隊列裡來。

我承諾你們要為你們禱告。現在我要持守我的承諾，願神幫助我。 
132
 那是你的小男孩嗎？非常可愛的男孩。對不起。這裡的這個婦人是

個非常典型的真正的美國人。她的小男孩，穿著工裝褲和有條紋的夾克。

這位年輕的女士，長頭髮，穿著得體。願神在她家裡祝福她和她的丈夫

以及親人。那是真實無偽的美國，頭頂上寫著基督教。願我們的國家永

遠是像那樣的。請原諒我這樣說，女士，但我只是……這樣會眾就能明

白我所認為的一個基督徒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沒有化妝之類的東西，真

正的女士。 

 神祝福你，斯波爾丁弟兄。“至大醫生。” 

  至大醫生現今可近， 

  滿有同情的耶穌。 
135
 你們相信他嗎？你相信他是至大醫生嗎？現在，存敬畏的心一會兒。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把信息縮短了一點。我希望你們都明白了這一切

的意思。只要全心相信。當他們都排好隊時，後面要有人讓會眾排好隊。

好嗎？說什麼？現在，所有拿禱告卡的人都站著了。 

 你們那邊沒有禱告卡的也相信嗎？如果你有信心，神必叫到你。所

有在隊伍中的禱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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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他們彼此完全對應。記住，當這些……以色列上來，在巴勒斯坦奪

取了她的故土，趕走了那地上的所有居民，佔據了那地。我們進來，從

印第安人手裡奪取了這地，趕走了他們，佔據了這地。神這樣做是有原

因的。神要向世界顯明他可以用一小群想要自由、藉著宗教自由來事奉

神的人來行事。 
39
 他們對以色列做了什麼？神使以色列成為了世上最有能力的國家，

她一直那樣，直到她偏離開了神的旨意。神對美國做了什麼？神使她成

為世上最有能力的國家，直到她離開神的旨意：彼此完全地對應。 

 當以色列來到這片地上，他們是一群偉大的人，因為他們有偉大的

領袖。他們有敬畏神的人管理他們，比如大衛和所羅門王。整個世界都

怕他們，他們享受著沒有戰爭，沒有患難的特權，生活在神的大能下，

以至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來見他們。神給他們一個辨別的恩賜，降在了所

羅門的身上。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大老遠趕來，穿過撒哈拉沙漠（花

了她三個月），只是為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當她看見所羅門能辨別

諸靈，向她顯明出她心中的秘密，她說：“我先前所聽見關於你的一切

話都是對的，而且更多。”她確信那就是神。 
41
 美國，建立在我們祖先的根基上（他們是為了宗教自由而來到這裡

的）……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有屬神的人作領袖：喬治·華盛頓，亞伯拉

罕·林肯，是擁有偉大品格的人，屬神的人。在那些日子，美國是真正的

美國。 
42
 喬治·華盛頓在福吉穀這裡，在他越過德拉瓦之前，整夜禱告，他跪

在雪中，以至腰都濕透了。次日早上美國人開始穿越時，美國軍隊中大

約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有鞋子穿。但他們有一個原則；他們有一些他們

必須為之爭戰的東西。他們不在乎什麼得失。（農民放下犁，卸掉牛，

拿起步槍，參軍去為他所知道的自由而戰。）第二天，我相信是的，四、

五個彈孔（步槍子彈）打穿了他的大衣，卻一點沒傷著他。 

 建立這個國家的屬神之人，偉大的人……難怪他們寫道： 

  甚願我們的土地光明， 

  有自由的神聖之光； 

  偉大的神，我們的王， 

  用你的全能來保護我們。 
44
 不久前，我在印第安那州的寇里登跟一個老人談話，他告訴我：那

時，州議會大廈設在寇里登，他說他是如何坐著牛車去聽州長演講。他

和州長是唯一兩個有兩套好衣服穿的人。他說他養綿羊，剪羊毛，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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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他妹妹紡羊毛，給他做了一件大衣來配他的褲子。那個老人坐在

那裡，大約有八十五到九十歲了，像那樣捋著鬍子，他說：“比利，那

個時候的美國人才是真正的美國人。” 
45
 我看著老人，心想：“夥計，你……許多年輕人不會相信，但你講

的是事實。” 
46
 有了這一切神聖的背景之後，以色列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開始變得

無憂無慮了。他們開始到了一個地步，他們開始對什麼都不關心了。他

們在敬拜神上開始變得鬆散，儘管他們擁有一個宗教形式，就像我們一

樣。他們有一個敬虔的形式。但他們開始放縱他們的百姓，他們開始把

不同的異教帶進教會中。對巴力的敬拜開始潛入，以色列變得瘋狂享樂、

醉酒，諸如此類的事，最後擁有了一個不認識神的領袖：亞哈，他接續

了他的父親。他父親是個不敬虔的人，富人，但卻是個不敬虔的人。他

所行的一切惡，比他以前的任何人都更甚。但以色列人卻醉生夢死，立

了一個那樣的人，把他扶上了寶座來統治他們。他們認為那沒事，就像

今天許多美國人做的，“他是個好政治家，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那不會

有任何關係的，因為他是個好的政治家。” 
47
 許多美國人，太多美國人出賣了他們作為一個美國人的長子名分，

說：“只要你能從政府得到一些額外的美元來生活，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出賣給了自己的肚腹，給了罪惡世界的慾望和渴望，忘了我們在普

利茅斯磐石上登陸的真正目的。他們忘記了我們的傳統，去出賣給了瘋

狂享樂的人群。以色列的日子怎樣，現在也怎樣；美國走了同樣的路，

走在了同樣的路上：享樂。 
48
 不久政府認可了罪惡：“只要你有會堂，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那

也正是美國所做的。我們開始把自己組織在一起，搞出了小團體，犯罪

越來越甚。我們本該持守我們為之而遷移到這裡的那個真正原則！罪開

始潛入教會，就像那個時候一樣。女人開始剪掉頭發，穿不道德的衣服，

每年都弄短一點。男人開始做這，做那等等，在教會裡玩紙牌和班科遊

戲，完全跟世人一樣世俗化了，瘋狂享樂，爛醉如泥。 
49
 從神學院畢業的傳道人，主教說：“小夥子，你想傳講什麼就傳講

什麼去吧。據我所知，耶穌基督的血一千九百年前就幹了。”以至教會

純粹變成了一個組織，像會所一樣。願你們永遠不要忘記這個下午。變

得像一個會所，世界開始潛入；傳道人開始妥協，好像他們在亞哈的日

子所做的一樣。罪惡，爛到了極點，它正不斷地越來越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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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如果我的馬車來了，我在異象中見到的我騎的小馬，那天早上

會不會套在我的馬車上，站在河邊。我希望它在。我想要被提上去。我

想要教會也像那樣上去；我想要你們每個人也是那樣。 
122
 你想要知道當你走下約旦河時，你會放棄這個世界的這些不敬虔的

體系而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嗎？如果你還不是基督徒，你願意舉手，

說：“請為我禱告，伯蘭罕弟兄，當我走到約旦河……”神祝福你。神

祝福你。“當我走下約旦河時，我想要穿上聖靈的能力，擊打冰冷的河

水，走過去。” 
123
 你怎能坐在這樣的講道和聖靈的恩膏之下，知道聖靈把你的情形告

訴了我，卻不舉手呢？這表明是曠野旅程的時候了。在我們禱告之前，

還有別的人嗎？只有兩個人舉手，三個，神祝福你，孩子。 
124
 我們的天父，三個嗎？主啊，如果那天他們會在那裡，那就太好了。

我祈求他們會在，主。他們舉手了，因為他們信服這些世俗的體系正在

死去，神話語的聲音很快就會成為難以找到的東西了；神將從教會裡取

去它。新郎的喊聲、呼叫聲很快就要離去，耶洗別的體系將窒息它。但

他們想要依靠那隱藏的泉源活著，就像以利亞一樣，被保護度過饑荒的

時期。願神現在就賜給他們聖靈；用喜樂和平安充滿他們的心；讓他們

的心思放在神的道上，使他們現在得以存活，從今以後永遠地活著。父

啊，祝福他們。他們是你的，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125
 我們低頭的時候，那些舉手，想要接受基督的人，當我為你們個別

地禱告時，你們願意起立一下嗎？只要站起來。 

 哦，神啊，我失敗了嗎？甚至這三個舉手的人，也沒有信服到能站

起來接受他們說他們要接受的事。主耶穌，我將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

裡。我已經傳講了你的道，沒有任何妥協。現在，我把房子留給他們，

父啊，你認為怎麼待你的教會和你的僕人合適，就怎麼做吧。這一切都

在你手裡。 

 父啊，我祈求你拯救失喪的，用良善的東西來充滿心裡饑渴的人，

把永生賜給那些渴求的人，興起你的僕人來宣揚信息，把醫治賜給病人

和受苦痛的人，歸榮耀於你自己，因為我將自己交托給你的道。把你的

律法寫在我手上，寫在我心裡，寫在我頭腦裡，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128
  當日期結束的時候我來到河邊，（我不想唱這首歌。） 

  似乎我的朋友都離去了， 

  必有一個指示我道路的人在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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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神這位偉大的僕人走下約旦河，他的兒子走在他旁邊，他福音

的兒子。哦，是的，以利沙是他的兒子：“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

戰車馬兵啊！”當他和他的兒子手挽手走下約旦河時，那天上午以利沙

眼看著他父親離開了。 
117
 當他下到約旦河時，他伸出手，把他能力的外袍從肩膀上脫了下來，

說：“死啊！你不能對我做任何事。”他擊打約旦河，“讓開；今早我

要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河水向後退去，地幹得像麵粉一樣。老先知

在做什麼呢？他觀看約旦河對岸；他知道有一輛套了馬的車在那裡等候

著他。他要回家了；他的工作結束了。他在福音上的兒子要接續他的位

置。 
118
 那天我正從西部趕回家去。這件事出現在了我腦海中。我打開收音

機。我得開三天的車，獨自開兩千四百英里。我打開收音機，收聽德克

薩斯州德里奧的屬靈事件。有一個人對一個老黑人做了一番評論。他就

要死了，他必須走下河去；他說：“我就要穿著那些金拖鞋走在黃金街

道上。”這個老黑人一輩子傳道，他唯一能想到的讓他得到安慰的事，

就是他掛在牆上的那個舊班卓琴。他坐在棉花包上，彈著讚美詩，在他

傳道之後，他靠彈奏這把老班卓琴休息一下。這就是他放鬆的方式。他

說，他過去拉車用的短尾巴老馬會拉著馬車出現在那邊。我想到了他們。

他說：“哦，我就要穿著那些金拖鞋走在黃金街道上。” 
119
 當他唱完了歌，我關上了收音機，在那裡開著，握住方向盤；“哦，

是的。我也必須走到那裡。什麼東西會帶給我安慰呢？我從哪裡能找到

我的安慰呢？在曠野。我有一把舊的獵槍，叫做……我秋天用它打獵。

是一把點 270口徑，雷明頓 721型獵槍。一個男的，一位弟兄幾年前在

加利福尼亞給我的。我用它打了幾年的獵。那是何等的安慰，因為我知

道那是一把好獵槍，它是我在曠野的安慰。” 
120
 接著我想到了我的異象。當我到了那裡，會看見我所有的人民。我

會聽見有東西嘶鳴，我的小王子馬來了（我騎的小馬），將它的頭靠在

我肩膀上。我想：“是的，有朝一日早上，我也要走下約旦河。”我用

的那把點 270 舊槍掛在牆上。從去年秋天起我就沒有取下過它。“我過

去所騎的那匹小馬，那天早上當我走下河時，神會把它套在我的馬車上。”

它將站在河對岸。神會打發它來；那天晚上我看見了它。有朝一日早上，

它將套在我的馬車上。我將離去，爬上雲層。 
121
 讓我們禱告。哦，當我走上那些黃金街道，我所要享受的神的那個

能力……是的，現在掛在牆上的那把老獵槍，到時就再也沒有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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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神把一個又一個先知差給了他們，以溫柔的憐憫來請求他們，

他們卻對它置之不理。他們想要自己的方式；他們是以色列人；他們是

自由的；他們是個偉大的國家；他們的祖宗做了某某事（大衛和所羅門），

他們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完全跟我們所依靠的東西一樣；華盛頓，我

們的祖宗，他們所站穩的……但是弟兄，我們跟那些事相差了十萬八千

里；我們的教會相差十萬八千里。 
51
 老的……今天的衛理公會教會跟過去的衛理公會教會怎麼比？今天

的五旬節派跟過去的又怎麼比？今天的浸信會跟過去的怎麼比？如果我

們有時間回過頭去講講約翰·史密斯和許多早期的改教家……約翰·史密

斯說，在他死之前，說：“可怕的是，衛理公會的女人們開始在手指上

戴金戒指了。”衛理公會……今天他要是看見女人剪掉頭發，滿臉塗脂

抹粉，穿著短裙，會說什麼呢？那都是因為罪。 

 神在美國做了什麼？差來一個又一個復興，一個又一個復興。傳道

人傳講了神的道，竭力呼召人們回到神那裡。他們做了什麼？做了跟以

色列人一樣的事：棄絕它，取笑他們，稱他們是聖滾輪，將他們投入監

裡。 
53
 如果今天來自這個教會的一個姐妹和弟兄，昨晚站在那個旅館裡，

舉起手讚美神，在那房子裡叫喊，他們今天就會因此投入監牢。但一夥

爛醉如泥、白癡般的非聖滾輪卻可以站在那裡，整夜叫喊，醉酒，罵人，

扯掉女人的衣服，胡來，倒在地板上，整夜叫喊，他們對此卻連一個字

都不說。難怪我們註定要落在神的手下。 
54
 注意，神一個接一個地差來傳道人，行神跡奇事，證實他的道。尤

為嚴重的是，許多現代派的神職人員拒絕了它，並取笑每一次的復興。

比如所謂的基督會他們說：“神跡的日子過去了。”竭盡全力把這個向

那些屬神的餘剩的民關閉起來。以前在以色列是怎樣的，今天也怎樣。

許多次神必須從那些組織和宗派中領出他的子民，把他們領到曠野，單

獨跟他們說話。他要有一群餘剩的民；你們不要擔心這事。他以前所做

的；現在也會做。他們不斷地陷在罪裡，纏累在那些事中。為什麼？他

們的領袖；沒有東西能阻止這種事。 
55
 瞧，老實說，我知道許多國家，如果他們在街上看到人穿得像我們

美國這裡的穿戴，他們會把這些人送進監獄裡。我去過羅馬的聖安吉洛

（呐，想一想，那麼下賤的一個地方），他們在安吉洛墓旁立了一個牌

子：“致美國女人：請穿上衣服，尊重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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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什麼事能使你噁心，就是看見一夥所謂的美國人進來。我坐

在洛桑；一天，阿根布萊特和我，我們正在享用一些牛排。第二天我們

又回去了，因為那裡的飯菜很好吃。我必須自帶水去那兒，因為他們只

供應酒。我就帶了些水。我不得不一直挾一壺水在胳膊底下，因為他們

在桌子上不給你供應水。我走進那裡，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位“美國小

姐”進來了，帶著一隻髒兮兮，耷拉著鼻涕的貴賓狗，身上掛滿了一毛

錢店裡買來的首飾，手像這樣夾著一根香煙，坐在那裡，裝腔作勢，還

把那只貴賓狗放在桌子上。 
57
 骯髒、污穢的東西……狗是神所講到的最糟糕的東西。甚至從狗所

得來的錢都不能當作十一放進神的家［申 23:18］。聖經說：“它就像淫婦，

淫婦的十一奉獻。”然而他們卻這麼做。她們實施節育，卻付將近一千

美元來買一隻小狗，牽著到處走，給它孩子般的愛，這樣她就能整夜跑

到外面去，並實施節育。 

 除了混亂還能有什麼呢？你可能永遠再也聽不見我的聲音了，但我

要你記住這點：我們在末了了。 
59
 之後，我們發現出了什麼事，是什麼導致的。最後，偉大的時刻到

了：亞哈被選上了，當他被選上時，他娶了耶洗別，這個爛女人引導著

整個以色列陷入了偶像崇拜。正如以色列那個時候所做的，嗯……他們

必定已經處在了墮落的情形中，才會讓像那樣的事發生在他們的國家。

法律是由人民訂的，也是為人民制訂的，我們做了同樣的事。 

 曾有一個時候，美國不會……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不會選舉喝醉了

殉道者的血，殺害他們的老妓女，老娼妓。他們逃到這裡的原因是為了

自由，他們不會容忍任何像那樣的事。這表明我們正處在墮落的情形中，

整個國家選舉了像那樣的人。哦，當然，你們一些堅定的民主黨人會這

樣認為：“哦，瞧，他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政治領袖。”那在屬肉體的頭

腦聽起來可能沒問題。但對神的道和屬靈的頭腦來說，那就不合理了。

當然不合理，額外的多派點錢和削減一些稅之類的東西。 

 今天我們的宣教士在工廠上正過著一段艱難的時光，因為現在我們

被認為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肯定的，俄國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因為他們

有一個共產主義的領袖。紅色中國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因為他們有一個

共產主義的領袖。我們被認為是天主教，因為我們有一個天主教的領袖。 
62
 哦，當亞哈登上寶座……你說：“他在寶座上。”是的，但耶洗別

是那寶座背後的頭。她才是那個做帶領的。看看她如何把那片土地上的

律法拿來扭曲了，為了她自己的利益，為了貪婪，使亞哈那樣做，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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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相信她還能靠自己活下去了。神說：“現在下到她那裡去；她必聽

你的。我已經吩咐她了。” 
108
 哦，有時候我們認為，你們的團體是那麼忠心，做你所能做的一切，

舉辦一場聚會，想要向人們顯明你的心是對的，你要他們改正過來，你

認為你很艱難。但記住，神注視著你。你愛他。我知道你愛他，不然你

不會坐在這裡；不會參加像這樣的一場聚會。神注視著你。是的。 

 當她丈夫被吞沒了，死了，她的組織死了，所以現在她準備來聽先

知的道了。當先知來到門口，向她求一點水喝，她去取水。先知接著又

說：“再給我一點餅吃。” 

 婦人轉過身，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沒有足夠的東西。” 
111
 呐，看起來好像以利亞被差遣去奪走她所擁有的那一丁點東西，但

恰恰相反。當她樂意拿出她所擁有的東西來支持道的時候，神就供養了

她。如果你樂意拿出你所擁有的那個靈，神所賜給你的那個靈，來支持

這道，那神就會使你活著。哈利路亞！哦，榮耀歸於神！教會，你看到

這個了嗎？不要認為我精神錯亂了，我沒有。你所擁有的東西，你對神

的那一點點相信，你所擁有的信心，都放在這道上，而不是組織上。放

在神的道上，神就必使你存活。 

 這時她準備好了，因為她以前不能這樣，他們不會允許她的。但現

在她準備好了。她會接受嗎？神把先知差到了她的路上。她會接受先知

的道嗎？她會接待這位先知嗎？是的，她接受了。先知告訴她，說：“你

所擁有的一丁點生命，把它放在這裡，先拿來給我。”發生了什麼？當

世上其他的人在饑餓中憔悴地死去的時候，她、她的孩子們與家人都一

天三頓在吃美餐：對道的屬靈啟示。我希望你明白了它，朋友。 

 發生了什麼？他呆在那裡，直到饑荒結束，跟這個婦人一起生活，

就是這個接待他、相信他話語的教會。他使婦人活了下去，藉著主的道

使教會活了下去，因為他說：“主如此說。” 
114
 我們沒有時間講完故事的其餘部分了，你知道，他必須與巴力攤牌。

有朝一日他也要這樣做，不要擔心。當他跺著腳從那曠野走出來時，你

留意會發生什麼事。 
115
 發生了什麼？當年的老先知以利亞，神真正的僕人，到了他人生道

路的盡頭時，一天神告訴他，神說：“以利亞，現在你傳講的時間已經

足夠長了。你已經跟耶洗別和她所有的塗脂抹粉的人爭戰，你已經受夠

了。下到約旦河去。”他就去了，到了約旦河。泥濘的河流從那邊流過，

冰冷刺骨的河水，正如每個人必須面對的：約旦河，死亡。 



18 耶洗別的宗教 

 

荒，不是因為無餅和水，乃是因聽不見神的真道。”但那個聲音將安靜

在曠野的某處，隱藏起來。 

 神吩咐烏鴉們（他的僕人們）。神祝福那些鳥（他的僕人們），在

以利亞與教會隔絕期間，保守著他的聲音活著。烏鴉早上給他帶來肉和

餅，晚上帶來肉和餅，他喝泉源的水，而其他人在下面卻沒有任何屬靈

的食物和水。 
102
 一天，當罪發展到了極點，神使得他的百姓屈膝……耶洗別奪走了

一切，她消滅了所有的一切；她還會再這樣做的。那是神的聖經如此說。

她會再這樣做的。她現在登上了寶座，在傀儡的身後，隨心所欲地扭曲

它；沒有人能阻止她。當然，現在沒有人能阻止她，因為他們在宗教圈

子裡做不到的，現在都插到了政治裡，這時他們就做到了。哼，那絕對

是他們所做的。政治將是一個聯合抵制，完全回到了獸的印記上，正如

我站在這裡一樣肯定。瞧？聖經說了。 
103
 我知道我們遲了；我要快點。若是主允許我的話，我必須把這最後

的話講出來。 

 注意。以利亞呆在那裡，直到神感動他。他沒有復興了。他也沒有

再講道反對這種東西，什麼都不做了。他只是站在那裡，單獨與神呆在

曠野裡，因為他是個屬曠野的人。他是在曠野裡長大的。約翰也是在曠

野裡長大的。 

 他發出了他的信息之後，就去了曠野，單獨與神同在，離開了教會。

教會拒絕它，拒絕它。最後組織什麼也不願做，於是他不得不走開。神

呼召他退場了，帶他去了曠野，說：“過來這裡，他們再也不願聽了。

過來，我要把審判降在他們身上。”哦，是的，總有一天他會來這兒的；

你們看著吧。 
106
 他預言的日子之後，發生了什麼？教會因耶洗別可怕的恐怖而枯萎

了，她把這一切都收歸了自己，把這一切都吞併了，把它們收歸了自己，

建造了偶像等等的東西。 

 但是一天，神又把他呼召了出來。他出來了。現在仔細聽，不要生

我的氣。我是在說“主如此說”。他出來時，神做了什麼？神差遣他去

到了一個寡婦那裡。她曾經有一個男人管轄她，但需要死亡來釋放她，

這樣她才能相信先知的道。你注意到了嗎？她有一個在一間學校裡的丈

夫這樣那樣地引導她。但在這個大乾旱期間，她丈夫被吞沒了，死亡將

他取去了。婦人再也不跟任何組織有瓜葛了；所以現在她準備來聽主的

道了。一個女人，預表教會，一個寡婦，她丈夫（組織）死了，她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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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嫁給了他。今天我們的領袖也是這樣的。我沒有說他不是一個好人，

但看看在他背後是什麼：妓女，我們跑到這裡來，成為美國人的真正目

的；美國建國的那個真正原則。我們藉著自己的自由選舉，選舉了一個

那樣的東西。 

 呐，你明白為什麼我的聲音不久將會被阻止，有人會知道的。是的，

為什麼？《啟示錄》2:20，她稱自己是女先知。你等著看罪惡的洪濤要

何等的氾濫吧，你會看到它如何的沉淪到極點。你會看到那些現代派的

東西，看到那些不敬虔的事發生在教會裡，直到最後會出現一個逼迫。”

聖經這麼說，主如此說。肯定會有的。 
64
 接著什麼事會發生？就像那個時候所發生的一樣，現在也會發生。

她是背後的勢力，她是那個控制它的人。讀一下……我相信是 7 章，大

概是 17章或 18章那裡，你會發現耶洗別做了什麼：她抓住了亞哈，亞

哈不能對此說任何話，因為那是他老婆。看看這個國家當時是建在什麼

上，一個墮落的以色列人同他背後的異教妻子，是個崇拜巴力的。她做

了什麼？最後她使一切都成了現代派，那麼美好，人們那麼輕易就可以

擁有了，甚至整個教會都為之而傾心，傳道人和所有的人。以利亞不是

說：“主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嗎？當時發生的事跟今天也是相對應

的。 
65
 所有的人都不敢說什麼話。這豈不正跟今天一樣嗎？他們不敢說什

麼話。所以我們發現，他們就鬆散了，隨便了，醉酒，胡來，瘋狂享樂，

以及別的一切，正如今天一樣。耶洗別曲解那些經文。她做什麼了？耶

洗別曲解了那些律法。記住，耶洗別，為了迷惑眾人，她稱自己是個女

先知，她說她是神在地上的唯一聲音。她絕對會使屬肉體的頭腦相信那

點。 
66
 在美國將會出現一個對女人的崇拜，那將是馬利亞。我在 1931年就

看見了。發生了七件事。我把它記在了我隨身攜帶的紙上，寫於 1931年。

我說：“這位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他將導致整個世界（他幫了忙），

使整個世界陷入了戰爭。”當時還沒有發生戰爭，正處於經濟大蕭條期

間。我說：“另一件事……”我媽媽，一個堅定的民主黨人，當我那麼

說的時候，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說：“我不在乎他是共和黨人還是

社會主義者，不管他是什麼，這是主如此說的。” 

 我說：“這樣做，他們會允許女人投票。當他們那樣做，他們就做

了一件這個國家所曾經做過的最為羞恥的事。”我說：“有一天，他們

將為此付出代價。”他們在這次的選舉中做到了。就是女人選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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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你們在南方的寶貴黑人，你們是怎麼投票的。你說：“你無權在講

臺上說這個。”哦，是的，我有；這是神的道。亞伯拉罕·林肯的血跡，

使你們得自由的那位，正躺在那邊博物館裡一個女人的衣服上，你們出

賣了自己的長子名分。真為你們羞恥！ 
68
 你們民眾，為了政治，因為你是一個好民主黨人，就投票支持那樣

的事，出賣了你的美國精神和基督教的長子名分，交給了把我們趕到這

個國家的妓女，就是那使我們成為那樣的。看到她怎麼悄悄地潛了進來

嗎？以至現在她去到了寶座上，（肯定的）白宮的寶座。 
69
 注意！已經……那天你看到了關於天主教學校和新教學校的事嗎？

支持天主教學校，卻不支持新教學校。哦，弟兄，你就等著看這一波波

的事情出現吧。注意，當他們這樣做時，留意發生了什麼。這一切的罪

堆積起來，到了一個地步，就會使國家陷入到那種搖晃的地步。 

 幾年前，當他們……幾年前當艾爾·史密斯要競選的時候，那時剛開

始爆發的五旬節運動拯救了這個國家。［譯注：艾爾·史密斯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參加

總統競選的羅馬天主教徒，他于 1928年代表民主黨參選，落敗。］美國那時候知道得更清

楚。但五旬節派變得太世俗了，徑直陷了進去，把自己作為基督徒的權

利出賣給了政治，政治超越了聖經。哦！ 
71
 呐，我們稍微來看看這些事是怎麼出現的。我們發現他們做了什麼，

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我們看到它在這裡是完全相對應的，到處都是罪惡。

耶洗別進來了；她迷惑了所有的人。注意，最後她開始為巴力大建廟宇。

對嗎？巴力的祭司從各地蜂擁而來，進入了那個地方，開始用巴力的敬

拜污穢了全地。 

 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看看他們是怎麼偷進來的。他們所做的事，

看看他們今天在哪裡。看看天主教教義吞噬，吞噬，吞噬；藉著嫁娶進

來，拆毀這個，他們所做的完全是照著如但以理所說的：鐵和泥不能混

合，但互相攙雜自己的後代，拆毀。每個嫁給天主教男孩的新教徒女孩，

必須把孩子撫養成天主教徒。所有像那樣的事，結婚，混雜，像那樣，

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全美國都被蛀空了。 
73
 作為宣教士，我們能做什麼呢？去到南美，到世界各地去解放人們，

湯米·歐斯本他們想要讓人們離開那種異教，但他們掉過頭來，說我們選

舉了我們的領袖，一碼事。什麼事要發生在這個世界？這應該震動這裡

的每一個人。我們要怎麼回答呢？他們說：“你們來這裡釋放我們脫離

這個，但你自己的人民卻讓這種東西在白宮的辦公廳裡掌權了。”宣教

士能說什麼呢？我們要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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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離世後，他們就組織起來了。後來聖靈進入了五旬節運動中，他們就

從衛理公會出來了。發生了什麼？後來他們又組織了起來。 
96
 但必有一個一人的體系帶著能力和以利亞的恩膏出來應驗預言。哈

利路亞！他將震動它。記住，他向他們說了預言，說預言了，告訴了他

們所有的事，神與他同工。但他最後的信息是要攻向白宮。約翰來的時

候，他最後的信息是攻向那個日子的白宮。以利亞最後的信息，那天早

上他走在路上，剛剛從神的面前出來，他走在那條路上，頭髮淩亂，他

的禿頂發亮，鬍子隨風飄動，那對小眼睛閃爍著神的榮耀，手裡拿著那

根杖，他的腳步異常堅定：他在做什麼？從撒瑪利亞一直走到了白宮前

面，說：“主如此說。”毫不懼怕。眾教會拒絕了他；百姓拒絕了他；

所以，現在他最後的攻擊臨到了白宮。 
97
 此後發生了什麼？聽著。那次攻擊之後，他的聲音安靜了，再也沒

有人聽見他了。神把他召走了，說：“以利亞，你已經把你的信息顯明

給所有的以色列人了；他們知道它了。現在，到曠野來；遠離他們；分

別自己，因為我要做一件事。我要向他們顯明拒絕我信息的後果是什麼。”

什麼來到了？戰爭，饑荒，饑餓。 
98
 聖靈如此說；留意什麼會來到？留意什麼隨之而來。那時是饑荒；

現在也將有一次饑荒，哦，可能不是因為餅，乃是因為聽不見神的道和

他的真理。所有的教會還是照樣變得世俗化，並陷入到了這種東西當中，

就像他們已經被世俗吞沒了一樣。 
99
 以利亞做了什麼？他在山上找到了隱藏的泉源，他在那裡得到了一

些生命水，從神而來的屬神啟示，他坐在神的大能下。啟示就是隱藏的

泉源，而其他人卻在挨餓。願神祝福他的僕人們—那些烏鴉，當他與世

人隔絕時，它們帶來東西給他吃。人們在下面因缺少復興而挨餓，還有

所發生的各種事情，“再也不要聽他的復興……那個到處抨擊我們組織

的老騙子哪裡去了？現在他在哪裡？”他們不知道。他跟神在一起，出

來去到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他們聽不見他的聲音了。這時他們開始

看到。 
100
 當神差遣來一個信息告訴了人們，他們卻不接受，神便撤走他的僕

人，差來災殃：饑荒，死亡，屬靈上講的，也指身體上的。弟兄，你留

意一場衰退。你認為你已經看見了一些東西；你且等一會兒。你還什麼

都沒看到。你認為你正在渴望一場好的屬靈復興；你且等一會兒。你且

等著，渴望、呼求能聽見神的道。聖經這麼說。先知說：“末日必有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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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隨某個組織搖來擺去。當以利亞來了，他將像以利亞那樣憎

恨女人，憎恨壞女人，就像約翰一樣。他將是一個喜愛曠野的人，就像

他們一樣。他決不留情。我們正仰望他的到來。他必要來。神說他會來，

他必將出現在這裡。 
92
 我相信，今天我們所傳講的信息中肯定有什麼東西是預告他偉大的

到來。是的，先生。他在路上了，已經出生了，就像以利亞一樣，從曠

野中出來，他將在某處顯明自己。他將傳講《使徒行傳》2章。他要把這

些五旬節老父親的信心轉回到……把這些五旬節兒女的信心轉回到五旬

節父親們的信心上。他回到《使徒行傳》2章，《使徒行傳》2:38，一直

下來。他將帶出真正毫無玷污的福音。他跟耶洗別與她的體系沒有任何

關係。他將是神的僕人。肯定是的。聖經說他要來。他將當著這些耶洗

別的面預言和宣揚他的信息，就像以利亞起初對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樣。

他們會恨他。他們不會跟他合作，不，不會。他要來。神應許了，他必

出場。他將照著經上所說的，向蒙揀選的教會講道，震動選民，震掉它

身上過多的肉、世界等等，抖掉它，煮掉它，把真教會（一群人）聚集

在一起。 
93
 我知道你會說：“那是我的宗派。”弟兄，你錯了。約翰作為一個

人的體系而來，引見了另外一個人，耶穌基督。以利亞不是一個體系，

而是一個人，耶穌這麼說的。他一定是一個人，被聖靈所膏。他不會介

紹三位或四位神；他會介紹一位神，主耶穌基督；因為他的信息將震動

五旬節的兒女再次回到父親們的信心上。 

 弟兄們，你們記住，如果我說這些事是出於惡意，我就需要去到祭

壇邊。我告訴你們，這是主如此說。神豈不是在全國各地，全世界印證

我所告訴你們的是真理嗎？那請告訴我錯在哪裡。我在告訴你們真理。

趕快回到神那裡去。脫離這些體系，因為聖經在《啟示錄》說，羅馬天

主教教士團是一個淫婦，她是妓女的母。那是什麼？眾教會，體系。 
95
 衛理公會教會是從哪裡來的，路德派教會是從哪裡來的？衛理公會、

浸信會是從哪裡來的？所有的組織是從哪裡來的？神從未組織過一個教

會。天主教會說當耶穌組織教會時，他們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我要……

我要歷史上的記載或聖經上的記載。三百零六年都沒有過一個組織。最

後的使徒死後，他們舉行了尼西亞大會，搞出了一個組織。當路德出

來……他是一個屬神的偉人，但當他一離世，那一小群人就去形成了另

一個組織。聖靈就出去降在了約翰·衛斯理身上；他從未組織過什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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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回頭看看歷史上的記錄，轉回去看看這樣做是不是絕對違反憲法的。

他們幾年前不會這麼做的，但是，我們已經把我們基督徒的權利出賣給

了政治，魔鬼就是這樣鑽進來的。亞哈只是耶洗別的一個傀儡。這一切

也會是這樣，只是一個傀儡。他自己不會那樣做，但他背後的那個體系

會驅使他去做的。絕對是的。你們基督徒們，掐一掐你的良心。搖醒自

己吧；它比你所想的還近了。我們所處的情形，他們所處的情形，他們

是如何讓自己鬆散了。 
75
 當神看到他的宣教士們，他偉大的愛心必定在哭泣著大聲地呼喊。

他使他們成為了來自各地的萬國的榜樣，因為神祝福了他們，看見他們

屬靈上聯合，在事奉神。再想一想，神渴望看見他們回到他們起初的愛

心上，做正確的事，可是他們卻繼續偏離，偏離，偏離，直到最後耶洗

別進來了。那絕對是我們所做的：偏離了基督的原則。當神差遣他的傳

道人走遍全國，他們傳講了聖潔，天路聖潔派，拿撒勒派，五旬節派，

“回到神那裡，回到神那裡。” 
76
 以前被真正建立的教會只是取笑，嘲笑。許多現代派的信徒，哦，

他們譴責那些人所做的一切，說那是屬魔鬼的。它導致了什麼？教會開

始聽從它；大多數人開始聽從。首先你知道，如果天主教女人可以穿戴

那樣的東西，新教徒也可以。如果天主教會可以做這事，新教也可以做。

如果衛理公會可以，浸信會又怎麼樣呢？如果浸信會可以，五旬節派又

怎麼樣呢？ 

 瞧，這正是人造的體系要把你帶到的地步。哈利路亞！那是真的。

那就是我反對它的原因，因為神的道反對它。人造的體系，神反對它；

神的道反對它；神的先知將反對它；神真正的僕人將反對它；所有從神

的靈生的都必反對它。 
78
 看看以色列所得到的，他們隨波逐流，直到最後耶洗別來了。看看

美國變得怎樣，隨著世俗的潮流漂泊，直到最後耶洗別登上了寶座。是

的。事實上，耶洗別沒有坐在埃及的寶座……哦，我是說以色列的寶座

上，但她是寶座背後的主要首領。天主教的教士團沒有坐在美國的寶座

上，但她是背後的體系，因為他跟她結婚了。聖經說，他們將在這個國

家裡給獸做一個像。 
79
 哦，弟兄姐妹，出了什麼問題？瞧，我知道是什麼問題。聖經說他

們到了這個老底嘉時代，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你現在可能會恨我，

但有一天當你發現什麼是真理的時候，你就不會恨我了。你可能不認同，

起身跺著腳走出房子，那只能表明你的無知。但有一天你將意識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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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你將渴望並知道這是真理。我奉主的名說這話，把自己樹起來作靶

子，這將最後把我送入墳墓。如果神幫助我，我要作為一個見證人，直

到死去。是的。 
80
 我們正處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情形中，這一切都在像那樣發生。以色

列，亞哈如何行事，是耶洗別的傀儡，因為他跟她結婚了。美國，我們

的領袖，又是如何……你知道我們的領袖是個富翁嗎？多少人知道這點？

千萬富翁。有人在一本雜誌或電臺、電視什麼的上告訴我，傑克·本尼或

某個人做了一個……歐尼·福特，我相信是的。有人說他父親幫助他贏得

了兩個他沒有得到的州。他差不多擁有了所有剩下的州。他怎麼得到的？

那些錢是從哪裡來的？藉著威士忌酒的交易。這是為什麼他降低了威士

基等東西的稅收。就是這個使他成了一個富翁。這正是要毀掉我們國家

的東西，腐蝕我們民眾心思的東西，把我們的男孩變成酒鬼，把我們的

女孩變成妓女的東西，從這東西賺來的錢卻使他成了一個富翁。 
81
 這是那個老耶洗別體系裡的同一個東西，這是逼迫我們人民的同一

個東西，這同一個東西讓他們沉醉在羅馬天主教裡，焚燒他們，分裂他

們，對他們做盡了一切壞事，聖經說殉道者的血在她裡面。他們結合在

一起了。我們美國人還是繼續搖擺，“哦，我們多了一些錢，我們過得

很愉快。比其他國家都更好。”但是弟兄，你等著瞧吧。 

 讓我們現在逐字逐句地來看幾分鐘，看看發生了什麼。 
83
 傳道人跟隨著，跟他們一起墮落，整個體系都緊跟著他們。整個以

色列的體系都緊跟著耶洗別。他們有形式，是的。聖經不是告訴我們說，

在末日他們會有敬虔的外貌嗎？所有的預言都應驗了，弟兄，我們是在

末了了。在國家上，我們在末了了。在屬靈上，我們在末了了。每個體

系都到了它的末了了。接下來就是主的再來和教會的被接升天。 
84
 神差來了一切的神跡、奇事，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竭力吸引人，

他們還是走進了這種東西裡。看看這個城鎮，看看這周圍的地區，有成

百上千的五旬節派信徒；但因為我站在這真理上，今天下午他們都哪裡

去了？因為有人告訴他們不要跟我的聚會有干係。你們可憐、故意的……

願神憐憫你，這是我唯一能說的話。當你們基督徒不再有脊樑骨了，你

有的就是軟骨頭而不是脊樑骨。是的。我們需要的是傳講一個有鋼牙能

咬碎一切的福音。像別人一樣去了，之後你還奇怪為什麼我們高聲譴責

這種東西。然後你會發現，人們冷眼待你。我料到會這樣，我必須這樣。 
85
 這一切在以色列發生著。最後，有一天，從曠野跺著腳走來一個外

表毛絨絨的老人，是提斯比人以利亞。他決不是從他們的任何組織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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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他是從曠野中走出來的。他跟他們毫無關係。他是主的先知。

弟兄，他震動了耶洗別的王國，震動了其中的一切。他們恨他。我敢向

你們保證，沒有人跟他合作。聖經說沒有。當然。我能想像，他肯定讓

那些臉上塗脂抹粉的耶洗別們怒火中燒。他把斧子放在了樹根上，像約

翰所做的一樣；不管碎片會落在哪兒，但以利亞還是砍她。他震動了全

國，指明他們錯了，竭力呼喚他們回到永生的真神那裡，回到他的道上，

而不是耶洗別的崇拜。 
86
 他們做了什麼？他們接受了他嗎？他們恨他。但他的道還是照樣傳

出去了，因為他擁有主如此說。神與他同工，藉著讓他所說的事成就，

顯明了他是受膏的先知。他所做的一切都證實了他是神的先知。但他們

依然不相信，因為他撕碎了他們的戲院。他跟他們說他們錯了。亞哈只

是個痞子。是的。你注意，他們不相信以利亞，但他還是照樣傳講。沒

有一個傳道人同意他，他說：“主啊，只剩下我一人了。看看他們，他

們甚至不……沒有人要合作。”但他有一個使命要做，他做到了。他擁

有主的道，主如此說。他攻擊全國，他攻擊教會，他攻擊那裡的一切，

神與他同在。 
87
 我們被應許了，在末日，他要再回到這個國家。我知道，當耶穌……

《馬太福音》第 17章，門徒問他說：“為什麼文士說以利亞……” 

 注意他說的，“以利亞固然先來。”過去……將來式，他用約翰作

為一個榜樣。約翰不是《瑪拉基書》4章。約翰是《瑪拉基書》3章，“看

哪，我要差遣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瑪拉基書》4章，他說：“在

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當整個地球像碎秸一樣被焚燒以前，在

那日子之前，我要差遣以利亞。” 

 那不是約翰，因為約翰來的時候，主從未將地球焚燒。如果你注意，

在最後一章，最後一節，他說：“他（注意，他講話）必使父親的心轉

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91
 注意。第一個約翰來了，第一個以利亞來了，他做了什麼？他來帶

出了一個信息，把正統、剛硬的心轉向年輕教會—兒女們的信心。但當

在末世，下一個以利亞來到的時候，他要回去，把父親的心，哦，是把

兒女的心轉回到五旬節父親們的信心上。看到差別了嗎？他不是一個我

們今天所稱為的那種人；他要回到《使徒行傳》2章，要從那裡開始。他

將傳講毫無玷污的福音，只說彼得在五旬節那天所說的同樣的東西，因

為他在五旬節所說的在其它所有的經文中被印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