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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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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我幾次答應他要到他們那兒去為他們的教會舉行奉獻的聚會。靠

主的幫助有一天我會盡力去的。現在，我們唱這下面一段。 
  旅途完畢不再勞碌， 
  耶穌聖名永頌揚， 
  在他腳前歡然俯伏， 
  尊敬他為王中王， 
 讓我們現在就唱。 
  旅途完畢不再勞碌， 
  耶穌聖名永頌揚， 
  在他腳前歡然俯伏， 
  尊敬他為王中王， 
  尊貴名，（尊貴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尊貴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時刻攜帶耶穌聖名， 
  當作藤牌敵火箭；（現在注意聽） 
  每逢誘惑擾你心靈，（你該怎麼做呢？） 
  呼吸這名在心間。 
  尊貴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尊貴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讓我們低頭。 
  尊貴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尊貴名，（奉這名受洗，奉這名禱告）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馬丁弟兄…… 
 

 

 

 

 

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 

1 謝謝你，曼恩弟兄。“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讓我們來禱告。 
 哦，神啊！這實在是我們今天晚上內心所渴望的，就是只要相信。

當我們今天晚上在這教會裡聚集的時候，太陽正在西邊落下。親愛的神，

我們祈求你讓我們意識到時候有多近了，因為太陽也要按著時間落山，

它結束了。一天很快就要結束了。我們想起來，有一次當一天就要結束

時，兩個行路的人邀請你進去與他們同住。之後，你就通過解釋你的道

向他們顯明你自己，使他們知道基督必須先受這許多的苦。 
2 所以，我們祈求，神啊，當這一天就要結束的時候，願你來到我們

的房子裡，與我們同住，向我們解釋道。主啊，我們會小心翼翼，如獲

至寶的，將它當作我們心中的禮物，捧著它。願我們永遠不要越過它；

願我們總是全心地敬畏它。 
3 我們感謝你今天早晨對那些在醫院裡的人所做的一切，感謝你為凱

普斯弟兄的小兒子所做的。他當時躺在那兒快要死了，而現在他卻來到

了今天晚上的會眾當中。為了所有這些事情，父啊！我們該是何等地感

謝你！ 
4 答應我們，主，讓我們曉得如何才能獻上我們的讚美。我們只是……

要知道如何向你獻上讚美，是一件我們無法明白的事。但是主啊，接受

我們心中感恩的記號，那就是我們愛你。還有當我們……我們想做正確

的事時，請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我們這樣祈求是奉耶穌的名。阿們！大

家請坐。 
5 今晚這個擠滿了人的教會，以及全國各地通過電話收聽講道的人們，

晚上好。他們說今晚他們又把電話接上了。 
 我希望我的妻子也在聽。我還沒有打電話給她，所以這個聚會之後

我會給她打個電話。 
6 我們這裡有個通知，今天上午傑克遜弟兄的兄弟或父親的狀況……

哦，他的狀況已經好轉了很多了，可能明天他就能回家了。所以我們…… 
7 凱普斯弟兄的小兒子，那天晚上凱普斯弟兄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

凱普斯弟兄在不在聽眾中），他說他的小兒子病得很厲害。那時我和約

瑟正在射擊場上，我的點二二型來福槍已經準備好了。我上個星期已經

把這事都告訴你們了。他要玩真槍實彈的了。所以他要心裡有數，並要

告訴加里和拉裡他所做的。他回來時告訴我……我說：“你應該過來告

訴吉恩·諾曼弟兄。” 
 他說：“先去告訴比利吧。”就是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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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顯示了自己高水準的射擊之後，他說：“現在，我不用你了。”

看到嗎？ 
8 我們剛到那兒，電話鈴就響了，比利跑進去問……我說：“可能是

病人的電話。”我們剛一進去，就知道是凱普斯弟兄。他的小兒子得了

腹膜炎，活下去的希望已經很小了。主已經醫治了他。前幾天晚上，伍

德太太告訴我說，他感到有些疼痛。我們離開的時候很急，我就……我

說：“伍德太太，現在太晚了，已經十點了，我懷疑醫院是否還會讓我

進去。”我說：“我要回家去關上門。”於是我就回去禱告，他們說那

小男孩今晚就在聽眾當中。所以我們為此非常感謝。我們很感激。 
9 現在我們還在繼續禱告，我們還沒有聽到任何消息。如果利奧·梅西

爾弟兄和梅西爾姐妹在聽的話，那我們還沒有收到你父親的消息。我們

希望一會兒能聽到他怎麼樣了。但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會好的，我們把這

事交給全能的神了，相信他會看顧我們親愛的老聖徒，一位福音的老傳

道人。 
10 呐，哦，有太多事情要做了，而時間又這麼短，所以讓我們把所有

的努力，都放在為我們的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上。 
11 我下來有點早了，我……我感到不是特別的好。我累了，真是累了，

今天下午我躺在那兒；我甚至沒有吃晚飯。所以我……我進去，整個下

午都躺著。我感到很糟，所以就躺在那兒，我在那兒禱告，感到好多了，

於是就起來，穿上衣服，到教會來了。 
12 所以我們相信主耶穌會祝福我們今晚一起的努力，我們從全國各地

來加入這個基督身體的一部分。他給我權利來牧養他的羊。我只能盡我

最大的努力，把我所知道的合宜的糧食分給羊群。我也急切地盼望著，

我們能有時間聚集在一個地方，傳講七個災、七個碗和七個號等等。它

們都發生在一起。這是為什麼，要是可能的話，我們打算用大約一周、

十天或更多的時間，在一個系列的聚會中來傳講它，若是可能的話。我

想它是很豐富的。 
13 呐，你們很多人都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我從這看過去，我剛看到

有從圖森來的。索斯曼太太……我看見弗雷德弟兄已經來了。今天早上

我看見他在會眾裡。那邊，我想是唐·魯德爾坐在那後邊。很高興看到唐

弟兄也在。朱尼爾，朱尼爾是在這兒，還是在他的教會裡？我想他今晚

可能是通過教會的電話來收聽。你們所有的弟兄，我們很高興今晚你們

能跟我們聚在一起。我們相信主，有一天，當我們的生命結束，當我們

這肉身生命的光變得暗淡直至消失的時候，我們也不怕遭害，因為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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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你們所有把手帕放在這裡的會眾們，我已經按手在上面了，我禱告

神醫治你們每個人，願我們中間沒有一個病人，你們知道神是怎樣的聽

禱告。 
206 當我們聚集在一起，“只要有人奉我的名聚集禱告，我就從天上垂

聽。”神應許要這樣做的。 
207 所以，我們不是分開的，我們是一個人。我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是一。

每個人都為其他的人禱告。當我為你們禱告時，你們也為我禱告。神祝

福你們，直到我們再相會。 
208 我相信你們會繼續……你們住在這附近的，希望你們來這個教會，

跟我們的好牧師內維爾弟兄交通。他會對你們有幫助的，在這教會裡的

還有曼恩弟兄和許多很好的人們。 
209 如果你們離朱尼爾·傑克遜弟兄近的話，或者在其它的地方，像紐約

等等的地方，他們在各地都有聚會，在亞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周圍

都有，當你們去到他們那時，去拜訪他們的教會。我們求神讓你們能再

次回來，讓牧師説明你更多地認識主耶穌。 
210 當我們唱“時刻攜帶耶穌名”這首歌時，願神祝福你們。 
  時常攜帶耶穌聖名， 
  你們憂愁困苦人； 
  他能賜你安慰安寧； 
  無論何處帶著他［伯蘭罕弟兄跟臺上的一些弟兄說話］ 
  尊貴名，（尊貴名，）……（哦，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尊貴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211 穿過這些人群，今晚我看到了埃斯特爾·比勒弟兄，他在後面，帕爾

默弟兄，還有許多……傑特弟兄，有許多傳道人站在這周圍，我叫不出

他們的名字。真希望讓你們每個人都來到這兒，來解散會眾或做其他的

事。你們能理解嗎？我知道你們有基督徒的心，知道我們必須得……我

們的感受如何。我們在基督耶穌裡是一個人。 
212 現在，當我們的馬丁弟兄在禱告中為我們解散聚會時，讓我們記住

要唱的下一節歌詞。我想……這位厄爾·馬丁弟兄是從……我想，他是從

阿肯色或密蘇裡來的。哦，是密蘇裡，就在阿肯色和密蘇裡交界的地方；

他們在那裡有個教會。 
213 我注意後面的一個弟兄；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布魯爾。他今天早

上來了。我想他今晚可能還在這兒。是的，我看見他站在那兒，布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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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鼓舞； 
  為我化暗為明，擦乾我的眼淚， 
  使我從今以後，完全屬主！ 
199 親愛的神，我們喜歡向你歌唱，因為這樣能表達我們的感受和我們

整個會眾的感情，因為你使我們呼吸到生命的道。我們何等地感激你，

主啊。在歌聲中，願你接納我們，好嗎，主？這是我們的願望，就是被

神的道所過濾，每天行走在光中，福音的光中。 
  讓我們每天的道路充滿了愛， 
  因為我們與天上的鴿子一同行走。 
  讓我們一直走下去， 
  帶著歌唱和笑臉； 
  使我們每天的道路充滿了愛。 
200 答應我們，主。祝福我們大家。讓你的恩典與憐憫與我們同在。醫
治各地有病的和受痛苦的人。 
201 今晚我們為科金斯弟兄感謝你，是你醫好了他，使他從醫院裡回到

家中。我們感謝你所做的一切，感謝你加給我們力量。 
202 我們感謝你今天晚上給我們這不連貫的小信息，主啊，我沒有做好，

但我禱告，主啊，求你讓人們能正確地理解它，使人們看到並能知道它

的真正意思。願你從中得到榮耀，主啊，讓我們明白，我們不能靠別的，

我們是靠著神話語過濾的糧食生活，它只給他的兒女，就是分別出來的

那一群人；不是給其他人的，它只給那些你所揀選的人，正如紅母牛分

別的水只是給以色列會眾的一樣。所以，父啊，我們知道這餅只是給綿

羊的，耶穌說：“把兒女的餅丟給狗吃是不合適的。”那女人回答說：

“是的，主，這是對的，但即使渣子我也願意吃。”今晚，我們也有同

樣的感覺，主。我們想要你所給我們的一切，父啊，我們饑渴，想得到

你更多。 
203 答應我們，使我們的饑渴得到飽足，我們的願望你已知道，父啊，
我們想要義人的渴望；而義人就是耶穌基督，他的願望就是行父的旨意，

就是道。答應我們，父啊。我們奉他的名禱告。阿們！ 
204 讓我們站起來唱這首散會的歌“時刻攜帶耶穌聖名”。 
 今晚，所有那些這信息去到的地方，當我們在禱告中散會的時候，

願神與你們同在。願你們外面每個人……我希望你們能喜樂地接受這篇

信息，就像我喜樂地向你們傳講一樣。我相信神會把它帶入你的心裡並

給你正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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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剛得到一個從亞利桑那，普萊斯考特來的報告：科金斯弟兄已經

出院了。我們真的是很感謝主。好的，太好了。對此我們真的是很感謝

主。梅西爾姐妹，你父親現在已經好了。我感覺到，我們禱告之後，他

就已經好了。他們可能在收聽，我希望他們是，我想他們正在收聽。所

以我們為此非常感恩，我們的弟兄現在已經好了，一定會好的。所以我

們為這一切的事感謝主。 
15 昨晚有個親愛的弟兄有個要求，我想他今天不在這兒。是一個從肯

塔基來的弟兄，打電話給我談到他的女兒、他可愛的家庭。那女孩準備

要開刀了。她是個年輕的媽媽，後背長了個腫瘤。所以我們禱告，求神

釋放這個年輕的婦人。我相信他會的，只要我們全會眾都聚在一起為這

些人禱告。我們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做這事。 
16 因為日子越來越近了，路越來越窄，我們也要越來越親近。哦，我

們必須要合一，成為一體。我們必須合在一起，忘記彼此的罪和分歧，

靠得更緊更緊更緊，因為我們看到那日子臨近了。我們要聚集在一起，

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如果哪個弟兄或姐妹在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不要

做什麼，只要為那人禱告，永遠都要在愛裡彼此關心。不要讓你們中任

何一個人走偏，要呆在一起。如果你們能，讓更多的人來，我們要一直

聚在一起。 
17 內維爾弟兄，我收到了你關於萊特弟兄的請求，喬治·萊特弟兄坐在

這兒。我們很高興萊特弟兄和萊特姊妹在這兒，小伊蒂絲，我……如果

有一天我們再回來，那我想在這舉行一個紀念聚會。當伊蒂絲走時我沒

有回去為她舉行紀念聚會，但萊特姊妹，你還記得兩年前她做的夢嗎？

那時我告訴你了，我說：“小伊蒂絲不會與我們呆多久了，”因為主已

經藉著她做的那個夢告訴了她，說她要走了。我得到了那個夢的解釋，

就是她要去見主了。大概兩年後，她就去見主了。如今她在那裡等候著

爸爸媽媽穿過那條死亡與不死的分界線。 
18 神祝福你們。要是可能的話，我想儘快見到你們。願神與你們同在。

還有謝爾比，你們每個人。我想今天早上我見到謝爾比了，我不太確定。

在這兒看得不是很清楚，因為房頂很低，光線又是那樣的，你能看到大

概的地方，但看人就不是很清楚了。 
19 現在，讓我們直接進入信息。今天的信息，我想讀《民數記》19:9

和《以弗所書》5:26。如果你們想記下經文等等的東西，那你可以記下

來。 
20 記住，如果這被錄下來……我還不知道，我沒有看到他們。哦，我

看到了，我看到特裡弟兄在錄音房裡。如果這被錄下來，在任何時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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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地方被其他的傳道人得到，這並不是要藐視你們的教訓，這不是

指向你們的羊群的。這個信息和我所講的其他所有信息都是對我的會眾

說的。這不是給你的會眾的，除非他們願意接受，但它是給這兒的會眾

的。 
21 人們購買這些磁帶。世界各地的人購買它們並播放它們。很多時候

他們寫信來，我總是向他們指出，如果你是其他教會的成員，“去找你

的牧師。” 
22 牧師，我想讓你知道，我所講的這些事只是給我的會眾的。我有權
這麼做，因為是聖靈設立我來看管這些羊。如果我不告訴他們我所知道

的真理和道路，那我就有禍了。但它不是給世界或其他的教會的。你做

神要你做的事。我不能替你交帳，你也不能替我交帳；但我們都要為各

自的事工，在神面前交帳。所以，如果我要為自己的事工交帳，那我就

必須按照我所看到的，以及所啟示給我的來傳講。所以我已經跟你們講

清楚了。 
23 《民數記》19:9，我們來看這段內容，哦，應該說是經文。 

9必有一個潔淨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營外潔淨的地方，為以色

列會眾……（現在注意）為以色列會眾調作除污穢的水［原文作分開的水］。

這是除罪的。 
24 注意，不是給所有人的，而是給以色列的會眾，作除污穢的水。現
在，在《以弗所書》第 5章從 22節開始。 

22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23因為丈夫是妻

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24教會怎樣

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25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

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現在，這就是我現在想

要說的）26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25 呐，今晚這個小小的主題，如果我可以稱它為主題的話。我相信這

兒的人，還有電話機前的人不會錯誤地認為，我以下要用的題目是一種

褻瀆。但選用這樣一個題目，聽起來是會讓人感到好像是褻瀆。今晚我

要用的題目是“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作為一個如此反對吸煙的傳道

人，選用“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這麼個題目，聽起來實在是有些滑稽。 
26 這得從有天早上我去打松鼠開始談起。你們在外邊的或在收音機旁
或電話機旁的聽眾，要是你們能看到當我宣告我要講的主題時這裡會眾

的表情，那你們肯定都會笑出聲來：“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 
27 呐，這都發生在一天早上天使向我顯現，並且因著說話就創造出松

鼠的那個地方。你們都記得那時發生的事。我當時站在山頂上，那是在

29 

 

  美麗的光中。 
  憐憫的露珠晶瑩透亮； 
  白天黑夜照亮我周圍， 
  耶穌，是世界的光。 
  我們行走在光中； 
  美麗的光中； 
  憐憫的露珠晶瑩透亮（過濾過）。 
  白天黑夜照亮我周圍， 
  耶穌，世界的光； 
  你們光的聖徒來宣告： 
  耶穌，世界的光； 
  天堂的鈴會響起； 
  耶穌，世界的光； 
  哦，我們行走在光中； 
  這樣美麗的光； 
  憐憫的露珠晶瑩透亮； 
  哦，白天黑夜照亮我們周圍。 
  耶穌，世界的光。 
 你愛他嗎？ 
  哦，我們行走在光中； 
  這樣美麗的光； 
  憐憫的露珠晶瑩透亮； 
  白天黑夜都照亮我們周圍； 
  那是耶穌，世界的光。 
 我真是愛他。 
  我以信心仰望， 
  各各他的羔羊，神聖救主！ 
  求主聽我禱告，除去我眾罪愆（通過你的道過濾我，主。） 
  使我從今以後，完全屬主！ 
 只要想想：通過道過濾，完全屬你。 
  行過人生迷陣， 
  黑暗痛苦滿布，求主引路， 
  為我化暗為明，擦乾我的眼淚， 
  免我再入迷途，離主孤行。［伯蘭罕弟兄哼歌。］ 
  ……在這軟弱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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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把臨到我的說出來。當我看到那個煙盒，我想：“簡直太虛偽了。”

有某種東西說：“這就像教會。” 
195 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哦，還遠不止這些。一個思想人根本不會要

它。看到了嗎？絕對不會。它會滿足吸煙人的口味，是的，因為那些人

必須得用它來滿足他們的口味。但一個真正有思想並知道自己的魂將要

受到審判的人，他會讓他的口味通過神話語的過濾嘴，“凡父所賜給我

的人，必到我這裡來。”他依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來生活，那是分離

的水，使我們與罪分離。當它經過神的道時，我們會發現罪就是不信，

所以我們只要相信，並繼續向前。那就是與罪分離。 
196 你愛他嗎？ 
  我愛他，我……（讓我們向他舉起手來。） 
  因為他先愛我， 
  為我付出生命贖價，在各各他。 
 他怎麼說呢？“當你們愛，彼此相愛的時候，他們就認出你們是我

的門徒了。”當我們再唱這首歌的時候，讓我們彼此握手，說：“我愛

你，弟兄。” 
  我愛他，我……（這是要讓你們知道……） 
  ……他先愛我， 
  為我付出生命贖價，在各各他。 
197 你如何喜歡思想人的過濾嘴呢？當你明天走到街上與這世界擦肩而

過時，弟兄姐妹，你有那個思想人的過濾嘴嗎？當那人罵你是聖滾輪時，

你用了那個思想人的過濾嘴嗎？當有人說你壞話的時候，你用了思想人

的過濾嘴嗎？看？以善報惡。為那些淩辱你的和逼迫你的人禱告，這時

你就是在透過思想人的過濾嘴呼吸了。 
198 如果你們只愛那些愛你們的人，就像我們與那些在主裡可愛的人握

手一樣（這很好）；但你能愛那些不可愛的人嗎？這才是思想人的過濾

嘴；是基督的靈在你裡邊，愛那些不愛你的人，然後你就能得到神的賞

賜。但如果你只把它當成一種責任來做，那說明你還沒有得著思想人的

過濾嘴，你還只是在第二個階段。但如果你能從心裡真實地愛他，那你

就是通過思想人的過濾嘴在呼吸了，它會滿足一個聖潔人的口味。你知

道你已經從心裡赦免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不管是什麼。他是不是太

奇妙了？ 
  ……先愛我， 
  為我付出生命贖價，在各各他。 
  我們行走在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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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傳講七個教會時代之前，有一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出去打獵。那兒

站著……我還以為是太陽出來了，那時大約是在早上四點。這很反常，

我看到了那光，我環顧四周，見那裡有七個金燈檯立在山頂上，並有好

像彩虹一樣的東西從管子裡流出來。 
28 那之後，主耶穌立刻就向我們顯現。就在那時我聽到一個聲音說：

“舊約的耶和華就是新約的耶穌。”於是他就出現在那兒，這是他在七

個金燈檯後給我們的啟示。注意這點。有多少人記得那段話？我把它寫

在我口袋裡的一個彈藥盒的背面，“舊約的耶和華就是新約的耶穌。”

天上的神知道這是真的。 
29 後來當我穿過他向我顯現的地方，去打松鼠。 
30 那幾個月之後我打電話詢問我的好朋友傑克·摩爾；當時我要開始傳

講七個教會時代，《啟示錄》一章了，上面說到主站在那兒，全身皆白，

頭髮像白羊毛。怎麼可能呢，他只有三十三歲，就全都白了？摩爾弟兄

是一個非常優秀、有文化的基督徒紳士，一個學者，是我所認識的人中

最優秀的一個；他說：“伯蘭罕弟兄，那是得了榮耀的耶穌，那就是他

現在的樣子。”但那並沒有給我多少亮光。 
31 我一直禱告，直到一天我開始講七個教會時代，我原來無法弄明白

那第一章。一個三十三歲的人，以同樣的身體復活，使徒們也都認得他，

知道是他；但他怎麼一下子就變成了八九十歲，滿頭白髮白如羊毛，鬍

鬚也像雪一樣白呢？ 
32 我也讀過了《但以理書》，上面說到“他來到那亙古常在者面前，

他的頭髮像純淨的羊毛。”然後我看到那亙古常在者，他就是那亙古常

在者，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瞧，那時這是一個象徵。

那為什麼是白羊毛呢？後來聖靈好像要藉著我曾經見過的，一幅古時審

判官的畫向我說話。於是我就去查考歷史，我回到聖經的歷史等等這些

資料中去尋找。古時的審判官，就像以色列的大祭司，他必須得戴上那

灰白色，像羊毛一樣的頭髮和鬍子，因為他戴的這個白色象徵他在以色

列中有至高審判的權柄。即使在今天，幾百年前，可能是好幾百年前，

也可能更久，英國所有的審判官，不管他們有多年輕或多老，當他們去

審判的時候，他們就戴上白色的發冠，顯示在那個國家裡，沒有任何別

的權柄能超過他們的話。他們的話就是國家的最高權柄。他們說什麼，

就是什麼。 
33 這時我就明白了，他站在那裡，還是個年輕人，但戴著白色的發冠。

他是那完全、至高的權柄。他是道。他正戴著那白色的發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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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後來，我們講完道，就去到西部，當主的天使為了七個印在那裡顯

現時，他們升到空中時（我們這兒以及全國各地都有那照片），他就站

在那裡，依然戴著那象徵至高權柄的發冠。他是教會的頭。他是那身體

的頭。沒有任何東西能像他。“他獨自創造了一切，一切也都是為他自

己而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他擁有天地間一切

的權柄，”萬物都屬於他。“在他裡邊住著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道

就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他是所有的先知和智慧人所說的，

啟示他全部救恩計畫中的奧秘的那一位。只有他才是頭戴白髮，擁有至

高權柄者的那一位。 
35 那天早上，我站在山上，看上去好像有些松鼠在那吃東西。於是我

就坐下來。我剛到那兒不久，這時我旁邊的灌木叢動了起來，一個高大

的夥計，手裡端著一杆雙筒獵槍，從灌木叢裡走了出來，這差點沒嚇死

我。於是我繼續蹲著，不敢動，因為怕他朝我開槍。灌木叢還在動，於

是我蹲著一動不動。 
36 這時一隻松鼠出現在山上，於是他用雙筒獵槍射擊，但沒打中。於

是那只松鼠朝山下跑去，我想：“我現在得趁著槍響的回音趕緊跑了，

他還得把子彈殼退下來。”於是我開始下山，結果那個人又朝我前頭射

擊，於是我趕緊又朝另一個方向跑，這時一個點二二口徑的來福槍又響

了，子彈就在我頭上嗖嗖的飛。我說：“好傢伙，我這下可倒楣了。” 
37 所以我就轉身沿著河邊下山。我想：“我要從這兒下去躲起來，直

到他玩兒完了再出來。”沿著那條路下來，我突然注意到……在我的右

邊有個什麼東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到那兒扔著一個他們丟掉的空

煙盒，就是那些人在追趕穿過灌木叢的松鼠時丟下的。 
38 於是我撿起這個煙盒看……哦，我沒有撿起來，對不起。我朝下看，

並沒有撿起來，因為我從來就不喜歡這種東西的味道。我朝下看，是某

家煙草公司的牌子，我想我還是不要提它的名字了，但我想你們都知道。

煙盒上寫著，“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給你一個吸煙人的口味。”我看

著那個東西，想：“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我想：“如果一個人真有

思想，他根本就不會去吸煙。那怎麼會是思想人的過濾嘴？一個會思想

的人根本就不會去抽煙。”是的。 
39 我想，“簡直就是騙人！”那家煙草公司可能是美國人的。哦，如

果我們照著原則去生活的話，我們本應該互相幫助，如果我們能替他人

著想的話。簡直是偽善透了！我之所以沒說這家公司的名字，是因為我

有很多話要譴責他們的。人為了賺錢，已經偽善到什麼程度了！ 

27 

 

擊等等。那是多麼容易啊，我不必整個晚上只睡一兩個小時的覺，整晚

都要跟那些臨到我的事苦苦掙扎。要是我能拿著我的槍，魚竿，去釣魚，

去打獵，那該有多容易啊。那該有多容易啊。但是，弟兄，這已經落到

了我的身上，願神幫助我決不要逃避責任，而是讓我忠誠地站著，真誠

地為你們造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給你們聖潔人的口味。 
188 思想人的過濾嘴就是水，分離的水，把我們從罪裡洗淨，是神的道。
會思想的人，他知道他要站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要對聖經的每句話負

責，神的話會滿足你心中的口味。當我們低下頭時，願神幫助我們接受

這點。 
189 親愛的神，又過了一兩個小時。時鐘正在轉動，這個信息已經進入

了歷史，被記錄在書上。我們每個人都得對此作出回答，我們所作的每

個動作，我們所說的每句話，我們腦海中的每個想法，答錄機正在轉。

它會一直轉到生命的結束，然後我們得在審判的那天交帳。 
190 哦，神啊，天地的偉大創造者，我們所信靠的，我為這個時代的人

禱告。我為自己和他們禱告。主耶穌啊，求你拿著你的過濾嘴，如果我

說了褻瀆的話，主啊，我不是有意的。我祈求，如果我不該把你的道用

這種方式傳出來，求你原諒我。 
191 但是，主啊，我想到當你在森林裡對我說話時，你知道就是那天早

晨，這事我一直無法忘掉。我相信那是從你而來的。所以，父神啊，我

已經把它說出來了，我祈求神，願它像我想的那樣成就，思想人，一個

人要是稍微思想一下，他就該知道，有一天他要站在神的面前，他不該

讓他的魂吸取與神的話語相違背的，污穢的東西。 
192 父啊，我們意識到當我們把它與今天的組織相比較時，主啊，我不

是有意要跟別人不同；總有一天，你會判斷我的內心。神啊，我祈求你，

你看到了我不是為了要跟別人不同，我得誠實，真誠。我知道自己手中

正端著那些被你的寶血從東到西所贖回的百姓。他們很多人都相信這個

信息。 
193 天上的神啊，願他們當中沒有一個失落的。我認領他們每一個人，

並把他們帶到那能潔淨罪的過濾嘴、分離的水、耶穌基督的血、成了肉

身的道面前。答應我們，主。願聖靈把每個應許澆灌到我們的魂裡，讓

我們每個活在這眼睛時代的人能成為基督新婦的代表，成為這晚上能看

見的光，我們把這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194 你們愛他嗎？你們相信嗎？我……如果我有關“思想人的過濾嘴”

這個說法有錯的話，那我實在不知道還能再說什麼。我沒有受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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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離開世界的宗派、宗教的煙盒。讓它像那個香煙盒一樣呆在樹林裡。
讓它爛掉。它是一個錯誤的過濾嘴。拿起道，也就是基督，他能把永生

的口味給每一個要它的人，永生。 
181 道，如果你是被預定的，你就會明白這點。它不會向你隱藏。你看

著那說：“哦，這簡直再清楚不過了；我看到了，就在這兒。我正看著

它，我看到了。就在這兒，神的話，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活出來。”

這就是你想要的永生的口味。當你通過這個過濾嘴呼吸時，有什麼能通

過神的過濾嘴呢？除了聖靈沒有別的，根本沒有世界，根本沒有不信。

那是神的過濾嘴。當你通過那個過濾嘴呼吸時，除了聖靈，任何別的東

西都過不來。 
182 你得到了聖靈的證據。明白嗎？一個聖潔男人或女人的口味，他們

想活著，他們得到了永生。因為這道向他們活起來了，他們活了。一個

思想人的過濾嘴，一個聖潔人的口味。 
183 不要選擇世界，就像那些煙草公司那樣的欺騙，而要拿起真正的思
想人的過濾嘴。過濾你所呼吸的氣息，你所吃的食物，你所需要的一切，

都通過神的道來呼吸，你會得到一個聖潔人的口味；它會產生這種口味，

因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184 我知道，不管我們是或不是，我相信我們是……但如果我們不是，

今天世界上有些人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他們只會根據神的道來生活，

依靠神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所說的每一句話來生活。 
185 我看不見宗派在哪裡……這些道在聖經中明明白白地寫著，說這些
事會發生以及將來會怎麼樣，而如今我們就生活在這裡了。除此之外，

我再也看不出還有別的什麼東西了。 
186 教會，我知道有一天我會在審判台前與你們相見。我決不會為了受

人歡迎而告訴你們那些錯誤的事。我不想要那種東西。如果我有自己的

願望，我是說我人的願望，那我會拿著我的獵槍到森林裡去，建一個小

木屋，在剩下的日子裡過打獵的生活。我已經老了，累了，疲倦了，衰

弱了。我不行了，但我無法停下來。有些東西在我裡面攪動。如果我不

講真理、整個的真理，我就有禍了。我如果不站在這兒直到我生命的最

後一刻，我就有禍了。我必須站住，不管任何人說什麼，我要對神負責。 
187 我真的相信我們所傳講的是真理，不是因為我在傳講它。不，我的

弟兄，不，先生。神知道我的心。我寧願坐在會眾中聽有恩膏的人傳道。

那對我來說該是多麼容易啊。肯定的，反正我跟那個在講臺上的人一樣

有永生。我跟那人一樣是永生的一部分。我會去到同一個天堂，有同樣

的特權。坐在那兒對我來說是多麼容易啊，不用受到這麼多的傷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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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一個有思想的人根本就不會去吸煙。但美國的公眾卻喜歡這個，他

們認為這太好了。 
41 瞧，你不能，你不能……你去問問任何一個科學家，你抽煙不可能

沒有焦油。即使你只吸了一點煙，那也是在吸焦油。如果你不吸煙，那

你就根本沒吸焦油，根本就吸不進任何東西。那你就成了吸擀麵杖了。

但只要你吸煙，你就是在吸癌細胞：尼古丁。 
42 如果你們去年跟我一起去，哦，我是說前年，我想是的，就是在那

個世界博覽會上，當猶爾·布萊納他們在那裡做示範時，你看到他們拿著

煙，放進某種東西裡，然後把它劃過一塊大理石；那個醫生拿一根棉花

棒，卷起來，從上面沾下尼古丁來，再把它塗在一隻白鼠的後背上，然

後把白鼠放進籠子裡。他們每隔七天就把白鼠取出來，結果這只老鼠全

身都長滿了癌細胞甚至都不能走路了，這只是一根煙的尼古丁。 
43 然後他說，“你們聽過，他們說通過過濾嘴就能把尼古丁過濾掉。”

他說，“你不可能讓那過濾嘴……要是真有能把尼古丁過濾掉的過濾嘴，

那它也會把煙都過濾掉。因為你必須得讓煙……只有焦油才會製造煙，

而正是焦油導致了癌症。” 
44 然後他又把尼古丁放進水裡，他說：“有時，你認為你能把它過濾

掉。任何時候，不管你把它放到哪裡，都是一樣的。他們說：‘我沒有

吸進去。’他們把它吸到嘴裡，然後再吐出來。”然後他拿過來，把它

卷起來，放到一個東西下面，顯示那還是癌。你做了什麼？你把它吸進

了喉嚨裡。看到嗎？不管你做什麼，它都是死亡。明白嗎？ 
45 想想看，一個公司騙人騙到一個地步，甚至連他自己的同胞都騙。

這就像禿鷹靠吃自己的同類生活一樣。為了賺錢，將死亡賣給這個國家

和那些年輕人，而正是這些人跑到前線去為他們賣命，然後他們卻掉過

頭來把這種東西賣給那些年輕人；還用了一個藉口，說什麼“一個思想

人的過濾嘴，一個吸煙者的口味。”你得有煙才能給你帶來口味，明白

嗎？吸煙者的口味？ 
46 然而人竟然願意上當！他們喜歡這個。這不過是讓你上當更深而已。

瞧，這是魔鬼來的。他們不關心你的生命。他們對你沒有任何感情。只

要能賺錢，他們就會向你兜售這種東西，並眼睜睜地看著你去死。 
47 這就像政治和戰爭，我不相信戰爭。我認為我們根本什麼戰爭都不

應該有。我相信在神的偉大王國裡，在他的偉大統治下，神會建立一個

偉大的文明；到時就再也不會有戰爭了。國家之間不再刀槍相對。他們

都將生活在和平里，永遠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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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所以今天這種文明帶來戰爭，我們得到的這種文明越多，戰爭也越

多。一個國家想比另一個國家更文明，但文明越多，戰爭也就越多。看

到了嗎？ 
49 看看這種文明底下是些什麼東西？一個人竟然會推出這種東西來。

它唯一要做的就是騙你買更多的煙，因為一個人要是抽煙……我相信這

是魔鬼的東西，那個尼古丁鬼就住在男人或女人裡邊。如果一支煙能讓

那個尼古丁鬼滿足，以至他鬆開，不再攪擾你；那你要是抽一支帶過濾

嘴的煙，只讓三分之一的煙，或者說只吸進三分之一的尼古丁，你就得

抽三支煙才能代替那一支，你抽三支煙才頂得上原來的那一支。 
50 看，這不過是個騙術，是一個向你賣煙的騙術。這樣他們就可以賣

更多的煙給你，比人們直接從煙斗或煙捲裡吸煙草更多。瞧，這是出於

魔鬼的。 
51 當我站在那兒看著它，想到它是多麼欺騙人的時候，一個問題出現

在我腦海裡。於是我彎下腰，再看看那盒子，這時好像有聲音對我說：

“但那句廣告是對的：‘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給你一個吸煙者的口

味。’”它讓我想到，這個煙草在屬世領域裡的欺騙，也跟今天在教會

中的欺騙一樣。 
52 如今整個世界對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確的認識已經到了一個完全

被蒙蔽的景況。看，甚至在政治、在社會事務、在學校，在任何事情上，

都成了一種欺騙。 
53 有一天一個年輕人告訴我，他去到一個部隊的營地。有個年輕的士

兵被坦克壓傷了，他的肺，他的胃等都被壓穿了。他們去到醫院，當時

有三四個醫生在排隊，所有的人都在排隊。兩三個士兵抬著他們的戰友，

他幾乎都不能呼吸了。每次他呼吸時，他的肋骨就刺入他的肺，就造成

他內出血。他們也讓那個年輕的士兵排在隊列裡，他排在最後面，而站

在他前面的那些人只是有些頭疼腦熱的小病。 
54 當輪到他的時候，有個上校帶著一個小孩進來，他的兒子或女兒手

上長了皮疹。於是他們叫站排的人都停下來，讓上校的孩子進來，而那

個年輕人被壓穿了，都快要死了。看見了嗎？ 
55 哦，如果那個上校對站在隊列中的弟兄有點真正的感情，他應該說：

“這孩子可以等一下，讓那人趕快過來，先給他治。” 
56 但每個人都想顯示他的權柄。當然，他們不都是那樣，不，他們不

都那樣。但有太多的人那樣了，有太多的人那樣了。那人所想的唯一的

事情，就是自己孩子手上的皮疹，他沒有想到那可憐的士兵站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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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我說：“她們連 A-B-C 都不想學，我還怎麼教她們代數呢？”只要

一個小小的洞。她得到了世界的智慧；當她這樣做的時候，就把整個家

庭帶進了死亡，她想要智慧的口味。 
173 現在，看看那過濾嘴，這肯定表明了她的口味。她的口味就是追求
世界；這就是她想要的。今天也是一樣，他們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有

敬虔的外貌，卻否定神的大能。明白嗎？撒但會讓他們說方言；讓他們

喊叫；讓他們有神醫治的聚會；他讓他們做所有這些事情。 
174 神說：“當那日，將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

趕鬼，做了許多的事情嗎？’”他說：“我不認識你們，你們這群作惡

的人。”當道就擺在你眼前的時候，你還是要吸這個世界的過濾嘴（看？），

這就表明你心裡的口味是什麼。 
175 鴿子不會吃腐肉。它們不能吃那種東西。因為它們沒有膽。烏鴉既

能像鴿子一樣吃種子，也能像烏鴉一樣吃腐肉。明白嗎？因為它是假冒

為善者。但鴿子的構造與其它的鳥不同，這就是神為什麼用從天而降的

鴿子來代表自己。明白嗎？它受不了那些腐肉的臭味。它不是禿鷹，因

為它沒有膽，無法消化那些東西。它要是吃了，那會殺死它的。鴿子從

來不需要洗澡。鴿子的身體裡能分泌出油來使它保持清潔。是一種生命

在鴿子裡邊，它能分泌油，使它的羽毛保持清潔。基督徒也是這樣，在

他們裡邊有生命使他們保持清潔，已經被過濾過了。 
176 哦，注意。現在，你看看這個過濾嘴，從他們今天所做的你就可以
知道他們的口味。 
177 看看這個現代的教會。看看他們的過濾嘴。你能看到他們愛什麼。

看到他們要什麼。愛，他們愛什麼？老底嘉小姐正走向神的審判。是的。

愛，今天教會愛的就是老底嘉，大的組織、大的建築、大的流行的東西、

穿著華麗的人、高學歷、充滿智慧、充滿魔鬼，在基督教會的幌子下行

騙。只有一個詞可以稱呼它—那就是“敵基督”。因為基督所教導的每

一件事，他們幾乎都反對。是的。他們所做的已經足以說明一切了。 
178 現在，今晚你如果是個有思想的人，在這裡的，在外面的人，以及

這信息所去到的地方，你渴慕的必須是聖經的口味，而不是宗派的口味，

因為你要受到這本聖經的審判，也就是我要求你們的魂被過濾的道。你

要是拒絕一個字或你的魂沒有通過它的一個字，那你就會失喪。因為人

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179 因著預定，它會進到你裡面，當神向你吹氣時，他的靈能使那道活

起來，並使它成為現實，到時你就會看到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

遠是一樣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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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看，看，“父，”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在這世界上，是預定的，放進人的心裡。 
165 任何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今天已經重生的人，都知道在他還是小孩

的時候，他心裡就有某種東西渴慕神。你試著加入教會等等，但不管用。

那是什麼？那是道。你在尋找一個過濾嘴，一天它從你面前經過；你看

到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這才使你的口味得到滿足。

明白嗎？因為生命在你裡面，吸取。看，你裡面的生命在吸取。它在告

訴你，你真正渴望的是什麼。你被牽引著。你不能通過這個、那個或別

的什麼東西；你得找到正確的過濾嘴，因為你是一個會思想的人。明白

嗎？ 
166 如果你是個會思想的人，那你就是預定的，是在創世之前就被過濾
了。 
167 如果一個宗派的牧師聽了這道，我希望他能取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

如果他是個宗派的傳道人的話。他會丟棄那些要滅亡的宗派煙盒，因為

那是人的道；你要來接受神過濾了的道，它永遠不會落空，也不會廢去，

它適合聖潔人的口味。你會像雅各一樣，拋棄世界上的一切，各個宗派

的慾望和名聲，這些都是世界上的東西，你不在乎成為主教、紅衣主教，

州長老或是大教會的牧師，你能拋棄所有的這一切。不像以掃成為世界

的一部分，而是像雅各，拋棄了他所有的一切，為要得到長子的名分。

思想人的過濾嘴，它會給你聖潔人的口味，會用神聖潔恩慈的永生口味

使你滿足。 
168 記住，撒但首先在夏娃的心裡或者說在她的思想上鑿了個洞，以便

讓他智慧和知識的口味進去。 
169 現在，想想這點，我要結束了。撒但首先鑿了個洞，因為夏娃能夠

吸取的就是道，那是從神的道而來的靈，因為他說：“只要你從這個過

濾嘴呼吸，你就永遠不會死，但你要是在這之外去呼吸，你就會死。”

明白嗎？ 
170 撒但說：“但在這個過濾嘴裡你什麼也不知道，如果你從這個過濾

嘴裡嘗一嘗，那你就會知道了，你就會像神。看，他知道善惡；而你不

知道。只要你嘗嘗這味道。”於是夏娃就讓撒但在那裡打了一個洞，只

是一個小小的洞。 
171 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麼說……你說：“你為什麼不教導女人怎樣得

到恩賜之類的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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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坦克壓傷了，而那坦克或許那個士兵，某天在前線上能救他的命。看，

他們沒有停下來好好想一想，他們光想著自己。“思想人的過濾嘴。” 
57 我看著它，我想：“這就跟今天的宗派差不多，就是我們的教會。”
每個教會都有自己的過濾嘴，他們都有適合自己的過濾嘴。他們想要什

麼進來就讓什麼進來，而把別的都濾出去。他們用自己的過濾嘴濾進濾

出。他們讓這麼多世界的東西進去，來滿足他們中的不信者。只要他們

得到錢，那不管誰進來都行。只要他們能出名，那不管是誰他們都接納。

但有一件事，你不可能像那樣進到神的教會，我指的不是宗派，我的意

思是說真正的神的教會。 
58
 就像今天的煙草公司，人們進到這些所謂的教會或宗派，他們有口

味，這口味就是這世界的口味。每個宗派有他們自己的過濾嘴，他們把

所有在他講道時說“阿們”的真基督徒都給過濾出來，而把全國各地剪

短髮、塗脂抹粉的耶洗別都給招進來，只要他們出名就行了。“某某來

我們的……一個電影明星，一個大人物……”這就是他們所用的過濾嘴。

“我們的宗派，某某總統，或上校，或某某屬於我們的宗派。”看到他

們用的什麼過濾嘴了嗎？當然，那個過濾嘴是屬世的，是屬世之人的。 
59 這些人知道他們想要什麼。所以要是他們想得到他們所要的，那他

們就得有某種過濾嘴，讓足夠多的世界能濾進來滿足他們屬世的口味。

“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能滿足一個吸煙者的口味。”一個宗教世界的

過濾嘴，能滿足一個屬世之人的口味。 
60 他們想要宗教。他們認為他們必須得有宗教，因為他們有個魂。 
61 當我們第一次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我們發現印第安人崇拜太陽等

等。為什麼？他是人。我們去到非洲的叢林裡，發現那裡的土著也在崇

拜一些東西。為什麼？他們是人，他們必須崇拜。 
62 所以，人類，不管他怎樣墮落，他依然知道在某個地方有某種東西；

但因著他對世界的口味，讓他無法選擇正確的過濾嘴。他只想要他自己

造的過濾嘴。每個人都製造他們自己的過濾嘴。 
63 每個煙草公司都在吹噓他們所做的，“一個真正的過濾嘴，這是最

好的過濾嘴，是最先進的，”等等。“這個先進的過濾嘴能給你好口味。”

哦，我的天啊！“先進？”那“後進去”的又是什麼？那決不是一個會

思想的男人或女人。但他們所說的，根本就是在騙人。 
64 呐，我們看到，在我們的時代，人們都得有口味。為什麼男人吸煙

呢？是為了滿足口味。為什麼女人也吸煙？為了滿足口味。 
65 所以當一個教會，一群宗教人士明白了這一點，如果他們想要讓人

進來，那他們就得有個過濾嘴，讓人們能夠得到他們所想要的口味。所



10  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 

 

以如果他們得不到他們所想要的那種口味，那他們就不會吸煙了；同樣，

要是人們在宗教裡得不到他們所想要的口味，他們就不要宗教了。這再

清楚不過了。 
66 女人穿著短裙、留著短髮、塗脂抹粉、穿著性感，她們就想要這些

東西，她們愛這些東西。 
67 正如我上個星期天早上說的，在輪子中間的輪子，或者說是在靈裡

邊的魂；我講到在身體與魂之間的靈絕對能被聖靈膏抹，你們都明白了

嗎？ 
68 這是跟“這個世界的神，末日的眾受膏者”連在一起的信息。在外

面，中間的那圈……第一圈是人的感官；第二圈是靈的感官：意志，自

我意志，願望等等。但在最裡邊的是魂，魂是預定的。所以他們可以膏

這個靈，使外面的身體順服靈。“但那犯了罪的魂，必定得死。”那因

不信而拒絕神話語的魂，他是一部分……他將永遠的…… 
69 我相信永恆的死亡，正如我相信有個永恆的天堂一樣，但我不相信

有永恆的地獄。沒有永恆的地獄這種東西。永恆的死亡是給那些…… 
70 今天世上有許多虔誠的人，他們從來就是死的。“那活在宴樂中的
女人，”就是那些剪頭髮、化妝的女人，“雖然活著，也是死的。”這

是聖經說的。明白嗎？看，她可能很虔誠，但她從來沒有得救。她有的

只是外在的情感。她可能在詩班唱歌，也可能在靈裡跳舞；她可能說方

言或有所有的聖靈的彰顯；但除非她裡邊的魂是神的女兒，明白嗎？否

則不管她做什麼，都是死的。 
71 以色列人外面都很屬靈，都充滿了神的恩慈，他們對神是那麼的敬

畏，但這沒有用。他們裡面不能承認道。 
72 但當你從神的靈重生時，你就得到了一個……你就是神的兒子了，

而且你一直都是神的兒子，你將永遠是神的兒子。沒有什麼使你跟這分

開，因為你擁有了永生。永恆就是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73 哦，靠著神的恩典，願他讓我們明白這極大的奧秘！就像保羅在《以

弗所書》談到丈夫和妻子時說：“這是一個奧秘。”裡面講到女人該如

何地敬重她的丈夫。我想在整本聖經裡，這是第二處說到敬重的物件。

說：“女人敬重她的丈夫，敬重她的丈夫。”而男人在她的妻子面前，

也應該活出一種生命來，好讓她的妻子能敬重他，如同敬重神的兒子一

樣。如果男人沒有活出那種生命，那他妻子當然沒法敬重他了，因為她

知道他丈夫是個什麼樣。但如果男人是個值得敬重的人，與他的妻子相

敬、清潔地生活在一起，在他的家人面前是個真正的神的僕人，那麼，

女人們、孩子們、所有的人都當懷著敬重的心，尊敬這個神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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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哦，女人啊，把你們對衣著的現代思想放進過濾嘴裡；在你上街面

對男人之前，先把你們的時髦思想放進去；你們年輕的女人，你們年老

的女人，在你們穿著緊身的衣服，前仰後撅地走到街上之先……我不是

批評；我是你的弟兄。我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間，我知道我在說什麼。在

你出去之前，要知道你的身體是聖潔的，是神給你的聖潔之物。在你穿

著那樣的衣服上街之前，讓你的思想通過思想人的過濾嘴。記住，誰要

是看到你心裡動了淫念，你已經與他犯了姦淫。記住這點，姐妹。 
160 弟兄，在你回頭去看那種女人第二眼之前，讓你的思想經過思想人
的過濾嘴；之後你就會得到一個聖潔人的口味。明白嗎？你就會知道怎

麼做才對。 
161 注意，如果你把你的思想放進一個會思想的女人的過濾嘴，你就會
穿上一個聖潔女人的衣服。是的。弟兄，你出來時，也會有一個聖潔男

人的外貌。那，這只是一件事。你做的每件事，都讓它通過神話語的過

濾嘴，看它是對還是錯。 
162 你出來的會是一個聖潔女人的衣服，留著長髮，穿著得體；有著安
靜、謙卑的靈，而不是吵鬧，爭執，行為不軌。“在神看來，一個安靜

溫柔的靈，是寶貴的財富。”這是聖經說的。 
 現在，我想問你們所有的人一些事情。再過幾分鐘我們就結束聚會。 
163 現在，今晚讓我們所有的人來檢查一下我們的願望，你就會看到你
在吸著什麼樣的過濾嘴。讓我們檢查自己，每個人，這裡的或外面的，

整個國家的人；檢查你們的願望，看在你的生命中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看看你在為什麼東西而努力。檢查你到這兒來的目的是什麼。檢查你來

教會的目的是什麼。是什麼使你……去教會是好的，但不要只是為了去

教會而去教會；那救不了你。明白嗎？檢查一下，說：“我的目的是……

我吸的是個什麼樣的過濾嘴？”如果你與神的道不一致，你的魂沒有那

麼做，那你就是在某點上出了問題，因為這顯示了你的口味是什麼，那

個生命……是什麼樣的生命在你裡邊。如果是聖潔的、慎重的、尊貴的，

那它出來的也一定是那樣。如果不是，那你就是在吸取別的口味。這絕

對沒錯。如果是神話語的口味和神的旨意，你就知道是什麼在你裡頭，

你吸取的是什麼樣的口味。它表明你是神話語的一部分。道在你裡面，

讓你從道裡吸取。 
164 從哪兒吸取？從道中吸取，因為你是這時代的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如果那道在你裡邊，它就會吸取道的靈來激發在你裡邊的道。光是道，

還活不了。這就是為什麼，“凡父所賜給我的，必到我這裡來，我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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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哦，老底嘉教會，不要被這個時代的迷惑所欺騙。哦，五旬節派，

你們已經鑽進了老底嘉，你們屬於老底嘉了，教會已經死去了。因著衛

理公會、浸信會和長老會，教會已經變成了一種形式。你們五旬節教派，

偶爾地喊一兩聲“阿們”，在講臺上起勁兒地演奏音樂，剪著短髮的女

人到處跳舞，也相信神的醫治，神多少次想得到你們，但你們卻選了別

的過濾嘴，宗派的過濾嘴。神多少次想要得到你們！ 
151 這是多麼地迷惑人。《馬太福音》24:24，耶穌說：“倘若能行，連
選民也就被迷惑了。”你們太接近了。就像夏娃，你們只有一兩件小事

不能接受，因為你們組織了起來，所以不能接受它。問題就在這兒了，

你還不如根本就不信。“因為干犯神話語的最小一條，就是干犯了神全

部的話。”哦。 
152 五旬節派，五旬節派，讓你們的思想通過神的過濾嘴，而不是你們

宗派的夢，這樣你們出來時就會有聖潔人的口味，真正的聖靈的洗。 
153 你能想像一個男人讓他的妻子剪頭髮、穿短裙或褲子，卻還說他是

從思想人的過濾嘴裡出來的嗎？你能想像一個男人竟然做這種事嗎？ 
154 你能想像一個傳道人站在講臺上，就因為他的會眾給他高工資，拍

他的肩膀叫他“博士，弟兄，牧師”，帶他參加各種舞會，男女一起到

沙灘游泳等等，你能想像這種人竟然還稱他是從思想人的過濾嘴裡出來

的嗎？ 
155 有些女人站在講臺上，裙子還沒有蓋過膝蓋，衣服緊得能讓人看到

身體的各個部位，走起路來都能看到衣服裡面的內衣；這跟穿短裙，比

基尼或別的什麼東西一樣糟。你們五旬節派，老底嘉的傳道人，神要忍

受你們多久呢？我不知道。願神憐憫你們的瞎眼。他今晚要拿眼藥打開

你們的眼睛使你們能看見。 
156 正如我今早說的，我們處在看見的時代，在頂層。沒有任何器官能

夠超過它。藉著鼻子，你可以聞；藉著嘴，你能說話，藉著手，你能觸

摸，還有你的腳等等，但在你的眼睛上面則沒有任何別的器官了。 
157 《瑪拉基書》4章已經來了。是的。“到了晚上將有光明。”哦，要

行在光中。 
  我們行走在光中，美麗的光中， 
  憐憫的露珠晶瑩透亮； 
  白天黑夜照亮我周圍， 
  耶穌是道，世界的光。 
158 是的，先生。穿過它，哦，弟兄，你出來時，就會被聖靈充滿，滿

有聖潔人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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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現在注意，女人，她們想要剪頭髮。她們想穿短裙、化妝、打扮。

她們想穿那些現代的三點式的泳裝，她們想要穿這些東西；但同時她們

還去教會。你看，那膏抹是在靈裡，而不是在魂裡。明白嗎？ 
75 她們想當基督徒，同時又想做這種事，而牧師也說可以。如果牧師

說可以，他說：“你可以加入教會，我們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教會的冊

子上，沒問題。”他這麼做，就是給她一個宗派的過濾嘴來滿足一個屬

世女人的口味。她愛這個世界，她愛那種口味。所以他就給她一個過濾

嘴，但她決不是一個有思想的女人。你看到嗎？我就是從這裡想到了這

個主題。 
76 不，她不是一個會思想的女人。如果她會思想，她就該知道在末日

不是教會要審判她。教會現在是通過她是否是教會的成員，以及她是否

效忠於她所在的社團來審判她。他們現在是通過這些東西來判斷她。但

神會在末日審判她，所以她並沒有思想。 
77 就像那個吸煙的男人，他愛煙愛得以至於他用於思想的頭腦都被尼

古丁麻醉了。女人的慾望完全麻醉了她的思想，以至於她行主看為惡的

這些事；因為她想這麼做；那能滿足一個屬世女人的口味。所以她取了

一個屬世教會的過濾嘴，她能穿過去，很好，什麼問題也沒有。表明…… 
78 我們發現那是真的。牧師說：“這沒什麼，我們不會譴責做這種事

的女人。那沒什麼。那裡面沒有罪惡，”那是通過他的過濾嘴。這表明

她們經過一個神學的過濾嘴，得到了一種神學的口味，她們得到了一個

神學的口味。但這卻決不是通過神的過濾嘴。不是的，先生。 
79 呐，如果神學的思想家有一個神學的過濾嘴，教會的思想家有一個
教會的過濾嘴，吸煙的思想家有一個吸煙的過濾嘴，那麼一個真正的思

想家也應該有一個真正的過濾嘴。神有一個過濾嘴，那就是他的道。那

是一個分離器，因為那是把罪分開的水。這就是思想家或者說是聖人的

口味。 
80 一個人經過那個世界的過濾嘴，他就會得到一個世界的口味。就像

那家煙草公司一樣，他能藉著把人推過這個過濾嘴而得到更多的教會會

員。他們說：“上教會的女人比男人還多。”也許是這樣。當她能進去

並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時，那也許是真的。是的，她會這麼做，她什麼都

想加入，但她經過的卻是一個教會的過濾嘴。如果她經過的是神的過濾

嘴，那她出來時就應該是不一樣的。明白嗎？她不可能從神的過濾嘴裡

出來，卻還剪頭髮。她辦不到。 
81 對一些人來說，這可能會讓你感到有點苦，但如果她開始經過神的
過濾嘴，上面說不許女人剪頭髮，那怎麼樣呢？她就是去到了另外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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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裡說女人這麼做是犯罪，那她要是做了，就是不知羞恥。那人會

說：“要是女人想要，那她就可以剪頭髮。”他們說：“那就把頭髮都

剃了吧，我們知道女人剃頭是羞恥，那就給她蒙個蓋頭吧。”但她的頭

髮就是給她作蓋頭的，不是帽子，女士。聖經說，她的頭髮是給她作蓋

頭的。是的。這表明她是個歸主的拿細耳人。長頭髮對女人來說，就是

歸主的拿細耳人。 
82 呐，我們知道這是真理。我們看到，在這世上，如果一個所謂有思

想的人仍然吸煙來滿足他的口味，那他就該知道他從煙裡吸進了焦油。

但那些過濾嘴無非是要賣給他們更多的煙。 
83 教會的過濾嘴得到更多的會員，讓他們為所欲為，卻仍然屬於那個

教會，他們這麼做只是為了要得更多的會員。要是我們今天晚上到各個

教會去，除了那些從神話語重生的真信徒，把所有別的人都過濾掉，那

會怎麼樣？那有很多的講道就得沖著牆講了。沒錯，因為都給過濾掉了。 
84 如果我的心中真的有一個願望，那我希望所有聽我講道的人也有同

樣的願望，那就是，“神啊，帶我通過你的過濾嘴。”就像大衛說的：

“主啊，試驗我，鑒察我，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沒有，若有，就把它拿

掉。”看到嗎？我想要神的過濾嘴。不管世界在做什麼，教會在做什麼，

我要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人，思想有一天我要站在他面前受審判的那一

位。 
85 注意，煙草公司這麼做是為了要多賣些煙，教會這麼做是為了要多
得些教會成員。一個剪短髮、穿短裙的女人會被神的過濾嘴給卡住。她

不可能剪著短髮，還想通過神的過濾嘴，因為聖經說她不能。她這麼做

就是羞辱了自己的頭。我們應該知道這點。但她卻可以暢通無阻地通過

教會和其他的任何東西。有時我站著…… 
86 我沒有輕視任何人的意思，我從不會針對某個人說這話，我說的是

教會裡的罪。你們可以給我作證。我沒有說：“某某女士是這樣，或某

某先生，某某牧師是那樣。”沒有，先生。我說罪就是罪。即使罪是在

我家裡，在我裡面，或在任何人裡面，但罪仍舊是罪。不是指個人，我

說這話不是針對哪個人，我反對的是罪。不管是我還是別人，你要是開

始穿過神的過濾嘴，罪就會把你攔在那裡。 
87 注意。一個想留短髮、穿短褲、塗脂抹粉的女人，她可以很輕易地
通過五旬節派的過濾嘴，那裡面沒有什麼攔著的，一直通向死亡。因為

他……她說：“哦，那又沒有什麼害處。”“如果你愛世界和世界上的

事，愛神的心就不在你們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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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瞎眼的老底嘉！我們是何等的瞎眼！瞎眼的老底嘉，通過虛假的藉

口、虛假的教條、虛假的教義、虛假的宗派、虛假的信條手冊，引導著

這個時代瞎眼的人。哦，瞎眼的老底嘉，引導著瞎眼的人們，你們都在

往深坑裡走。 
143 傳道人，今晚就更換你們的過濾嘴吧！不要把宗派的尼古丁吸到你

的系統、教條和教義中去，耶穌說：“若有人在這道上加添一個字或刪

去一個字……”當你告訴你的會眾，說女人做這做那，男人做這做那等

等所有那些事都沒問題，只要他們能守住這些教條之類的東西就可以了，

難道你不為自己感到羞恥嗎？ 
144 耶穌說：“瞎眼的法利賽人。”就像耶穌喊著說：“瞎眼的法利賽

人，”今天晚上，聖靈也在我的心裡喊著說：“瞎眼的老底嘉，多少次

神要給你復興，但現在你的時候到了。太晚了。你嘲諷、譏誚那些神所

差派給你的人，但現在你的時候到了。哦，美國，美國，神像母雞遮蓋

小雞一樣地招呼你，你卻不願意。”如今，這聲音從一個海岸去到另一

個海岸，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神多麼想遮蓋你，但你不願意。現在，

你的時候到了。 
145 國家在分裂，世界在崩潰。總有一天，那一千五百英里長，三四百

英里寬的大陸，將要沉到四十英里深的斷層裡，波濤將湧入肯塔基州。

當這事發生時，整個世界將會震撼，其上的東西都將崩潰。 
146 哦，把我隱藏在萬古的磐石中。神啊，讓我，讓我……主啊，向我

吹氣，永活神的靈，向我吹氣。讓我拿起神的過濾嘴，活在它下麵，主。

讓我將聖靈新鮮的氣息吸入我的肺腑，每天都吸入我的魂裡，使我不犯

罪得罪你，哦，主啊，向我吹氣，聖靈啊，向我吹氣。我要…… 
147 讓我把神的道植入我的心中，使我定意不偏左右，不離開它。在我

一生的日子裡，讓我向它過著真實的生活。哦，父神啊，降下你生命的

聖靈在我身上，使道向我活過來，使我能在那些盼望這事發生的人面前，

彰顯耶穌基督。這是我的禱告。 
148 哦！注意那些教會他們今天在做什麼。他們藉著宗派的過濾嘴，把

人們吸到教會協會裡來。為什麼？為什麼？因為那能滿足他們心裡的慾

望：組織。他們有組織的口味。他們會這麼做的。 
149 每當神要給他們復興，他們……他們做了什麼呢？他們就組織起來。
對嗎？所以他們取了自己的過濾嘴，因為他們有著很大的口味。神會把

他們所渴望的給他們。他會給他們的。他們把自己吸進了教會協會裡，

然後他們就得到了組織的口味。他們就會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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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他不拿神的道當作過濾嘴。他徹底被污染了，任憑那些人誘導他

進到人的教義裡，做事，“若是可行，連選民也幾乎被欺騙了。”他們

輕看神的道。要是他的魂裡有東西，他一定會從他的魂裡吸取東西。但

如果那預定的種子（不要錯過這點），如果那預定的種子不在他裡面，

那他就不會通過那兒來吸取，因為他只能根據自己所渴望的來吸取。 
134 如果一個吸煙的人想要吸煙者的口味，如果他拿著一根棍子……我

說：“吸你的手指頭。”他站在那吸他的手指頭，他會說：“那太傻了。”

為什麼？他的口味是尼古丁。所以他不是一個會思想的人，看到了嗎？ 
135 你會說：“哦，我什麼味道也沒嘗到。我要嘗世界的口味。我要嘗
煙草的味道。但這個我什麼也嘗不到。”你拿個衣裳夾子讓他去吸，看

到嗎？是的，讓他去吸。 
136 那他會說：“我什麼味道也沒嘗到啊。”那你還嘗個什麼呢？你要

吸的是尼古丁。當你吸教會的教條時，你們女人就會留著短髮，塗脂抹

粉，穿著性感的衣服，你們男人就會看這種女人。你們會去做這種亂七

八糟的事。這是什麼？是什麼在那裡？是世界還在那裡，你得到了那種

口味，你受到引誘要去嘗一嘗它。 
137 “我要去那個教會，他們從來不提這種事，他們從來不說這些，不

講這些。從來沒有提到這些事情。我們的牧師比你開放多了。我們不會

譴責那樣的事。”那是什麼？你正在品嘗世界的口味。是的。 
138 但一個會思想的女人不會要那種東西。她知道她必須得聖潔。你能

從神的道中吸取的唯一東西就是聖靈，這個復活的能力，會讓那個住在

你裡面的道，在你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彰顯出耶穌基督來。哈利路亞！

弟兄，如果這還不是真理，那我真不知道什麼是真理了。如果這不是真

理，那我就是瘋掉了。 
139 那是道自己在你的心裡，預定在那兒，他在吸取。它會吐出世界，

它不需要它。但當它進到神的話裡時，它就開始吸取。當他從道中吸取

的時候，那就只能是聖靈使那個道復活。 
140 一個會思想的、虔誠人的過濾嘴就是道，它會滿足他內心聖潔的口

味。“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給你一個聖潔人的口味。”哦！我們得到

的是什麼啊！ 
141 但那些人不但沒有為自己的魂戴上神的過濾嘴，相反卻任由撒但藉

著宗派和教條來欺騙他，這就跟煙草公司欺騙你們吸煙一樣。你只是得

到了更多的成員，僅此而已。 
 哦，在我結束前，我要再說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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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如果這就是那個人魂裡的口味，那她就會把這些不屬神、抵擋神話

語的東西，從她的靈裡吸到她的魂裡。這些東西能通過她的口味，瞧，

口味……它可以通過思想，通過推理，“這沒有什麼害處嗎。我有口味；

我有感覺。我感覺這種東西沒問題。”如果她的魂是這樣的話，那她就

可以讓這些東西通過她，一直進到她的魂裡。這就表明她不是通過神的

過濾嘴來吸收。但如果她剪頭髮、化妝、穿短裙、打扮得像男人、穿褲

子等等、說那些話、做那些事、為世界而活，那她就會被擋住，她通不

過神的“過濾嘴”。是的。它會從一開始就把她給擋住。 
89 注意，男人看著她那漂亮的紅嘴唇、化了妝的臉、短裙和比基尼等

等；一個真正有思想的男人不會去看她。教會的會員會看她，欣賞她。

但我不管她看上去多漂亮，但一個真正有思想的男人會轉過頭去。為什

麼？他已經通過了神的過濾嘴，他知道看她就是在心裡犯了姦淫。他並

不覺得那女人漂亮。他們說：“她多漂亮啊！”但對他來說不是。對一

個有思想的人來說，她是一個骯髒、污穢、可憐的耶洗別。神的兒子看

見她會為跟她同屬一個家庭而感到羞恥。是的。“我怎麼可能有這麼個

姐妹呢？” 
90 瞧，那個女人經過的是一個過濾嘴，而這個人經過的是另一種過濾
嘴。他不會覺得這種女人漂亮，決不會。對一個真正屬神的男人來說，

那不是漂亮。 
91 記住，在耶穌基督的寶血成為過濾嘴之前的時代（等會兒我們會講

到），“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神

從沒有忘記這事。這事又再次發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途中，神也從沒

有忘記這一點。他們所有的人都滅亡了。“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 
 有一天晚上我聚完會，一個小裡基站在教會後面，他對我說，這是

大約三四年前的事了，他說：“你這麼講的原因，是因為你是個老人。

我認為她們看起來很漂亮。” 
 我說：“我看得出。”光從他的打扮，你就能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

人。我說：“讓我告訴你一些事。你有多大了？” 
 “快三十了。” 
92 我說：“當我比你年輕十五歲時，我就是這樣想的！”對。那還是

污穢。“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 
93 現在，注意，要是他的心思通過了神的話語—神的過濾嘴，他就不

會去看那種女人。他就不會認為她漂亮；他會覺得她是耶洗別。他會明

白，在那些紅嘴唇後面的，是會咬死他的毒牙。聖經說：“她的門是地

獄的門，人跟隨她，好像牛往宰殺之地。”這才是思想人的過濾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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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你渴望什麼？當一個女人像那樣的打扮走到街上時，你們男人就回

頭，上下打量她，這說明你根本沒有用思想人的過濾嘴。因為當你這麼

做時，你就犯了姦淫，因為過濾嘴說：“凡看見婦人就動淫念的，這人

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轉過你的頭，思想人！遠離她。她不漂亮；

她是一條蛇（是的），她扭的像蛇，走路像蛇，咬人也像蛇。遠離她。 
95 哦，是的，神的道是思想人的過濾嘴。每個人都知道。這才是你的

魂該通過的過濾嘴，就是神的道。它使……當你經過神……當一個會思

想的人經過神的過濾嘴時，它就會給他一個聖潔人的口味。對的。當你

從神的過濾嘴出來，那你的口味就成了聖潔人的口味。它會給你一個正

直人的口味。那個廣告是對的。 
96 我們可以看到這在以色列中是如何預表的，這只是給以色列會眾的。

這是為什麼我說，如果哪個傳道人不同意我所說的，那我說了這是給我

的會眾的，就是主要我對之傳講的這一群人。 
97 注意，在《出埃及記》19章［民 19章］，等你回家後有時間去讀一讀。

注意，當以色列人犯罪後，首先他們要取一隻紅色的母牛，是未曾負軛

的。這就是說她從來沒有擔負過任何東西。 
98 她必須是紅色的。紅色是個贖罪的顏色。你們知道，科學上說如果
你拿紅色，透過紅色看紅色，看到的就是白色。神透過耶穌基督紅色的

血觀看，他看到我們紅色的罪就變得潔白如雪：透過紅色看紅色。以色

列全會眾要在晚上的時候把母牛殺死，然後用它的血在門上彈出七道條

紋，整個的會眾都要從底下穿過去，這是七個教會時代的預表，藉著血。 
99 然後把它的身體拿去焚燒。牛的蹄子、皮、腸子、糞都要焚燒。所

有的東西放在一起燒，而且必須要由一個潔淨的人，把它們收拾起來，

拿到會眾外的一個潔淨的地方。所以，要是以色列能明白這個預表就好

了！神的道決不能被不信之人的髒手處理。必須得是一個潔淨的人，一

個人要想潔淨，就必須得經過神的過濾嘴。一個潔淨的人、潔淨的手，

而且必須放在潔淨的地方。不是耶洗別和那些裡基們的地方，不是任何

人都可以加入。他們來吃聖餐，但同時又跟別人的妻子、丈夫鬼混，行

各樣污穢的事；跑去跳舞、狂歡，剪短髮，穿短裙，什麼都幹，卻還稱

自己是基督徒。它必須是由一雙潔淨的手，放在一個潔淨的地方。 
100 當以色列人犯罪，並意識到自己做錯了時，他們就把母牛的灰彈在

他們身上，這就是分離的水，潔淨罪。 
101 注意，這就是了。當以色列人，在他們進去參加敬拜之前，他們首
先得經過除污穢的水—因信稱義，信心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神的話

來的。然後他們從七道血的條紋底下，進到會眾那裡，這表明有某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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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我得罪你。”當它經過神的道之後，怎麼樣呢？只有一樣東西能經

過神的道，那就是聖靈。那是唯一能通過神話語的東西，就是聖靈。一

個思想人的過濾嘴，會給你聖潔人的口味。 
128 他嘗到了天上事物的滋味。他把神的道放在心裡，他看到神的話在

他面前彰顯。他整個魂都被卷了進去，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在他周圍死

去了。 
129 一個虔誠的思想人的過濾嘴，我現在想的是過濾後的虔誠。一個思
想人的過濾嘴給你一個聖潔人的口味，他會滿足你的口味。他看到耶穌

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沒錯。看他正在我們面前做他

曾做過的同樣的事；那會滿足一個聖潔人的口味和他的思想。 
130 他知道他已經出死入生了。他愛，他愛看到神的話被證實，他看到
神的話被證明，驗證。每個時代，他都等待著它，因為他是個聖潔的人，

他渴望看到神。別的人卻只想加入教會。然而這個人卻想看見神，他不

會在一大堆的教義中看到神。他不會在高大華麗的管風琴，宏偉的教堂，

高聳的十字架，或受過高深教育穿著翻領衣服的學者那裡看到神。他也

不會在神學或神學家裡看到他。他只能在得到證實了的神的話語中看到

他。 
  我在火柱中看到了他。 
  我的眼睛看到了主再來的榮耀； 
  他在踹憤怒的酒醡； 
  他釋放了帶著可怕利劍的致命閃電； 
  他的真理繼續向前。（它會一直去到末了，是的，先生。） 
131 明白我的意思嗎？一個過濾的人……哦，我是說一個思想人的過濾
嘴，一個想站在神面前的人。什麼是神的過濾嘴？他的道。“你吃的那

日，必定死。”我不管在這發生了什麼，不要越過那道。“讓神的道洗

淨，”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不是宗派，不是教條，不是教會，不是教

堂，而是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因為你要被神的話審判。一個思想人要

思考這一點。一個愚蠢的人或一個有世界口味的人只會拿個代替品，但

既然有真實的東西，那為什麼還要代替品呢？ 
132 想想，好好想想。一個女人說方言卻剪短髮，塗口紅，教會還硬說

那是聖靈的憑據。 
133 一個從神學院或一些聖經學校出來的傳道人，使用三位一體的洗禮，

為了宗派和教義而在神的話上妥協，這是思想人的過濾嘴嗎？我可不這

麼看，弟兄。一個愚蠢的人才會這麼做。是的。你能想像嗎？一個人不

但不讓他的靈魂經過神的過濾嘴，卻讓那些老朽的教條和宗派把他給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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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你一來到這個世界，就出生在罪裡。你甚至沒有機會選擇。你生在
罪裡，在罪孽中成形，來到這個世界就會說慌，你靈裡有的是罪的慾望，

喜歡罪，因為你生在罪裡。你連機會都沒有。但在你內心深處的某個地

方（就是這兒），在你裡面開始有東西吸引你。在你裡面有東西告訴你，

在某處有位神，你讀了他的道，但後來你要是違背神的話所說，轉而聽

從教會的意見，那就證明你沒有使用思想人的過濾嘴。但當你用了神的

過濾嘴，也就是思想人的過濾嘴時，因為“所有其他的過濾嘴都要過去，

惟有我的永遠常存。”當你通過神的過濾嘴，過濾你的生命，你的願望；

如果你通過神的過濾嘴—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來過濾你的願望，那你

吸入的就只會是聖靈。 
122 如果你想要聖靈的憑據，這就是了。當你的魂能在每一個方面都與
神的話對齊，那就表明你已經讓你的生命通過了那個思想人的過濾嘴—

神的過濾嘴。 
123 注意，那是神的過濾嘴嗎？他說我們是被道的水洗淨。當神在伊甸

園裡給亞當和夏娃一個過濾嘴時，他說：“你不可以從中吸取任何別的

東西。”但撒但在這個過濾嘴上鑿了個洞，說：“哦，就一點點，不會

有什麼害處的。” 
124 結果這一點點的東西進來，就導致了人類的死亡。就這麼一點點的

尼古丁，他們就完了。 
 除了聖靈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這表明在你裡面的，是那顆預定的

種子，它使你渴慕神。“凡父所賜給我的，我必拯救，他們與我一同死

在各各他；他們也與我一同從死裡復活。凡他所賜給我的，必到我這裡

來。他們會被安置在我的身體裡，不管是腳、胳膊、鼻子、嘴巴還是別

的什麼；但他們一定會被安置在那裡。他們到了時候就會歸向我。” 
127 哦！這就是那個能將世上所有的罪都過濾掉的過濾嘴。你對世界的
愛已經死去了，這個魂只會吸取一樣東西。這就是了，不要忘記這點。

你們所有在電話機旁聽道的，把這點記在你們心裡。當一個會思想的人

開始思想他將站在誰的面前，以及神的道是什麼時；當他開始這樣思考，

並經過那個過濾嘴時，那就只有一樣東西能通過，就是聖靈。那是什麼？

是精子，它一開始就是神話語的種子，起初你就在神裡面，如今你在這

兒吸取種子的生命。這個種子是因著預定而被放在你心裡的。哈利路亞！

藉著神的預知和預定，種子已經在那兒了。當它吸取時，它除了吸取神

的話，不能吸別的。這才是一個思想人的口味，一個義人，一個聖潔的

人，他看到聖經上說，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是什

麼進到了那地方？是神的道進到他的心裡。“我把你的道藏在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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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因著他們的罪而死了，擺在他們前面。他們通過聽神的話而被分離，

除污穢的水，然後進到團契裡。 
102 只有按照這個次序，神才會見人。他不會在任何別的地方見人。他

只能按照這個次序來見你。神只在一個地方見以色列人。神今天見你也

只在一個地方，那就是在耶穌基督裡。他就是道，分離的水。他的血是

為所有七個教會時代而流的。然後，藉著聖靈我們進入團契，這團契只

是給教會的。哦，他太偉大了！ 
103 現在，我們來看看《以弗所書》5:26，這裡說到：“要用水藉著道

洗淨，”分離的水。它是幹什麼用的？神的過濾嘴就是道。分離的水，

“要用分離的水，藉著道洗淨。”神的過濾嘴。 
104 你不能藉著教會的過濾嘴進到基督裡。你也不能藉著宗派或教條的

過濾嘴進來。只有一個過濾嘴能讓你進到那聖所，就是藉著道用水來洗

淨。神的道是思想人的過濾嘴。 
105 教會在這裡評斷你是好會員，還是壞會員。你死的時候，他們會給

你舉行一個體面的葬禮，為下半旗，送給你一個大花圈等等，但當你的

魂要面對神的時候，你必須得有永生才行。如果你有永生，那它就是道

的一部分。因為我自己的話不會否認……我自己的手不會否認我的手，

我自己的眼睛不會否認我的手或我的腳或我的腳趾頭或我身體的任何一

部分。他們不能否認。同樣，一個是神話語一部分的男人或女人，也不

能否認神話語的任何一部分。那麼，女人們，你要是以為自己可以留著

短髮來到神面前，那你就錯了。你明白嗎？你錯了。你沒有經過神的過

濾嘴，只有它才能藉著道的水把你洗淨。然後你才能進入團契中來。你

以為你自己進去了，但除非你經過了道，經過了每一個細節，神話語的

每一個字；否則你就別想進去。“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的一

切話。”你必須得經過這個過濾嘴，它才能給你一個義人的口味，因為

這是義人所尋求的，尋求一個能使他潔淨的東西。 
106 道，神的道是思想人的過濾嘴，它能給你義人的口味。我們知道這

是對的。把所有不信的罪都過濾掉，當你通過了那個過濾嘴之後，你就

再也沒有不信了，因為那是真信徒的口味。 
107 不管怎麼樣，真信徒都要正確的東西。他不會說：“哦，我屬於這

個社交圈，我屬於教會，是這市里最大的教會。”他不管那是在一個角

落裡的傳教團或是一個臨時搭建的教會，但一個聰明人知道他必須得遇

見神。他不管是教會說的還是某個人說的，他必須得符合神的要求，神

的要求就是神的道。“哦。”他們說：“神的道。”當然了，他們都相

信神的道，但問題是你能不能通過這個過濾嘴。一個剪了頭髮的女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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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可能過去呢？你怎麼可能這麼做呢？一個不持守神教導的人怎麼可能

通過它呢？看到嗎？那不是思想人的口味。不，一個思想的人會思想，

一個思想的人會三思而後行。 
108 注意，神的道不能否認自己。問題是滿足，哦，我是說渴望。渴望

什麼？一開始，是什麼讓你有這種渴望的？因為在你魂的深處有一顆預

定的種子，就是永生，它一直都躺在那裡，一直都在那裡。“凡父所賜

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一個也不會失落。” 
109 一個思想人的口味，一個思想的人會聽神的道，“我的羊聽我的聲

音，他不會跟從陌生人。”因為在那裡面是生命，而生命會與生命相連。

罪與罪相連。罪是如此的偽善，以至它認為它得救了，而實際上它沒得

救。它是最深層的假冒為善。 
110 教會成員想要一個宗派的過濾嘴，這樣他們就可以有自己的慾望而

仍然被算為虔誠的人。你聽到他們說：“哦，他很虔誠。” 
111 在非洲，有一天我去到那兒，他們講到這些……有一群年輕人在談
論“貓王”他們唱的搖滾樂，還有派特·布恩，裡基·納爾遜等人唱的那些

東西。我說：“他們是一群背教者。” 
 有些女孩說：“哦，他很虔誠啊。” 
112 我說：“猶大也很虔誠。”我說：“猶大只得了三十塊銀子，而貓
王得了幾百萬美元。（看到了嗎？）他們都出賣了長子的名分。”看到

了嗎？我說：“他們是這個國家最糟糕的東西。”他們就像香煙的過濾

嘴一樣迷惑人，而這些宗派卻讓那樣的人加入進來。他們不應該……他

們應該立法禁止他們唱那些宗教的歌曲。這違反……他們唱那些歌是違

法的。但整件事情都變成了最大的假冒為善，他們今天就是這樣。人類

靈魂真正的過濾嘴說：“如果你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愛父的心就不在

你裡面了。” 
113 看，你不能，你不能說搖滾樂是屬神的。搖滾樂是屬世的，所有那

些舞蹈，骯髒污穢的東西都是屬世的。都是屬世的。你不能說女人剪頭

髮是屬神的。聖經說那不是，那是世界的污穢。如果你愛這世界的一點，

愛神的心就不在你裡邊了。 
114 看，這是什麼？是什麼在吸引他？是在你裡邊的某種東西在吸引你。
魂是通過外面吸取能量，再通過靈把它送到魂裡。如果你的魂愛這個世

界，那它就是死的。我不管它有多少膏抹，那都是外面的，不管它外面

看上去有多正直，但他的裡面卻是死的。“因為你若愛世界和世界上的

事，愛神的心就不在你裡面了。”不管他有多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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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真正的過濾嘴會把所有別的東西都濾出去，而只讓神的真實，神的

道，進到真實的魂裡。 
116 他們就像以掃，外表上很好。以掃外表上很虔誠。說到宗教，他看

上去比雅各還虔誠。他看起來比雅各還好。但他的裡邊卻顯出了他是什

麼。他外表很虔誠，但他的思想沒有經過過濾。他沒有思想他長子的名

分。他並不認為這個長子的名分像神說的那麼重要。你看，他說：“我

餓了，有沒有長子的名分，又關我什麼事呢？如果你想要就拿去吧。”

哦！看到嗎？“我去教會，我跟你一樣好。我的宗派就像……哦，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教派之一。我媽媽屬於它，我爸爸屬於它，還有這個、那

個等等。我的牧師是受過教育的；他有這個那個。”但他有的越多，離

神也就越遠。那不是一個有思想之人的過濾嘴。要真是那樣的話，那彼

得還怎麼可能成為彼得呢？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他卻揣著思想

人的過濾嘴。 
117 注意，哦！以掃認為長子的名分並不像神所說的那樣，是關乎生與
死的重大抉擇。於是他像夏娃和猶大一樣，為了滿足他們對文化知識的

口味，而出賣了長子的名分。這也正是夏娃出賣了她的出生權的原因。

她為了一點科學的口味，一點屬世知識的口味，一點好教會的口味，一

點今天的人們稱之為高層次之人的口味，就出賣了她的名分。看到嗎？

猶大為了那三十塊銀子而出賣了自己長子的名分，他想多賺點錢。“我

這裡的會眾能付給我更多的錢，所以我就在這裡講道。”看，“所以如

果我成為一個牧師，那……” 
118 他們說：“伯蘭罕弟兄，我們相信這信息是真理，但我們不能接受。

如果我們接受了，那我們到哪兒去傳道啊？”到世界去傳，我的弟兄，

那就是你的教區。是的。“哦，那就沒有弟兄支持我了。”我要的不是

哪個弟兄來支持我，我要的是耶穌基督來支持我，因為是他支持這個信

息，這信息是他說的。 
119 當那真正的長子名分，血，經過道過濾出來的時候，那所有的罪、

世界、教會、宗派、宗派主義就都被濾到了外面。當一個會思想的人選

擇了一個思想人的過濾嘴時，那在神看來，所有的教育、文明、教會、

宗派、體系以及各種類型的罪就都會被過濾掉了。 
120 當一個人讓他的生命通過神的過濾嘴時，所有這一切就都被濾掉了。

注意，你肉身上的生命曾經被罪污染了，因為你生在罪裡，在罪孽中成

形的，來到世界就會撒慌。我要說一些事，就像麥卡利弟兄常說的。請

聽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