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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威廉·伯兰罕弟兄传奇般的事工应验了圣灵在《玛拉基书》4：5，6，

《路加福音》17：30 和《启示录》10：7 的预言。这一遍及全球性的事

工成就了圣经中许多的预言，并成为神在这末后时代，借着圣灵做工的

延续。圣经说到这一事工是要为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做好准备。 

 当您怀着祷告的心阅读这些打印出来的信息时，我们也祈求神把这

信息印在您的心上。 

 威廉·伯兰罕弟兄传讲的一千一百多篇讲道部分已经翻译成中文

并以文字和录音的形式放在了http://www.messagehub.info上，欢迎您

免费下载。 

所有文字及录音只要对其内容不做更改，可以随意复制、分发。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确保提供最符合原文的翻译，但您可以对照英文

的原版录音，以得到最准确的原文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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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我们为此多么感谢主，过一个献身的生命。把你自己交给甜蜜、
谦卑，在灵里行走，像基督徒一样行走、说话、穿戴和举止，谦卑、
甜蜜；不要错过这点。神的声音通过道说话，通过恩赐说话。当一个
恩赐来了，另一个恩赐把它表达出来。另一个恩赐来了，表达出同样
的东西。瞧？那肯定与道一致，与时代一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为
此多么感谢他。呐，如果我们的…… 
325 我们低头，请我们的姐妹给我们起个调。 

  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敌火箭； 

  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 
326 只要这么做；说出神的道。说出他的名。当我们解散的时候，让
我们现在再唱一遍。 

  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 

  它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带着它。 

  宝贵名…… 
327 现在让我们互相握手，说：“我会为你祷告，弟兄，你也为我祷
告。” 

  地之望并天之乐； 

  宝贵名，（宝贵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 
328 现在我们低头，我们来唱下一节。 

  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敌火箭； 

  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 

  宝贵名，（宝贵名），何甘甜！（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
乐； 

  宝贵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 
329 现在我们低头，我们的心也随着俯伏，认识到耶稣说过：“那听
我话、又信差来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
了。”知道我们藉着神的恩典，里面拥有永生，今早奉献给主，让我
们的生命从今天起就被改变，在我们的思想中更加积极。我们要努力
甜蜜、谦卑地生活，相信我们所求于神的，神必赐给每个人。我们不
说彼此或任何人的坏话。我们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爱他们，恩待那
些恶待我们的人。神是谁对谁错的审判官。 
33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低头，我要请我们的好朋友李维尔弟兄，请
他来做个解散听众的祷告。维尔弟兄。 

 

 

 

 

为什么哀求？说话！ 

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罕（另译伯南汉）弟兄 1963年 7月 14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

那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Why Cry? Speak！”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0714m，历

时 2小时 14分钟。 

1 主祝福你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让我们依然站立一会儿。有特
别的请求吗？如果你有，可以借着向神举手，并说：“主啊，你知道
我的需要”让他知道。 
2 天父，今早我们实在是一群荣幸的人，聚集在神的家里，我们知
道今早有很多人想要在神的家里，却在医院里，在病床上，你赐给了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特权。主啊，我们来决不是要彼此看望对方，虽
然我们喜爱彼此间的团契，但我们可以在我们家里那么做；我们来这
里，乃是要与主一起团契，是他把我们作为亲爱的孩子和弟兄带到一
起。 
3 我们现在感谢你。我们知道与你团契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来围
绕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聚在这里是要寻求属灵的力量；我
们需要它，主啊。我们必须有力量来忍受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我们祈
求你今天赐下伟大的圣灵，加给我们大家力量。应允你子民的要求，
他们聚集了，向你举手，表明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主啊，回答每一个
人。 
4 在我们安格伦姐妹昨晚来这里路上的那场事故中，我们感谢你救
了她的生命。主啊，你何等地恩待他们，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天父，
我们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继续前行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
人。把你使人稳固的大能和信心赐给我们，知道你永不失败的同在必
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不能自助的时刻，我们知道神的天使在那些敬畏
他的人周围安营，他们会托住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
现在祈求你为了这道将你的祝福赐给我们，藉着我们并且在我们里面
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5 我很感激外面的阳光，太阳在照耀。今早天气非常不好，我想，
尤其是在这个地区，我们有太多阴郁、令人厌烦的天气了；看到太阳
出来照耀，真是非常好。 
6 今天全家人团圆，我在我妹妹的家里与我的弟弟们和这城市附近
的一些亲戚们见了面。一大群的伯兰罕，如果他们都从肯塔基和这里
聚到一起，我猜我们得把整个城市都租下来才行；他们人很多。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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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回老家。我们大家过去都是在妈妈家里见面，她有点儿是把我
们维系在一起的标杆。但神把这标杆提到天上去了，我希望我们有一
天都在那里相会。 
7 呐，那天我说，我说：“你知道，我相信我要把我星期天的信息
砍到大约二十到三十分钟，然后为病人祷告。”今早我想到了那个。 
8 我想，昨晚唐宁姐妹打电话给我说，哦，是打电话给比利，说她
和安格伦姐妹在上来的路上，车在路上打滑，撞坏了。比利仍在窗户
旁边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可能是今早的某个时候；我睡了一会
儿。我看了看伍德弟兄家，他家的灯还是关着的。我就跪下祷告，我
祷告时，有东西对我说：“没事了。”于是我就告诉比利，“告诉她，
我想一切都没事了。”今早，很高兴看到他们，经过长途旅行，来到
这里，坐在主的家里。 
9 一个那么爱你，开车几百英里来听福音的人，于是我想，“我这
么慢，讲一个二十分钟的信息，实在是没什么益处。”所以我想我还
是得讲长一点。 
10 瞧，听到她儿子安格伦弟兄，今早在这里唱，“你真伟大。”对
他来说，神今早比昨天下午更有意义，因为天上伟大的神救了他宝贵
可爱的妈妈和姐妹。 
11 呐，今天我们期待在主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这里有两三个
我正在看的不同的主题，我不能断定今早我该讲哪一个主题。其中一
个是把你的忧虑卸给主，因为他顾念你们。如果他顾念，为什么你不
呢？ 
12 呐，还有一个，比利·保罗……哦，不是比利·保罗，是我的另
一个儿子约瑟，很久以前带给了我这个主题。一天他坐在房间里，他
说，他抬头看画，比利，哦，是约瑟，就像其他小男孩一样非常喜爱
小船：小船和马，你知道。他对我说：“爸爸，耶稣有小船吗？” 

 我说：“我不知道。” 
13 所以当他起来并出去之后，我开始思想起来：“主有小船吗？”
我从那里得到了一个主题，把它记在我的书上：“耶稣有小船吗？”
我就开始思想，当他在地上时，他必须要借一个子宫生出来，借一个
坟墓埋葬，借一个小船来讲道，但他是古老的锡安之舟的领航员。他
绝对是。但这些我正在思想的主题，我想或许在我们动身回去之前，
我可以讲到它们。 
14 你知道，我喜欢在我们教会讲道，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不
管圣灵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可以自由地说。在其它地方，即使人们想

39 

 

315 当我们哼这歌的时候，让我们静静地站起来。［原注：伯兰罕弟兄和会

众哼歌。］ 
  我凭信心仰望，各各他的羔羊， 
 让我们向主举手。 
  神圣救主！ 
 现在将自己奉献给神。 
  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众罪孽， 
  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 
316 我们一同把手举起来［原注：会众重复伯兰罕弟兄的祷告。］：主耶稣，［主

耶稣，］我现在把自己奉献给你，［我现在把自己奉献给你，］一生来事奉你，
［一生来事奉你，］更加纯净，［更加纯净，］更有信心，［更有信心，］我呼求，
［我呼求，］让我能在将来的年岁里是一个比在过去的年岁中，更蒙悦纳
的仆人。［让我能在将来的年岁里是一个比在过去的年岁中更蒙悦纳的仆人。］赦免我
的不信，［赦免我的不信，］给我们恢复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给我

们恢复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我把自己交给你，［我把自己交给你，］奉耶稣
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低头的时候…… 
317  行过人生迷阵，黑暗痛苦满布，求主引路！ 
  为我化暗为明，将我眼泪擦净， 
  免我再入迷途，离主孤行。 
318 现在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你觉得早上的信息对你有益处，［原注：

会众说：“阿们！”］给了你勇气吗？［“阿们！”］如果你觉得有，请向神举
起手，说：“神啊，我谢谢你。”［“神啊，我谢谢你。”］我把双手都举
起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大地帮助了我，给了我勇气。 
319 我所说的一些东西，我本以为我不会说，但已经说出来了。这对
我是个责备。我发现自己走在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在的路上，我发现自
己总是在哀求，而不是说话。 
320 神啊，帮助我从此刻起成为一个更加献身的仆人。 
321 我不但为自己祈求，也为你们祈求，一同作为基督的身体，从世
界被召出来，准备去往应许之地，愿神给我勇气，说出路来，使路清
晰，叫你们不迷失道路。我要靠着神的恩典告诉你们，我要跟随在我
们前面走的主带血的足迹。 

  我要背负神圣十架，直到死亡将我释放， 

  回家必有冠冕可戴，也有一冠为我。 
322 父啊，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23 ［原注：有人说方言。磁带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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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的。那不是他；那是我的声音。当他们倒下时，我是那位叫死人
复活的。我是那位医治病人的。我是那位预言这些事的。我是那位做
拯救的。我是那位赐下应许的。” 
308 神啊，赐给我勇气拿起大约三十一年前他放在我手中的这道的宝
剑，握住它，向第三次拉动前进，这是我的祷告。让我们低头。 
309 天父，时候越来越近了，但道也越来越宝贵了。主啊，正如我们
看见的，一次又一次，基督永不失败的同在总是与我们相会。我为你
的良善多么地感谢你，你救了我们，祝福了我们，我们为此是多么感
谢你。 
310 主啊，当我手里握着这些手帕，是人们有信心相信这个。愿每个
魔鬼、每个疾病都离开那些人。我命令这里每一个不属于神的污秽的
灵，每个疾病的灵，所有的疾病和痛苦，我们不是躺在人的影子里，
那没问题，但我们是在福音的影子里：被印证的福音。 
311 当伟大的火柱在这房子里前后运行，神透过同样的火柱往下看，
红海让出了路，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但现在，当他看的时候，所洒
的是他自己儿子的血，怜悯和恩典。愿我们顺服，愿我们今天停止哀
求。愿我们意识到你已经呼召我们做这工作。这是时候了。我奉耶稣
基督的名这样说。让每个疾病都离开这个地方。 
312 愿每个呼求耶稣基督名的男人、女人今天重新奉献自己的生命。
主啊，我把我的生命奉献在这祷告的祭坛上。我放下自己，为自己感
到羞耻，把头转向你把我从中抬举出来的这地。主神啊，我为自己的
软弱和不信而感到羞耻。主啊，请赦免我；给我勇气。给我们勇气。 
313 我觉得就像摩西；我们都在出来的路上。我们不想留下一个。我
们要带着每个人，主啊。他们是你的。我为你认领他们。主啊，祝福
今天这群人，求你应允。父啊，祝福我和他们，愿你的名得到赞美；
愿你的荣耀归于你。主啊，把这永恒的信心赐给我们，现在我们把自
己奉献给你。 
314 我按手在这本圣经上，在这台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主啊。
我依靠你所赐下的每一个应许。我知道它们必得到证实。我知道它们
是真理。赐给我勇气来讲这些话。赐给我勇气，主啊。在我要做的和
说的事上来指示我。主啊，我把自己连同这个教会一起交给你，奉耶
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凭信心仰望，各各他的羔羊，神圣救主！ 
  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众罪孽， 
  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 

3 

 

要你随便，你还是会觉得有点拘束，因为你是在别人的教会，你想要
尽量做一个绅士，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教义。 
15 这个星期在伯查姆弟兄那里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走进了他
们制造奶酪的工厂。我看到他、他妻子、儿子他们今早都在场。我一
向认为奶酪工厂就像我以前曾去过的其它地方一样，哦，潮湿、肮脏。
但我可以说一件事，你可以绝对放心，那个地方一点也不脏。我从来
没有去过那么干净的地方，尤其是在一家工厂里。我不晓得；哦，我
原以为可能他们一天只制造一百磅奶酪，可他们每天制造六吨，有三
家工厂在生产。我想：“哦，谁能吃完那么多奶酪呢？” 
16 但主祝福了这人。我有幸到过他家里，一个非常可爱的家，一位
献身的好妻子。从他们所做的就可以知道，他们确实是每天为基督而
活。见到他的儿子们，他们是非常好的孩子。我们为我们彼此之间的
团契而非常感恩。 
17 发现他们以前的牧师是我所认识的一个人：格利弟兄，一个很好
的联合五旬节派的信徒，几年前我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罗见过他。但
我不知道那就是他的牧师。 
18 呐，记住今晚的聚会，若主愿意，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天再讲道。
我想，接下去的星期天我得去芝加哥；然后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必
须带家人回家，回到亚利桑那，让孩子们可以再注册上学，那时我们
就不用缠累牧师，占用他的聚会了。 
19 我们非常感激内维尔弟兄的好客。你知道，他邀请我，他是那
么……我喜欢一个像那样的人，没有诡诈；没有自私；那才是真正的
基督教信仰。我喜欢那个。 
20 现在我们想要读一些经文，然后来讲解一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结束这些长的信息，但我想……那天我说到我讲的时间太长
了，有人说：“哦，如果你只讲一会儿，而且本来你讲的东西又很奥
秘，我们就……我们就永远都不能明白了。所以你只管讲，过不久就
有东西出来了。”他说……或许主想要我们那么做。 

 让我们再次低头。 
21 主啊，你的道打开并放在这讲台上，我晓得有一天它会最后一次
合上，那时道就成了肉身了。我们……我们为今早这时刻而感谢你。
求你用你的圣灵向我们打开我们所要读的这道的内容。愿圣灵今天把
我们所当知道的事教导我们，愿我们作为回报仔细地听每一句话，仔
细地权衡它，愿那些藉着录音带的方式听道的人，愿他们能仔细地听，
愿我们能抓住圣灵想要向我们启示的东西；因为我们晓得，如果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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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我们，这恩膏不是徒然的；它是为着一个目的，要为主效力。主啊，
愿我们的心和悟性打开。 
22 愿我们自由的讲，自由的听，有信心的通道来相信我们所听见的，
因它是从神来的，叫它在即将到来的大日让我们能得到永生。今天请
祝福我们；当我们错了时，请责备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在
正确的道路上祝福我们，使我们知道要走哪条路，在现今的世上要如
何行事，叫我们能在自己的生命中给耶稣基督带来尊贵，他受死，为
要在以后的大日里赐给我们生命。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23 呐，今早我想在圣经里读两处的经文，其中一处是在《出埃及记》；
老实说，两个地方都是在《出埃及记》：一处是 13章 21、22节，另
一处是 14章 10、11、12节。现在我要读《出埃及记》13:21。 

 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22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

前。 
24 在《出埃及记》14章 10节。 

 
10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11他们对摩西说……（对不起）他们对摩西说：“难

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

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12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事埃及人吗？因为服事埃及人比死在旷

野还好。” 
25 我要多读几节。 

 
13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仔细听这里。）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14 耶和华必为

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1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

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16你举手向海伸杖，

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17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
18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了。”19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20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

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终夜两下不得相近。21 摩西向

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

成了干地。22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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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你的信息要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向全世界。当我自己的牧
师嘲笑、取笑这个时，它怎么可能呢？但它照样发生了。是他说了这
话。是的，先生。 
298 哦，是他借着异象，预言说“它必成就。”是他说：“你们中间
若有人说预言或看异象，说出来，它成就了，记住，那不是他，而是
我。我与他同在。”哦。我能继续说什么呢，那是他，是他，是他。 
299 是他降下来。当我告诉他们降在河上的火柱在那里，他们无法相
信这个。是他在那中间，那个晚上那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在山姆休斯顿
大体育馆三千人面前，主的天使站在那里，让他的照片被拍了下来。
那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300 是他预告这些事将在哪里。是他这样说。是他做这些事。他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做了一切，完全就像他说他要做的。阿
们！ 
301 为什么我要等候呢？神印证了他的道。那是真理。让我们启程。
让我们行走。让我们继续走在主的脚步上，放下一切的疑惑、一切的
罪。把房子打扫干净，擦洗干净。 
302 正如朱尼尔·杰克逊的异象所说的，除了灯，没有东西剩下，或
是他的梦（如果他坐在这里的话）。那天晚上他把梦讲给我听了，说
除了灯，没有东西剩下了，它们周围镶有金边。哦。 
303 柯林斯弟兄，不要担心那条鱼。它是白的；你只是不知道要如何
处理它。 
304 把任何与神的道相反的东西都放下。记住，这是真理，不管它有
时候看起来多狂热等等。带着它继续前进！这是圣灵，叫耶稣基督从
死里复活的同一位神。同一位神能说话东西就存在，活在摩西时代的
同一位神，今天还是一样的。 
305 他在这末日的呼召，他被印证了，“所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降
临的日子也要怎样。”他已经做了。所多玛在那里。有一位葛培理和
一位奥洛·罗伯茨在那里。教会根据神应许的同样的迹象前进，两处
地方，他们在那里了。是他那样说的。 
306 哦，主啊，赐给我勇气，是我的祷告。哦，主神，帮助我。我必
须停在这里了。时间迟了。 
307 “为什么向我哀求？当我证明了与你同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
我岂没有医治你的疾病吗？”他说了吗？“我岂没有准确地告诉你所
要发生的事情吗？你的牧师不能那么做；是我。他做不到。他是人。
那是我，主。”他会说：“我是那位做这事的。我是那位告诉他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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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拆毁这殿，我要再建立起来。”哦！ 
287 现在记住（我们要结束了），这是同样的他；是他在《约翰福音》
14:12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对吗？［原注：会众说：“阿

们！”］这是他说的。 
288 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1:24 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不是
你们若向这座山祷告。“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
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呐，你，如果你只是想当然地
说，那不会发生的。但如果你里面有东西，你受膏是要去做这工作，
你知道那样做是神的旨意，然后把它说出来，它必成就。“你们若……” 
289 是他这样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 15:7］哦，哦，你明白
我的意思吗？［原注：会众说：“阿们！”］ 
290 对不起，但它刚出现在我心里。我必须讲讲这个。那天是他在那
里的树林边上说：“你没有猎物，”他创造了三只松鼠站在我们面前。
那是什么？只要说出话来，说它们会在那里，那里，那里，它们就在
那里了。是他做了那些事。 
291 查理，罗德尼，是主在肯塔基，内莉，玛吉，还有你们其他人，
是主，是同一位神在那里对摩西说话，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说
出话来。”是他让那些松鼠出现了。是他。是他。哦。 
292 是他在大约一年前赐下异象，说我们要去那里，还有这七个印，
它将如何以一个大的雷声开始，他们会组成金字塔的形状。《观察》
和《生活》杂志都刊登了这个，就挂在墙上。是他那么说的。 
293 那天晚上是他，当时我走在路上，看见那条大树眼镜蛇要咬我弟
兄。他说：“你已经被赐给了能力来捆绑它或其它任何的蛇。”是他
那么说的。 
294 对我坐在后面头发花白的妻子来说，那天早上是主在房间里把我
叫醒，站在角落，说：“不要怕做任何事，或去任何地方，或说任何
话，因为耶稣基督永不失败的同在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 
295 大约三个月前，是他在沙宾诺峡谷那边，当时我正在祷告，不知
道会发生什么事，我正站在那里，一把剑落在我手里，说：“这是王
的剑。”那是他。 
296 是他对我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297 三十年前，是他在河上对我说，当时我还是一个小伙子，三十年
前作为一个传道人站在河上，站在那里，那道光即同样的火柱从天上
降下来，立在那里，说：“正如我差遣施洗约翰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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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

中。24 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25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

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

们了。” 
26 主的话真是太伟大，太好了，简直没办法不读下去。当我们读它
的时候，它就成了生命。我想，虽然录音了，我还是要在开始时这么
说：在今早的这个主题中，它找到……我找到了自己。我之所以……
昨天查考的时候，这个题目临到了我，于是我想：“若主愿意，我就
要讲讲这个，因为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希望它也深深地打动我们
所有的人，让我们能看见，驱使我们去仰望，稍微查考一下，把当时
跟现在比较一下。 
27 我要选这几个字来作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哀求？说话！”
神在 15节这里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吩咐百姓往前走。”
“为什么哀求？说话！” 
28 我们有一个相当大的题目，我想要照着圣灵的带领尽可能快点讲
完。我要想想这个主题，摩西在患难的时候向神哀求，就在患难临到
的时候，神责备了他。一个人哀求，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可是神却
转过来因他这么说而责备他，责备他向神哀求，这是一个多大的责备。
这看起来很严厉。 
29 许多时候当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看经文时，这看上去好像很严厉，
但如果我们查考它一会，我们就发现，全智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
知道要如何做这些事，如何与他们来往。他知道在人里面的是什么。
他知道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从知识的角度知道。他知道真正在
人里面的是什么。 
30 摩西生在这个世上，是个有恩赐的孩子；他生来就是个先知，一
位拯救者。他一生下来就已经拥有这些了，就像每个来到世上的人一
生来就拥有一些东西一样。因为我坚定地相信神的预知，预定。 
31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但作为神，他必须知道，
“从起初就知道末了。”瞧？如果他不知道，那他就不是无限的；如
果他不是无限的，他就不是神。当然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但他知道
谁会沉沦，谁不会沉沦。那就是耶稣来到地上的原因和目的，就是要
拯救神藉着他的预知而看到的那些想要得救的人，因为整个世界都被
定罪了。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用神的预知以外的任何方式来教导这一
点。圣经明明地说：“神从起初就知道末了，”并能把它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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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所以，当一个人试图成为他们所不是的东西时，他们只是在做一
个模仿；迟早会把你暴露出来的。你的罪会把你找出来。你不能遮盖
自己的罪。只有一个能遮盖罪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这血不能被涂
抹，除非神从创世以前就呼召了你。这就是那血流出来的目的，不是
要被践踏，被取笑，被抨击，被毁谤等等；它是为了一个直接的目的，
是的。你不能把它当儿戏，不能说罪被遮盖了而其实却没有，那只是
模仿；除非他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否则没有
人能遮盖自己的罪。耶稣自己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
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过去时），必到我这里来。”是的。
所以你不能让这道说谎。它们在那里是为了真理和纠正。 
33 摩西生下来就拥有信心的恩赐：摩西拥有极大的信心。我们看到
不久后，这个就从他里面显明出来了。他生在一个大家庭里，正如我
们所知道的，他父亲和母亲是怎样的，来自一个利未家庭。在这事之
前，在《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里，非常美丽地描绘了这个伟大人物
的生平。他是圣经中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因为他全然是主耶稣的预表。 
34 他像主耶稣一样有一个奇特的出生；他像主耶稣一样出生在逼迫
的时候；他像主耶稣一样生来就是一位拯救者；他像主耶稣一样被父
母藏起来躲避敌人；他像主耶稣一样开始他的事奉。他像主耶稣一样
是一位领袖；他像主耶稣一样是先知；他像主耶稣一样是颁布律法的。 
35 我们发现，他死在了磐石上，他必定是复活了，等等，因为八百
年后，他站在变象山上，与主耶稣说话。瞧？天使把他抬走了。没有
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甚至魔鬼也不知道。老实说，我相信他从未被埋
葬。我相信是神把他接走了，他死在他毕生所跟随的那块磐石上。 
36 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他是管理百姓的王；他是颁布律法的；他
是一个……他是百姓的供应者；他在一切的事上都预表了基督。 
37 呐，接着，我们看到他生下来里面就拥有这个大的恩赐和品质；
只要有样东西闪过，就能给那个东西带来生命。 
38 瞧，神的种子其实在创世以前就被放在了我们里面。当那道光第
一次照到那粒种子，就给它带来了生命，但光必须先临到种子。 
39 就像我许多次所教导过的井边的妇人，她处在那种境地。虽然她
是个坏名声的人，虽然她的生命堕落了，她处在那种境况，因为传统
从未触摸到她。但当那道光第一次照到她，她很快就认出来了，因为
那里有东西响应。“当深渊向深渊呼唤，”某个地方就必有一个深渊
响应那个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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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他是什么。他知道他是以马内利。他知道他就是复活。他知道
他就是生命。他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他里面。
他看到那些人在那里，他看到神告诉了他什么，说去做事，他到了那
里；他下去那里。 
278 他从未说：“等一等，我要跪下去，你们所有的人都跪下去祷告。”
他说：“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阿们！他已经求过这个了。 
279 那不是他；是他们。“是的，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是那要
临到世界的。”哦，就在这里他被验证了。事情必须发生。 
280 “拉撒路，出来”他说话了，一个死人就出来了。不是“我能吗”？
他只是说话。当信心得到满足时，事情就发生了。 
281 他说话，他说话，瞎子就看见了；瘸子就行走了；聋子就听见了；
鬼叫喊着出去了；死人复活了；各种的事。为什么？他没有深入地祷
告；他是受膏的弥赛亚。他是那位弥赛亚。他知道他是。他知道他的
位置。他知道他被差遣出去要做什么。他知道父已经向信徒验证他是
弥赛亚了；当他遇到那个有信心的信徒，他只是说出道来：鬼就四散
了。是的，先生。“说话；不要哀求，说话！”阿们！ 
282 他知道神所赐给他的权利，但我们却不知道。他知道他是什么；
而我们却不知道。 
283 摩西忘掉了。参孙明白。其他人明白。约书亚明白。摩西忘掉了。
神不得不引起他的注意。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我差遣你去
做这工作；说话，向你的目标前进。我告诉你要去到那座山面前；带
领以色列人继续前进。只要说话；我不管什么挡在你路上；把它从路
上挪开。我给你权柄做这事。我说话；你说苍蝇和跳蚤，创造物和类
似的东西。现在你向我叫喊什么呢？为什么你到我面前叫喊这些事呢？
只要说话，就会看到它挪开；就是这样。”哦，哦，我真是喜爱这点。 
284 耶稣，他所说的一切，他只是说出道来，就会成就。神完全印证
了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 
285 注意他。我喜欢这点。他多么勇敢、多么庄严地站在他的批评者
面前。阿们！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求父，看他对此怎么做”
吗？“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不是“我希望；我
要试一试，”而是“我必成就这事！”为什么？经文这么说了。 
286 同样的经文也说他要叫他的身体复活，赐给我们权柄、能力。阿
们！“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
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为什么向我哀求？说话，前进！”哦，勇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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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到他的踝子骨健壮了，他就开始行走。为什么？他从未举行整
夜的祷告会。他从未向神哀求。他确切地从耶稣基督的嘴里知道他为
这个工作而受膏了。他说话，叫他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是为着这目的
而受膏的使徒。 
269 躺在彼得影子里的人从未说：“哦，使徒彼得，过来，为我们哀
求，为我们向神做信心的祈祷。”不，不，他们从未那样说。他们知
道他受膏了，是个被印证的神的使徒。所以他们说：“只要让我们躺
在他的影子里。你用不着说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生命在
他们里面。使徒无法去到他们所有人那里，他们自己，他们是这个的
一部分。 
270 摩西说：“不只是我去；我们大家都去。”我们都有事情要做。
我们都必须受膏。 
271 他们看见那个使徒站在那里，看见他医治病人，做他所做的事，
他们知道他无法去到他们那里，所以他们从未说：“彼得，过来献上
祷告，一直等到你得着了主如此说，就来告诉我，主说了什么。”他
们说：“只要我们能躺在他的影子里，因为那在耶稣基督里的神在他
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事发生。”所以他们就摸了耶稣基督的衣裳穗
子，躺在他的影子里，耶稣在这个人里面。如果那个影子能投在他们
身上，他们就会得医治。 
272 圣经说他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没有整夜的祷告会，说：“主啊，
我是不是要去躺在这位使徒的影子里？”哦，不，他们知道。光照到
了他们。他们的心充满了；他们的信心被释放了。阿们！他们相信了；
他们看见了。保罗的手帕也是这样的。要结束了。 
273 耶稣从未哀求，当他们把那癫狂的男孩带到他面前，男孩得了癫
痫，掉进过火里。他从未说：“父啊，我是你的儿子，现在你差遣我
来这里做某某事，我能医治这个男孩吗？”他从未那么说过。他说：
“撒但，从他里面出来。”他说话，男孩就痊愈了。 
274 当他遇到那个里面有两千个鬼的群时，不是耶稣哀求，而是魔鬼
哀求。“如果你要赶我们出去，哦，就打发我们进入那群猪里。” 
275 耶稣从未说：“父啊，我能做这事吗？”他说：“从他里面出来。”
魔鬼马上就离开了。肯定的。他知道他是弥赛亚。 
276 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他已经死了四天。他们说：“主啊，你若早
在这里，他必不会死。” 
277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不是哪里，什么时候，或
怎么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阿们！他知道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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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摩西生来就是个先知，但他是在法老宫殿里的一所知识学校被养
大的。法老塞地把他养大，是个仍然尊重并相信约瑟是主的先知的人。
但塞地之后来了兰塞，兰塞对约瑟毫不在乎。所以，当兴起了一位不
认识约瑟的法老时，患难就开始了。 
41 但这些伟大的品质，在我们讲到主题的主要部分之前，我们来讲
一下它们。我定主题，然后在其上建造的方式比较特别。当今早我们
建造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 
42 摩西生下来就拥有这个信心的伟大恩赐，后来他在燃烧的荆棘旁
被恩膏，受差遣去拯救神的百姓。看看这人拥有何等伟大的品质。他
是为了某件事情而生的。神在这里面有一个目的。 
43 神让你来到这里也有一个目的。瞧？要是你能去到那个位置，你
也能为神为自己免除很多的麻烦。 
44 摩西生下来，他是……后来他被带到了可以让他受膏的地方。注
意种子躺在那里，有知识的理解，有他生来要拯救这群百姓的一切信
心，但这个却从未得到过生命，直到从燃烧的荆棘来的那道光闪过了
它，摩西看见了，不是他所读到的东西，而是他亲眼看见的东西，对
他说话的东西，他也回答了它。哦，这个才带来了生命。 
45 我想，任何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我认为，如果他们对神
话语的认识只是建立在知识等等的理解上，而没有遇到那能使道成为
实际的光，那他们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固、全备的根基。 
46 我认为，在实际中，没有一个教会，不管它多有知识，多么基要，
但除非超自然显明在那群人中间，并且他们看到了，否则那个教会就
不可能兴旺；必须是一些他们能与之交谈，也能回答他们，并且印证
这书写之道的东西。 
47 记住，当摩西遇到这燃烧的荆棘时，那道就得到了准确的印证。
那是道。摩西用不着担心，“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这一位到底是什
么？”因为神已经在《创世记》的经文上写了：“你的人民要寄居在
这块陌生的地上，但四百年后他们会被领回去，再回到这个地区，因
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好几百年前，神已经说了：“以色
列人要寄居在一块陌生的地上，并被虐待，要在那里呆四百年，但神
要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所以你看，这燃烧的荆棘…… 
48 摩西从知识上知道这道。生来就在他里面的种子躺在他心里。他
试图借着这个对神话语的知识经历来领他们出去，拯救他们，因为他
知道他生下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他知道经文都说他们在那里已经有
四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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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正如刚才有个人问我关于主再来和被提
的事。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完了。被提的时间近了。我们正
在仰望一个被提的信心，能把教会拉到一起，赐给它超自然的力量，
能改变我们所住的这些身体。我们看到一位神，他能叫死人从地板上
或外面的院子里复活，叫他又活过来，将他送到我们面前。当我们看
到一位神，他能除掉把一个人吃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癌症，叫他恢复
成一个强壮健康的人，那应当给人们带来被提的信心。当那道光从天
空闪烁，号角吹响时，基督的身体将很快被聚在一起，一霎时就被改
变，被提到天上。是的，必须有那样的事发生，我们的神学院决不能
带来那个，尽管他们在知识上没问题，但你必须遇到那道光。你必须
找到那东西。 
,50 摩西把他伟大的呼召奠基在道上，这很是了不起，直到有一天他
遇到了这光，道也亲自回答了他。这时他就得到了他的恩膏。那光膏
抹了他里面所拥有的，他里面的东西，他所相信的知识，以及奠基在
他信仰上的信心，相信那位将他从母亲那里分别出来的神。呐，当他
进入这光的同在中，这光就膏抹了他所相信的。何等的一个恩膏，他
被差遣了。 
51 我们知道，从知识上讲，他听过他妈妈对他说的。他知道会发生
什么，他知道他正生活在那个日子。但他发现自己是个失败者，可能
他的信心下降了一点。但当他来到荆棘面前时，神说：“我已经听见
了我百姓的哀声，我记得我对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
我下来了。”“我”，人称代词，“我下来拯救他们。” 
52 呐，请允许我在这里加上一点，如果它……如果这听起来亵渎，
愿神赦免我。“我只藉着人在地上工作。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只有当我找到一个人时，我才宣告自己，我已经选择了你，我差遣你
下去把他们领出来。”瞧？注意，“我要与你的口同在，你拿着这根
杖。” 
53 摩西说：“我能看到一个你差遣我、你恩膏我、你要做这些事的
证据吗？” 

 神说：“你手里拿着什么？” 

 他说：“一根杖。” 

 神说：“把它丢下去。”杖便变成了蛇；摩西就跑开了。 
54 神说：“把它拿起来。”它又变成了杖。神说：“把手放在怀里，”
及至拿出来，却变成了大麻风；放回去，就得医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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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对手。”他的哥哥们说：“哦，你这个顽皮的家伙，跑到这里
来做像这样的一件事，回家去。” 
262 那并没有妨碍他。为什么？他知道他受膏了。“神救我脱离那狮
子，神救我脱离那熊的爪，他更能救我脱离那非利士人。我来了。我
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名迎战你。”阿们！没有深入地祷告；他已经
被代祷了；神在创世之前就为他祷告过了。他受膏来做这工作。他必
须说话，前进。对此要做的就是这个。只要说话，前进。哦，对此就
是这些。哦，他没有…… 
263 关于他的宗派哥哥，那些嘲笑者也站在那里，你知道。哦，是的。
他们站在那里说，嘲笑，取笑，你知道，他的哥哥们说：“噢，你真
是顽皮。”他们一点也没有动摇他。“你想要跟其他人不同；你只是
想要炫耀。”如果那是炫耀的话，就那样吧。但他们只看知识的一面。 
264 大卫知道膏油在他头上。阿们！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说：“那
个非利士人将像熊和狮子一样，所以我来了。”事情发生之前他就预
言了。他做了什么？他杀死了熊；他杀死了狮子。他把狮子打倒，用
什么？用甩石器，拿一把刀，然后熊或狮子，他用刀杀了狮子。他对
歌利亚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用一块石子把歌利亚打倒，拔出他的
剑，就在那里砍下了他的头，当着……事情发生前他预言了什么？“你
也要像它们一样。”为什么？他说出了道，事情将会这样，然后上前
使它成就。阿们！哦，弟兄。那天他说话，就控制了局势。 
265 如果曾经有一个时候人们应该说话，就是现在了。过几分钟就结
束，请你们再忍几分钟。我还有一些东西记在这里，是一些我想要讲
到的经文。 
266 彼得从未哀求，当他发现一个有足够信心能得着医治的人，躺在
美门口，他从未跪下去，做整夜的祷告，或整天的祷告，或很长的祷
告，说：“主啊，我现在祈求你，愿你帮助这个可怜的瘸子。我看见
他有信心。我知道他是个信徒，我问过了他，他……他说他有信心；
他相信我所告诉他的。我把你行的事告诉了他，主啊，现在我想，你……
你能因他给我一句主如此说吗？” 
267 不，他知道他是个受膏的使徒。他知道耶稣基督差遣了他：“医
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的洁净；赶鬼；你们白白地得来，也
要白白地舍去。”他说：“彼得，去那样做。”彼得用不着深入地祷
告；他被任命了。 
268 他说了什么？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说
话，那人就躺在那里。他拉着那人的手，说：“站起来。”他扶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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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约书亚知道他正在夺取那地。他被印证了。神的道应许了这点，
圣灵在那里印证。 
254 他在路上，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他的路。没有，先生。他正
在尽神所给他的职责，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在他的路上，所以他卸下城
门，扛在肩膀上（大约四、五吨重），走上山顶，坐在它们上面：没
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他的路。他有一个从神而来受膏的恩赐。他用不着
哀求：“主啊，现在我该怎么办？”他已经受膏要做这事。那是主如
此说，“除掉他们。”哈利路亚！“除掉他们。我正是为了那个目的
将你兴起来。”阿们！ 
255 “主啊，我该怎么办？哦，我到了红海边上了，现在该怎么办？” 
256 “我不是告诉你我在这里给你一座山作为迹象吗？你要回到那座
山，你要带这些百姓去到那块地上。我不是为了那个目的呼召了你吗？
你为何担心那些挡在路上的东西呢？说话，开始前进！”阿们！阿们！
“是的，我呼召你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257 大卫，他知道他受膏了，被印证了是一个神射手。他知道，他们
知道他是个神射手。大卫是受膏的；他知道。当他站在歌利亚面前，
他从未哀求：“哦，神啊，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你
过去的时候做了什么；你让我杀了熊，你让我杀了狮子，但这里的这
个歌利亚怎么办呢？”他从未那样做，他只是说话。他说了什么？“你
也要像它们一样。”他说话，并前进。 
258 他从未做什么祷告。他从未献上任何东西。他知道他受膏了。阿
们！他受膏了，那个甩石器证明了一件正确的事。他对他的膏抹有信
心。他有信心相信神能指示那块石子直接打中那个头盔的正中，那是
唯一能击中的地方。他就站在那里。 
259 他知道他是个神射手。阿们！他知道神使他成为那样。阿们！他
知道他杀死过狮子。他知道他杀死过熊，但那是他地上父亲的财产；
而这是他天上父亲的财产。阿们！他没有跪下去，“瞧，主啊，我该
怎么办？”他说话，说：“你将像狮子和熊一样，我来了。”荣耀归
于神。是的，先生。他说话，并上前迎战这位歌利亚，哦！ 
260 不管他多大的个头。你知道，大卫是个面色红光的人。他个子不
很大，看起来不很英俊，是个瘦弱的小家伙。圣经说他面色红光。呐，
不在乎他的个子和所谓的能力如何。 
261 你知道，主教告诉他，说：“瞧这里，孩子，那人是个神学家。
瞧？他是个战士。他生来就是个战士，他从年轻起就是个战士；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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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圣经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摩西没有疑问了。你们注意过他再也
没有跑进旷野里去吗？他知道他被恩膏了。他知道他心里的这一切，
这些伟大美好的品质；它们被恩膏了。他准备好了。他准备去了；所
以他就下埃及去了。 
56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解决了。如果“我必与你同在，”
对于他心里的这个伟大呼召，摩西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神说：“我
必与你同在。” 
57 神也印证了摩西所宣称的。摩西宣称：“我遇到主了。”他说：
“告诉你们那位‘我是’差遣了我。”瞧？ 
58 他们说：“这是一个人，又是一个犹太人，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想
借着各种计谋，要把我们带离捆绑的狂热份子。”你知道，那些奴隶
或因为某事而被捆绑的人是怎么做的，你知道，总会耍一些花招，去
做这样的事。 
59 所以摩西，神应许摩西，“我必与你同在，我必在你里面。我的
话就是你的话。你说出我的话，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60 当摩西下去，给他们看这个呼召，站在法老面前，告诉他希伯来
的神耶和华说：“把百姓带出去。”法老不让他们去。所以他在长老
和法老面前行了一个神迹，神所行的神迹。他说：“明天大约这个时
候太阳要下去。将有黑暗笼罩埃及。”事情准确地成就了。他说：“将
有苍蝇出现在地上。”摩西伸出杖，呼求让苍蝇出来，苍蝇就来了。
他说预言，他所预言的一切都准确地发生了。那是神。瞧？ 
61 神从他出生就呼召了他，把那个伟大信心的品质放在他里面，以
神的同在降下来，恩膏了在他里面的那些伟大的品质，差遣他带着神
的道下去；他所宣称的完全被印证了。不管有多少骗子兴起，有多少
别的事发生；神说话了。摩西被验证了。摩西。摩西说什么，神都尊
重。我要你们永远不要忘了那道。摩西说什么，神都尊重，因为神的
道在摩西里面。“我必与你的口同在。它必说正确的事。”神说什么，
神说什么，他都藉着摩西说出来，这确认和印证了摩西所宣称的。 
62 他妈妈告诉了他那神秘的出生，说时间到了，要有一个拯救的时
刻了。利未的子女暗兰和约基别开始向神祈求差派一位拯救者。需
要……当你看到应许的时候临近，这会使人们祷告、饥渴。毫无疑问，
约基别告诉了他许多次（他妈妈，也是他的老师，我们都知道这故事），
告诉他自己是怎么祷告的。“摩西，孩子，当你生下来时，你是个预
定的孩子，你不一样。在你出生时就有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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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不久前我针对孩子们对这点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描述，说暗兰在房
间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位拔出了剑的天使，指向北方，说：“你要
生一个孩子，他要把百姓带到北方的应许之地。”给小家伙们一出戏
剧，为了让他们能明白。他们的智力还没有长到你们大人的地步，当
圣灵把事情启示给你们时，就能明白。 
64 呐，尽管他妈妈告诉了他这些事，他知道了这些，然而他需要另
一个触摸。教导是好的，但他需要一个个人的接触。 
65 那就是今天世人所需要的。那就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那就是每
个神儿女所需要的。为了那样，你必须有一个个人的接触，某样东西。
不管……你知道这道是真的；你知道它是对的。但当接触了之后，你
看到事情成了，你就知道你走在正确的路上了。瞧？注意，这个总是
会合乎经文，会与经文保持一致，因为这个才有用。 
66 暗兰的祷告完全与经文一致。他们的祷告与应许之道一致。神应
许了那个时候要做这事。他们为此祷告，于是一个预定的孩子就出生
了。他们…… 
67 注意。哦，我多么爱这点！瞧？在法老处死所有的小孩子，把他
们交给卫兵的刀剑时，他们刺死了这些小孩子，把他们的小身体拿去
喂鳄鱼，以至鳄鱼可能因着吃希伯来小孩的身体都变肥了。但圣经说：
“这对父母不怕法老杀死小孩的命令。”他们不怕，他们不害怕，因
为他们一开始就看见了在这个婴儿里面的东西。他们看见了，这就是
祷告的答案。 
68 摩西有这一切作为背景，摩西知道他被差遣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
以色列人。 
69 瞧，所有的背景都累积在了一起。当你得到了什么东西，并能从
圣经中找到说法，“这事要发生。”它就发生了。“这事要在那个时
候发生，”它就发生了。“这事要在某个时候发生，”它就发生了，
一切都会聚集到一起，并为我们绘出一幅画。 
70 哦，今早这个聚会，我们这个时刻的人，内维尔弟兄，当我们看
到自己的头发花白了，背也驼了，当我们看到世界像现在这样摇晃翻
腾，我们可以四处观看，看到应许正在临近。我想，很多时候，要是
人们能进到这个里面一次，并不能明白……哦，我是说，并且能明白，
哪怕进去一次，这种被提的事情就几乎能把你送到永恒里去了。从不
知道……哦，冲破我们所看见、所知道、所明白的事情，都进去一次。
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可能都会举手，说：“主耶稣，我们走吧。”
你瞧？哦，时候多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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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他从未向神哀求。他使用他受膏的恩赐。他知道他被差遣要做这
工作。他知道他为此出生。他知道他被一个恩赐膏抹，他打倒了一千
个非利士人。他没有向神哀求。神命定了他，用他所行过的其它事来
印证是他，他被印证是神受膏的仆人，要毁灭非利士人，他做到了。
不管环境怎么样，他做到了。他从未求过任何东西。那是他的工作。
神通过他做事。他捡起那块驴骨头，就去击打非利士人。 
246 呐，那东西一挨到其中一个一英寸半那么厚的头盔，就会让那根
骨头碎成一百万片，而他却打倒了一千个非利士人，杀了他们，却仍
然手里拿着它站着。 
247 没有问任何问题。他没有哀求；他说话。他击溃了他们。哦。“攻
打非利士人。主啊，我能攻打非利士人吗？主啊，我知道你差遣我来
做这事。主啊，是的，我知道你差遣我去毁灭非利士人的国家。现在
他们一千个人围着我。我没有任何东西。主啊，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哦。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他。他受膏去做这工作。没有任何东西能伤
害他。没有，没有一样东西。哈利路亚！他只拿起他所有的，攻击他
们。是的。 
248 当敌人围住他，说：“现在我们把他包围在城墙里了；我们抓住
他了。我们用这女人把他关在里面了。现在把这扇结实的门关上，他
出不去了。我们抓住他了。” 
249 参孙没有哀求：“哦，主啊，他们用这宗派把我围在里面了。我
该怎么办？我跟他们联合了。我该怎么办？”他从未那样求过。 
250 他只是走出去，卸下城门，扛在肩膀上，就扛着它走了。阿们！
他受膏去做这工作。他被神呼召：没有被围住。绝对没有。他扛着门
走了。他没有为此祈求。他没有问神是不是要这样做。这是履行职责。
阿们！阿们！阿们！在尽职。“为什么向我哀求？说话，前进！”阿
们！“不要哀求，说话！”他现在停止了哀嚎哭泣：该是说话的年龄
了。是的。他知道他受膏的恩赐的能力，可以毁灭任何站在他面前的
非利士人。阿们！ 
251 但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你瞧？我们仍是小婴孩，嘴里叼着奶瓶。 
252 参孙知道。他知道神为这个目的兴起他，他平生的日子，必没有
任何东西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任何东西能毁灭他。他为了那个
目的被兴起，就像摩西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没有一个亚玛
力人或其他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他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参孙知
道他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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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你们中间，做了一切所能做的事来证明我与你同在吗？杂志不是
在几个星期前刊登了文章，事前三个月你在这讲台上说要发生什么事，
它就发生了，印证了；甚至科学家都知道这个。我所做的一切，你仍
然在等候。对百姓说话，向着你的目标前进。”阿们！ 
240 拿单不是告诉大卫吗？先知拿单有一次去见受膏的王大卫，他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告诉大卫：“你可以
照你的心意而行；神与你同在。” 
241 约书亚受膏要为神和百姓把土地夺取过来。白天短，他需要更多
的时间来做他受膏和被差遣去做的工作。约书亚，一个人，他受膏了。
神告诉他：“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阿们！“那
片地，我要赐给他们。我要你上去那里，清除亚玛力人和赫人，所有
的人，非利士人、比利洗人，所有不同的人；把他们清除出去。我与
你同在。我要……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没
有人能搅扰你。上去那里。” 

 约书亚拔出那把剑，说：“跟我来。” 
242 他去到那里，在那里战斗。那是什么？他击溃了敌人。敌人这里
一小群，那里一小群。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聚集起来，驻扎在
一起，组成大军来对抗他。太阳正在下落，他需要更多光线。太阳正
在下落，他没有跪下去，说：“主神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他说话。他有一个需要。他说：“日头，停住！”他没有哀求任何东
西；他命令：“日头，停住；我有这个需要。我是主的仆人，为这工
作而受膏，我有一个需要。停住，不要发光；月亮，悬在你所在的地
方。”直到他打完了仗，杀败了所有的敌人。日头听从了他。 
243 没有哀求，他对日头说话，说：“你停住。日头，挂在那里，月
亮，呆在你所在的地方。”他没有哀求：“主啊，我现在该怎么办？
赐给我更多的阳光。”他需要阳光，所以他命令它，日头就听从了他。
哦，他命令日头停住。 
244 参孙受膏了，被兴起来，为神所命定，被赐予了一个能力的恩赐，
被命定去毁灭非利士国，被命定，生在地上，为神所膏要毁灭非利士
人。一天他们在野外发现了他，他没有剑，没有枪，一千个穿着盔甲
的非利士人同时向他扑过来。他有没有跪下去，说：“哦，主啊，我
在等候一个异象？哦，主啊，我该怎么办？现在指示我该怎么办。”
他知道他有一个需要。他只找到了一块老驴腮骨，用它打倒了一千个
非利士人。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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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摩西知道他生下来就是为着那个目的，从窗户往外看，注视着那
些劳苦的希伯来人，回头看到经文里说：“他们要寄居四百年，但我
要用大能的手将他们领出来。”当他带着一个使命回来，被恩膏，知
道他生下来，他的信心，他因信看到那些人，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
因为道如此说。他们不属于世界，不像其他的人。他们不一样。对埃
及的迷人魅力来说他们都是怪人和狂热者，他将要成为法老的儿子，
接管王国，但他，在他内心里有一样东西，一个真正的信心，不看他
即将承受的那些有魅力的东西。他看的是神的应许，他知道时候近了。
那人想到了什么呢？ 
72 有一天当我在彼岸遇见他的时候，我想跟他详谈一下。你说：“那
是疯了，弟兄。”不，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会见到他的。是的，
先生。有一天我要与他交谈，跟摩西本人。我多想问问他，当他看到
那些预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73 他面对的慌乱，魔鬼说：“噢，人们不会相信你的。噢，没有那
回事。” 
74 但那粒种子得到了生命，有东西临到了他，他知道有件事要发生。
他知道，他看着时钟，看到是什么时候了。他知道。当他看的时候，
他一定在思想。当他把这一切都联系起来，还有他所看到的一切大事：
圣经的时候，他爸爸妈妈的祷告，他奇特的出生，一个古怪的孩子。
一直以来，在他的深处都有某些东西。 
75 现在他悄悄出去，以为他可以用他从学校里接受的军事训练来拯
救百姓，却失败了。 
76 后来他进了旷野，娶了一个可爱的埃塞俄比亚姑娘，他们有了一
个叫革舜的儿子。 
77 一天，照看羊群的时候，突然他看见了山顶上的荆棘在燃烧。他
上到那里，不是一种知识，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错觉，不是一个
幻觉；在他看来，那是亚伯拉罕的神在光中，是火柱在荆棘中，那火
好像波浪起伏，却没有影响荆棘。圣经的声音，神的声音从那里说话，
“我已经选择了你，你就是这个人。我兴起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
在这里用神迹向你证明；你要下去拯救百姓，因为我的话必须要成就。” 
78 哦，神给这个时代的话也必须要成就。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刻。
不管别人说什么，神的话必须成就。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 
79 当摩西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他从各方面都看到了，这就膏抹了
他的信心。阿们！哦，何等的一个思想！这个本身……摩西看到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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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是什么，还有神说的话，这事的证据，膏抹了他里面的信心去
行动。 
80 那应当对我们成就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悔改。我们需要一个复
兴。我是说我自己。我需要一个震动。我需要一样东西。我说我今早
是在对自己讲，讲我自己。我需要一个醒悟。 
81 当我想到那个伟大的证据，一切都那么完美地摆在那里。这膏抹
了摩西的信心，他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 
82 他从埃及逃跑了，其实他本可以开始兵变什么的，他本可以起来，
在埃及开始一场革命，本可以兴起一支军队来打仗，但你看，有千千
万万的人支持他。但相反的是，虽然有军队支持他，他却害怕那么做。 
83 但四十年后他回来了，八十岁了，手里却只有一根杖。为什么？
在他内心燃烧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他被膏抹了，他知道他有主如此说。
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了。他不需要军队；神与他同在；他需要
的就是这个：神与他同在。 
84 哦，当你知道神已经差遣你去做一件事，然后当你看到事情开始
成就，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它。就是这样。 
85 我记得许多时候当主告诉我某些事要发生，后来我上去，看见它
就摆在那里，哦，何等的感受！形势已经在掌控之中了。就是这样。
瞧？因为神那么说了。 
86 我记得，你们许多人记得一个小男孩在芬兰从死里复活了，他是
被一辆汽车撞死的。我站在路旁，开始从那个孩子身边走开，转过身，
回头看，因为有什么按手在我肩膀上，我以为是摩尔弟兄；没有人在
我身旁。我回头看，接着我抬头看见山，我说：“哦，我在某处见过
这座山，但我们没有走过这边。我们是从另一边走的。那座山在哪里
呢？” 
87 我又看了看，看见那辆车在那里撞坏了，看见那个小男孩躺在那
里，留着我们通常说的那种瓦罐头，眼睛翻到了后面，就像魏弟兄那
天倒下来时的样子；小脚穿透了袜子，四肢都断了；血从眼睛、鼻子、
耳朵里流出来；看到他的短裤，扣子一直系到腰上，他的长统袜，就
像我们许多年前所穿的长统袜。 
88 我四处观看，那绝对就是圣灵两年前所告诉我的，当时你们大家，
全国各地的人都把这个记在了你们的圣经上，说这件事要发生。哦，
情势都在掌控中了。不管他是怎么死的，不管别人说什么，一切都结
束了。他必须要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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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一个需要。你向我哀求什么呢？你为什么看我呢？你求告我什
么呢？我岂没有向百姓，向你证明这事吗？我岂没有呼召……这岂不
符合经文吗？我岂没有应许要领这些百姓去那片土地吗？我岂没有呼
召你，告诉你我要做这事吗？我岂没有呼叫，说我差遣你做这事，那
不是你，而是我吗？我下去，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不管你说什么，我
必印证它，证明它。我岂没有做这事吗？” 
231 “那为什么一些小事一出现，就像个婴孩呢？你应当做个男人。
对百姓说话。”阿们！“然后向前进！”阿们！就是这样。“不要哀
求，说话！”阿们！哦，我喜欢这个。“你向我哀求什么呢？只要对
百姓说话，向你的目标前进！不管是什么，如果是疾病，不管什么，
不管是叫死人复活，不管是什么，说话！我证明了这事。对百姓说话。” 
232 何等的功课！何等的功课！哦。我们现在也正处在旅途的这个阶
段，看看现在我们在哪里，是的，先生，在第三次拉动上。注意，我
们正站在主再来的门口了。 
233 摩西已经被膏抹去做这工作，却仍然在等候主如此说。神必定是
受够了。他说：“不要再哀求了；说话！我差遣你了。” 
234 哦，神啊！今早这个教会本该成为何等的一个教会啊！拥有神完
美的印证，有火柱、神迹、奇事，一切都跟所多玛的日子一样。他说
这事必重演。 
235 现在世界处在这个情形中；国家处在这个情形中。女人处在这个
情形中。男人处在这个情形中。教会处在这个情形中。一切东西。大
自然，迹象，空中的飞碟等等，各种各样神秘的东西，海啸，潮汐，
人的心失落，惧怕，困惑，邦国之间有困苦，教会离道反教。 
236 大罪人起来，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坐在神的殿自称是神。
哦。这已经临到了这个国家。教会组织了起来，所有的教会都聚集起
来，成了妓女和淫妇，一切都像卖淫一样。 
237 卖淫，那是什么呢？告诉女人她们可以剪头发，告诉女人她们可
以穿短裤，告诉男人他们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告诉传道人说：
“做这事，”社会福音等等。难道你看不到那是在神的道上犯奸淫吗？ 
238 神已经把他跨越宗派的真道差遣给了我们，没有附带条件，赐给
我们火柱，与我们同在三十年的圣灵，他预言和说的一切都准确地照
着他所说的成就了。 
239 对百姓说话，让我们前进！阿们！我们有一个目标，那是荣耀。
让我们向它进发。我们正朝应许之地迈进。“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对百姓说话。我岂没有证明吗？我岂没有把我的照片和别的一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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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神想让摩西对神放在他里面，而且已经清楚印证了的恩赐有信心。
神已经借着道和说出并且成就了的事，清楚地向摩西和百姓证明了这
是神。这已经清楚地被验证了。摩西不需要对此再有什么担心了。瞧？
他不需要对此再想什么了，因为这已经很清楚明了了，神已经做了这
些事。神已经藉着苍蝇和跳蚤证明了摩西说话就会有东西创造出来，
神的道在他里面。 
222 所以当环境摆在他面前时，他又问该怎么办了。瞧？哦。 
223 我希望这点能去到我们深处，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哪里了。瞧？
这难道不让你觉得很渺小吗？［原注：会众说：“阿们！”］想想摩西，说他
的缺点，再看看我们的。是的。瞧？ 
224 他站在那里，瞧？知道经文说那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刻和日子，知
道神在火柱中遇见了他。他走到百姓面前，行了这些神迹，他所说的
一切事，都成就了，甚至创造了东西出来，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表
明他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225 现在环境临到了这群他要照顾并要带领进入应许之地的百姓，这
时他却站着哀求：“我该怎么办？”这就是人，只想要…… 
226 正如罗伊·施洛特弟兄（我相信他就坐在门外。）一次告诉我的，
有人对我做了一件事，我说：“哦，我做了这事，就是这个。” 
227 他说：“伯兰罕弟兄，今天你让他们靠在你肩膀上，明天你就得
背着他们。”人就是那样。今天靠在你肩膀上，明天你就得背着他们。 
228 那就是摩西做的。神已经命定他，证明了要做这事后，神还得一
路背着他。人们本该说：“摩西，说出神的道。我看见你在那里这样
做了。神在那里尊重了你。你今天还是同一个人。”阿们！瞧？“去
做吧。”阿们！他本该知道这个；但他没有。好的。就像那个时候一
样，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发现……所以他说…… 
229 神必定是受够了。神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你向我哀求什么？
我不是已经证明了我的身份吗？我不是告诉了你，我差遣你做这工作
吗？我不是告诉你去做这事吗？我不是应许我要做这事，我必与你的
口同在，我要藉着你说话，我要做这事，你要显神迹奇事吗？我不是
应许要做这事吗？我不是都做了吗，毁灭了你周围的一切仇敌吗？现
在你正在履行职责，站在红海边，我告诉了你要做什么，之后还是向
我叫喊哀求。你不相信我吗？你看不见我差遣你去做这事吗？”哦，
人不就是这样吗？所以，神肯定是对这个受够了。 
230 他说：“你知道你需要它。你知道如果你要把这些子民带去应许
之地，绝对是的。你们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你再也不能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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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我说：“如果这个孩子不能从死里复活，那我就是一个假先知；
我就不配作神的代表；因为两年前在我的国家，神告诉了我这件事要
发生。这些传道人和所有的人，它就记在我们圣经的扉页上，绝对是
的。从扉页上读一下，这事要怎么发生在一个岩石重叠的地区，等等，
被撞死在路的右边。”我说：“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
情势已经在掌控中了。” 
90 在我心里的信心被膏抹了。哦，巴不得我能解释那个，我对那位
告诉我，而且从未落空过的神的信心告诉我：“现在情势已经在掌控
中了。这正是我两年前指示你的事，他现在就躺在那里，完全合拍。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说出神的道。”小男孩就从死里复活了。瞧？ 
91 我刚想到一件事，我看到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正坐在那里，还有
班克斯·伍德他们。那天在阿拉斯加公路上……我怎么站在教会里，
告诉你们大家会有一只样子像鹿、角四十二英寸长的动物和一头毛尖
银灰色的熊。我以前从未到过那里，我要怎么打到这熊，它是什么样
的，多少人会与我在一起，他们怎么穿着。事情发生前好几个星期，
你们每个人都晓得这事。 
92 当我上到那里，还不知道，那只动物就躺在那里。我去……那是
不可能的，任何猎人或在听录音带的人都知道，你不可能走到一只动
物面前而它却不跳起来跑掉。但这只却没有跑。 
93 现在它就挂在我的工作室里。那里挂着那只毛尖银灰色的熊，一
把尺摆在那里，尺上刻度表明它准确的长度。动物身上新鲜的角干了
后，至少相差两英寸或更多，但这个却从未收缩。它仍然刚刚好是四
十二英寸。瞧？毛尖银灰色的熊就摆在那里；它刚好有七英尺长，一
切都跟原来一样，现在就摆在那里。 
94 但这人对我说：“瞧，伯兰罕弟兄，我们打到了你所讲的这只动
物，但你告诉我在你到达山脚下，回到那些小伙子（其中一个穿着绿
格子衬衫）所在的地方之前，要打到一只毛尖银灰色的熊。” 
95 我说：“那是主如此说。神这么说了。” 
96 “但是伯兰罕弟兄，”他说：“我能看见几英里内的一切，什么
也没有。它会从哪里出来呢？” 
97 我说：“那不是我该去怀疑的。神那么说了，他是耶和华以勒。
他能把一头熊带到那里。他能把一头熊放在那里。”他做到了，熊在
那里。那种境况都在掌管之中。 
98 摩西看到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被养大的，他面对面遇见了这位伟
大的神，神做了呼召，膏抹了他，并验证了他，说：“这是你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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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我差遣你。我要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我就在这燃烧的荆棘中。
下去那里。我必与你同在。”他根本不需要杖。他拥有道，被印证了
的道。他去了。这膏抹了摩西里面的信心。 
99 这膏抹了我们，我们看到我们正生活在末日，发现我们所看到的
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神迹，是经上说要在末日发生的事：从天上一路到
政治势力，人们的本性，世界和女人中间的道德败坏，她们在末日要
怎么行事，男人会怎么行事，教会将怎么行事，列国会怎么行事，神
要怎么行事。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应验在我们身上。 
100 哦，这膏抹了我们的信心，把我们迁到了这个大圈之中。瞧？它
把我们与世界上的其它事分开了。不管我们多么渺小，我们人数多么
少，我们怎么被人嘲笑，取笑，都没有一点关系。就是这样。我们看
到了。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被预定要看到这个时刻；没有任何
东西能阻止我们看到它。阿们！肯定的，神说出来了。它已经发生了。
我们看到了。哦，我们为此多么感谢神！哦，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
在这里时，这提升了我们的信心。 
101 我们在这里又读到了：“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
宝贵。”他看重为基督受的凌辱。 
102 记住：为基督受的凌辱。瞧？事奉基督会有凌辱。如果你非常受
世界欢迎，那你就不能事奉，就不是在事奉基督。不。你不能，因为
事奉基督总是伴随着凌辱。世界总是会凌辱你。 
1-3 远在几千年前，就有凌辱伴随着。摩西要当法老了，他是下一任
的法老，法老的儿子，他要成为众人爱戴的下一任法老，然而他看待
（“看为”的意思是“看待”）……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能
给他的财物更宝贵。埃及在他手中。然而他知道要选择基督的道路就
会有凌辱。但他非常高兴地知道，他里面有东西使他看为基督受的凌
辱……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他所承受的一切荣华更宝贵。他里面有一个
基业，比外面的产业所能给他的东西宝贵得多。 
104 哦，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像那样，让圣灵膏抹我们里面所拥有的，
那个信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奉献给基督。 
105 呐，拥有像他所拥有的这种信心，他注意了，他把那个凌辱看作
荣耀。 
106 今天，有人说：“喂，你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吗？那些人？” 

 “哦，啊哈……”你还是有点以它为耻。 
107 但摩西看它比整个世界的财物更宝贵，因为在他里面有东西，让
他能大声地说：“是的，我看重这个。这是最尊贵的。我很高兴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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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是证据。他所说的一切。他作为先知来到他们中间。不管他说什
么，神都尊重，甚至创造，把苍蝇带了出来，使东西出现。神应许摩
西的一切，他都做了。 
210 但摩西想要等候主如此说。瞧？他该知道神印证对他的呼召，这
就是主如此说了。命定他去做这工作就是主如此说了。你明白吗？［原

注：会众说：“阿们！”］为什么他要等候主如此说呢？ 
211 他想：“主啊，我该怎么办？我已经把这些以色列人带这么远了。
环境来了：法老来了；他们都要死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哼！哼！ 
212 他已经预言了他们该怎么办。他已经准确地说出了要做什么。他
预言了将他养大的那个国家的结局。我希望你们明白。［原注：会众说：

“阿们！”］瞧？摩西已经说了：“你们必不再看见他们了。神要毁灭他
们。他们取笑我们已经够久了。神要毁灭他们。”他已经预言会有什
么事发生在埃及人身上。 
213 然后他说：“主啊，我该怎么办？”看到人的本性了吗？瞧？“我
该怎么办？我要等候主如此说。”是的，先生。“我要看看主怎么说，
然后再做。”哼！ 
214 记住，那时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你知道，就在那个时
候。瞧？摩西站起来，预言了这个国家的结局。 
215 但当到了事情就要发生的节骨眼上，他却哀求：“主啊，我该怎
么办？我该怎么办？”瞧？人不就是这样吗？人的本性不就是这样吗？
“我该怎么办？”哼！ 
216 他已经预言了。神尊重他一切所说的，他就是为这工作被召的，
为什么他还说：“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需要，他只要把它说出来
就行了。神想要摩西运行神所赐给他的那个信心的恩赐。神已经印证
了它。那是真理，神想要摩西，想要百姓看到他与摩西同在。 
217 他，他在那里等候，说：“主啊，我只是一个婴孩，现在你来告
诉我。是的，我要去做这事。我有主如此说。” 

 “弟兄，那是主如此说吗？” 
218 “是的，是的，摩西弟兄，那是主如此说。” 
219 “是的，好的。我们现在得到了主如此说，”它发生了，从未有
一次失败过，从未失败过。 
220 现在环境来了，又出现了。现在他们已经上路了。教会已经被召
出来了。他们上路了，他们在前进。摩西开始哀求：“主啊，这是主
如此说吗？我该怎么办？”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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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神说：“哦，去做这事。”好的，只管往前，“摩西，你知道我
已经呼召你做这事了。” 

 “是的，主啊。” 
199 “好的，你去说这话，它就必成就。”苍蝇出现了。“说这话。”
又出现了。“做这事。”又出现了。一切都是主如此说，主如此说，
主如此说。现在他陷入了麻烦。 
200 神说：“我已经让他们启程了，他们都已经被召出来了。教会在
一起了，我已经让他们启程了。摩西，带他们过去。我告诉你了。瞧，
我要去坐下来，休息一下。” 
201 摩西说：“哦，主啊，看谁来了。法老来了。百姓都……我该怎
么办？我该怎么办？”看到吗，那不就是人吗？是的，先生。开始哀
求：“我该怎么办呢？” 
202 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完全显露出了人的本性，老是想让神在后面
把你推进某件事中。那就是今天的我们。你想要神，当我们看见了我
们所看见的一切，然而你还要神推着你去做事。瞧？ 
203 摩西很轻松，只要说：“神啊，我想问你，看看你怎么说。是的，
是的，你说了。哦，好的。我也这么说。”瞧？ 
204 但神已经命定他去做这工作，证明他与摩西同在；现在环境来了，
他又开始哀求：“我该怎么办？主啊，我该怎么办？” 
205 你记住，他已经在这里预言过了，因为他说：“你们今天所看见
的这些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然后马上又开始说：“神啊，
我们能做什么呢？”瞧，他已经藉着说预言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你
瞧，他已经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神的道在他里面，那道就是
在他里面。当他说出那话，就必成就；他所说的已经要成就了，而这
里他却在哀求：“我该怎么办？” 
206 哦，那不就是人吗？那不就是我吗？那不就是我吗？瞧？ 
207 神已经证明了，“你所说的都要发生。我与你同在。” 
208 现在环境一兴起来，就说：“我该怎么办？主啊，我该怎么办？
喂，主啊，你在哪里呢？喂，你听见我了吗？我该怎么办？”神已经
命定了他，印证了他，藉着他证明并行了一切的事，但在这里，还是
“神啊……”哦，完全显露了出来。人想要休息，让神来推动。 
209 然而，他知道神为这个工作膏抹了他，去做这事，神清楚地印证
了他所宣称的。当时到了人们得拯救的时候。神通过神迹奇事吸引他
们聚在一个群体中。你们听懂我了吗？［原注：会众说：“阿们！”］吸引他
们聚在一个群体中，印证了他所宣称的。圣经这么说。这里是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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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的一个。”瞧？“我很高兴把自己算为一个希伯来人，而不是埃
及人。” 
108 今天基督徒也应该说同样的话：“我很高兴把自己看作基督徒，
弃绝世界上的事和世界的体系，而不只是作为教会成员，乃是一个重
生的基督徒，照着圣经生活。虽然我被教会成员称作狂热分子，然而
我却看那个比我是城里或全国最受欢迎的人更伟大。我宁愿是那个，
也不愿作美国总统或管理全地的君王。你明白吗？我极其珍视那个，
因为神在创世以前本着他的怜悯看见了我，把一粒小种子放在那里，
使我的信心能飞越世界上的这些事，现在他呼召了我，我尊重我的位
置。” 
109 正如保罗说他敬重他的职分。哦，神从一个像迦玛列那样的教师
门下呼召出了保罗，他被呼召为基督而献身。瞧？现在也是同样的事。 
110 注意，靠着这样的信心，他从未倚靠自己的眼见，他所能看见的。
他眼睛所见的只是一群抹泥工、奴隶，坐牢的，天天被杀，被鞭打，
被取笑。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狂热的。有一个不知道或对他们的宗教漠
不关心的法老坐在宝座上。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是个异教徒，他只……
那是今天何等的一个写照！那是一个不同的宗教，这位摩西，已经在
总统或大人物法老的座位上，在法老死的时候要接续他，因为法老是
个老人。然而摩西想到了那个呼召……他往外看。法老也从同一扇窗
户看出去，因为他在法老家中。 
111 法老往外看，看见那些举手的人，埃及人拿鞭子把他们打死，因
为他们在祷告。任何时候，只要他们不听话，埃及人就用剑刺透他们，
逼着他们作工，直到他们衰老的身体倒下去，只给他们吃半饱。“哦，
那只是一群狂热分子，几乎不是人。” 
112 而摩西，那个信心在他里面，看着他们，他说：“他们是神蒙福
的百姓。”阿们！我喜欢那个。靠这样的信心，他的眼睛没有落在埃
及迷人的魅力上；而是落在神的应许上。他鹰一般信心的眼睛所看到
的，超越了埃及的魅力。记住他现在成了鹰；他是先知，他鹰的眼睛
超越了那些事。哦，我太喜欢那个了。哦。 
113 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倚靠他们的感觉，他们所能看见或所能
明白的东西，而不是他们的信心，倚靠你用眼睛所看见的和魅力。就
像你们女的，我总是对你们叫喊，说你们必须让你们的头发长长；你
们不可化妆；你们必须举止像个女士和基督徒。你们看街上，看到现
今的女人穿着不道德。你认为：“哦，她属于教会；为什么我不能那
么做呢？”“她剪头发；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剪呢？她看起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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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甜，那么有知识，我根本都没有她那种气质。哦，为什么我不能那
么做呢？我也应当那样做。”当你那样做，你的信心就瘫痪了。你没
有给你的信心一个成长的机会。正如我所说的，要从那点上开始。 
114 有人说：“伯兰罕弟兄，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你是先知。你不应
当像那样为这些事冲着女人和男人叫嚷。你应当教导他们如何说预言
和领受恩赐。” 
115 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知道，我还怎能教导他们代数呢？”瞧？ 
116 从那点开始。洁净自己，好让你走在街上的时候，样子像个基督
徒。举止要像个基督徒。你不能凭自己那么做。必须要有基督进到你
里面。如果那粒种子躺在那里，当那道光照到它，它就会活出生命来。
如果它没有活出生命来，那里就没有能活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已经在
别人身上证明过了。瞧？当光一照到它时，它马上就活出生命来了。 
117 我知道，那对正在听这录音带或将要听到它的女人来说是一个责
备。姐妹，它对你是个责备。应该是，应该是，因为它表明了。我不
在乎你做过什么。你可能一辈子都很虔诚。你可能生活在教会里。你
父亲可能是个传道人，或你丈夫可能是个传道人；但只要你不顺从神
的道，这就表明那里没有光。当你看到事情出现，圣灵的生命，当它
临到其他人的时候留心它。看看他们会做什么。如果它出现在他们身
上，难怪…… 
118 为什么一个……对法利赛人来说是一个何等的责备，他们称耶
稣……当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意念，他们叫他别西卜。 
119 而那个小妓女却说：“这个人是弥赛亚，圣经说他会做这事。”
瞧？那粒预定的种子躺在那里，当光照到它时，它就活出生命来了。
你不能压制它，你不能隐藏生命。 
120 你可以拿混凝土浇在一堆草上，在冬天杀死草。但第二年春天最
茂盛的草在哪里？就在混凝土的边缘，因为那粒受孕的种子在那块石
头下，当太阳开始照耀，你挡不住它。它会蜿蜒曲折穿过那里，在那
块混凝土的边缘出现，向神的荣耀探出头来。瞧，你不能隐藏生命。
当太阳照到植物的生命，它必须活过来。 
121 当圣灵照到一个人里面圣经话语的生命，就会在那里结出果子来
的。［原注：伯兰罕弟兄打响指头。］ 
122 所以，不管你再怎么真诚、诚实，再怎么说你没有，说她们是……
这些女人在外面穿着这些不道德的衣服等等，简直就是街上一个庸俗
的脱衣舞女，虽然你不这么认为，你怎么都不会这么认为；你可以证
明你没有犯过奸淫，但在神的圣经上，你就是在犯奸淫。耶稣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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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注意，注意这个。太美了！哦，我爱这个。你知道，最后法老说：
“出去吧。”神用摩西的声音降灾给法老。他击打一切，做了该做的
一切事。他停住了……在正午的时候他叫太阳落下，还有所有其它的
事。他使白昼变黑；他带来了青蛙、跳蚤、虱子和别的一切；把火、
烟和死亡带给法老的家和其他所有的人。他做了一切，直到最后法老
不得不说：“出去吧。带着你所有的东西去吧。”哦，赞美归给神！ 
190 我太高兴看到一个人能完全事奉神，直到魔鬼都不知道要怎么对
付他了。如此完全地顺服神，直到魔鬼说：“哦，走开，我再也不想
听了。”是的。你可以做到这个。 
191 瞧，如果神没有支持摩西，那他就会成为一个笑柄；但神在那里
确认。他所说的一切都成就了。 
192 法老必须持守他的立场，因为他是主教，你知道，他必须呆在那
里。他不能否认。他不能说不，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瞧？他不能……
他不能否认，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所以最后他说：“哦，出去吧；我
再也不想听见你了。从这里出去吧；带着你所有的东西去吧。”哦。 
193 我们发现摩西，当神已经为他做了那么多，已经显给他看了那么
多神迹奇事之后，下面的十五分钟里，让我们来详细讲讲这点。要认
真注意了。摩西到了这个地步，他在那里…… 
194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的话就是我的话。摩西，我向你证明
了。你是那个叫苍蝇出现在地上的，而当时根本不是季节。你说：‘苍
蝇出现，’苍蝇就出现了。”那是创造。除了神，谁能让黑暗笼罩全
地呢？他说：“‘要有黑暗，’就有了黑暗。你说：‘要有青蛙，’”
青蛙甚至进了法老的家里、床上，他们把青蛙堆起来，有一大堆。创
造主！“摩西，我藉着你说话，通过你的嘴唇让我的话能创造。事实
上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成为神。”是的，先生。“我已经行了这一切
事。” 
195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试验，摩西就开始哀求：“我
该怎么做呢？” 
196 我要你们注意。现在这是一个大功课。我爱这个。瞧，摩西，如
果我们在这里读，当以色列人开始害怕时，在他们尽职时，他们看见
法老在追赶他们…… 
197 神已经完美地行了一切；现在他让他们开始启程。他把教会聚集
起来。他们被召出来；他们从每个宗派中出来；他们都聚集起来了。
摩西回到那里说：“主啊，我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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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注意，当神印证了摩西的呼召后，摩西就再也不怕法老了。摩西
相信他为此被召，但当神在那里告诉他：“是这样的”之后，他就下
去，向法老和其他所有的人表明他就是那位要做这事的人，摩西再也
不怕法老了。 
180 注意，但是法老也向摩西施展他的智慧。注意。他说：“我告诉
你吧；我要跟你订一个协议。”灾祸已经吞噬了他，之后他说：“我
要跟你订一个协议。你只要出去稍微敬拜三天。只要走那么远，再不
要走远了。”但你知道，那是法老的感官那样告诉他的。瞧？“你只
要走这么远，不要再远了。” 
181 我们今天不也有这种东西吗？“你只要加入教会就行了。” 
182 但你知道，摩西拥有的信心不相信一个“只有这么远”的宗教。
他说：“我们都要去。我们要一路走到底。是的。我们要去应许之地。
我们不只是走出这里，建立一个宗派就停下；我们要走到底。”阿们！
“我要走到应许之地。神应许了我们。” 
183 我们今天有多少站在讲台上的法老——组织的头头！“如果你做
这个做那个，就是这样。哦，瞧，只要这么远。” 

 但摩西说：“哦，不。不，不，不，不。”瞧？ 
184 法老说：“哦，为什么不呢？如果你非得要那种宗教的话，我告
诉你你怎么做：只要你和长老们去敬拜就行了。瞧？只要你和长老们
去敬拜，因为你们都可以拥有那种宗教，但别把它带到百姓中。” 
185 你知道摩西说什么吗？“连一只蹄子也不留下。我们要一路走下
去。我们都要去。只要我在这儿，他们要是不去，我也不去，我在你
手里，你看着办吧。”阿们！“他们不去，我也不去。就是这样。”
哦，何等勇敢的仆人！阿们！“我要带他们跟我一道。只因为我得到
了，我就坐下来，说：‘哦，这就够了。’不，先生；我们要百姓也
得到。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阿们！他说：“我们连每一只羊什么的
都不留下。连个蹄子都不留下。我们都要去到应许之地。”阿们！ 
186 “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家庭主妇，不管你是小婢女，不管你是
老妇人或年轻人，老年人，不管你是什么，我们都要去。我们没有人
会留下。”阿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停下
来。”是的。他们的信仰真是处在了一场对决中，不是吗？哦！ 
187 不，摩西不相信那种“就这么远”的宗教。不，他不相信那个。
是的，先生。哦！ 
188 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一整天，但过一会我还得回到主题上，开始
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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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 5:28］你把
自己打扮成那种样子。瞧？除非那个生命躺在那里，否则你不可能明
白。 
123 你看到别人，你看着，说：“哦，我知道琼斯姐妹或琼斯弟兄，
他是个传道人，他的妻子做这做那。” 
124 我不在乎那人做什么；这是道。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
我的话是真实的。”这是圣经，如果那光真的照到那生命，它就必定
活过来。它必定会活过来。 
125 呐，摩西的大眼睛，他鹰一般的眼睛越过了埃及的魅力。 
126 今天，真正的基督徒信徒，不管教会说什么，不管其他任何人说
什么，当那光一照到他的生命，他们一看见神的印证，那火柱悬挂在
那里，所应许的神迹奇事，圣经摊开了，那生命就会活过来。不管它
多么微小，人数多么少，神的那群人总是少数人。瞧？“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 12:32］他们领会了。
神有义务从各个宗派、各个阶层和各个地方把他们送进去，并让他们
看到，如果他们是预定得着生命的话。 
127 看看老西面，被预定要得着生命。当弥赛亚以在母亲怀里婴儿的
形式进入圣殿时，西面正在后面某个地方的房间里读经，圣灵叫他起
来，因为他在等候。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他说：“我不会死，直到我
看见主的基督。”主的基督在圣殿里。圣灵把他从他的岗位上领出来，
走过那里，抱起那个婴孩，说：“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吧，因为我的眼
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路 2:29-30］ 
128 在角落里，有一个名叫亚拿的瞎眼老妇人，她昼夜事奉主。她也
预言说：“弥赛亚来了。我看见他来了。”然而她看不见，当基督在
那里的时候，在她里面的那个小生命预言基督将在那里；将在那里，
将在那里。那同样的生命，光，以一个被人当做私生子的婴孩的样式
进了殿，穿过殿；圣灵临到那个瞎眼的老妇人，她被圣灵引导，走上
来，去到众人面前，站在婴孩旁边，为孩子的母亲和婴孩祝福，讲说
孩子的将来会怎么样。瞧？被预定要得生命。 
129 看看他们。还不到一打的人。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得救。没几
个人，但凡预定得生命的在那个时候都进去了。看到圣灵在每个时代
作工，吸引人了吗？ 
130 我们发现摩西的信心带领他去注视将来会是什么，不是过去是什
么。看明天，而不是今天。看应许，而不是看魅力。看人，而不是看
组织。瞧？神那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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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罗得能看到埃及……哦，是看到所多玛的繁华。罗得看到他有可
能赚到很多钱。罗得能看到……当罗得看着所多玛，他能看到他有可
能成为……由于他是个希伯来人，他可能会在那里成为一个大人物，
因为他是个大知识分子，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他选择了往所多玛
去。罗得的知识带领他看到的是繁华。罗得的知识带领他看到的是迷
人的祝福。但他的信心却因此瘫痪了，以至看不到那个要毁灭那种生
命的火。 
132 人们今天也是这样。他们看到属于一个大组织的机遇。他们看到
跟城里人一同拥有社会地位的机遇，但他们看不到可能……他们看不
到他们的信心瘫痪了。让我重复一下那个，免得被人误解。今天的女
人，她们，正如我说的，她们想要，她们想要举止像电影明星。今天
的男人似乎想要举止像电视上的喜剧演员。 
133 今天的传道人似乎想要使他们的教会像某种现代的会所：会员人
数等等。他们看到成为主教、总监督或类似东西的机遇，如果他们附
和教会，离弃经文，而经文就摆在他们面前，完全被神的大能和神活
泼的道印证了，住在人里面。然而他们却不要它。他们说：“我们不
想跟类似那样的东西搀和。”那会没收他们的团契卡。那会毁掉他们
的宗派地位。然而像罗得这样诚实的人，坐在所多玛，知道那是错的。
瞧，他们那么做的时候，做了什么？他们使自己拥有的信心瘫痪了，
没有用了。 
134 摩西抛弃了那个，他让他的信心使世界瘫痪了。 
135 要么你的信心使魅力瘫痪，要么魅力使你的信心瘫痪。你要么选
择这个，要么选择那个。你看到圣经不改变；神不改变。他是不改变
的神。 
136 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仰望大的事，大组织。“我
属于某某。”瞧？人们去到那里，看起来跟街上的人没什么区别。他
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些知识，仅此而已。当你谈到神的
医治、火柱、神的光，他们说：“那是精神作用。” 
137 那天一个人拿过主的天使的那幅照片，他却嘲笑那个，还是个浸
信会的传道人。瞧？那是亵渎。瞧？对此就没有赦免了。 
138 那是耶稣所说的。当你看到圣灵在做基督所做的工作，耶稣说当
他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工作时，那就是亵渎。他是祭物，他们却称他别
西卜，魔鬼，因为他那么做。现在他们说……耶稣说：“我为此赦免
你们，但当圣灵来行同样的事，你们说一句话干犯他，就今生来世永
不得赦免。”瞧？你只要说一句干犯他的话！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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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推理，推理这个感官会看世界想要你看的：大宗派。哦，你是基
督徒吗？“哦，我是……我是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路德派的、五
旬节派的或别的。我是这个、那个或别的。”瞧，那是……那是理性。
“我属于第一教会，”瞧？“哦，我是天主教徒。”“我是……我是
这个、那个。”瞧？你那样说。呐，那是理性。你喜欢那样说，因为
它是个宗派，大的东西。“哦，我们几乎比世上任何教会都拥有更多
的会员。瞧？我们……” 
172 但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你不是加入它，你是生在它里面。瞧？
如果你生在它里面，永生的神就通过你来运行，显明自己。瞧？那就
是神居住的地方：在他的教会里。神天天去教会，就住在教会里；他
住在你里面。你是他的教会。你是他的教会。你是神居住的帐棚。你
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如果永生的神住在他活的人里面，你的行为就是
属神的。如果不是，那神就不在那里。他不会使你像那样举止，他在
道——他的蓝图中说：“不可这样做，”而你却去做。瞧，那是错的。
当你否认它时，那就表明生命甚至都不在你里面。瞧？是的。 
173 信心带领摩西去到顺服的道路上。注意，摩西让……这是年轻的
法老；那是年轻的摩西：他们两个都有机会。摩西看为百姓所受的凌
辱，比埃及所有的财物更宝贵。信心带领他，他跟随着他对神话语的
信心，这个带领他去到顺服的道上，最后去到荣耀、不朽中，在神的
面前，他永远不死。眼见、感官和荣华带领法老去到了死亡和他的国
家埃及的毁灭中，以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174 就是这样。看这个，你就死了。看那个，你就活了。现在做出你
的选择吧。在伊甸园里，神放在亚当和夏娃面前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瞧？你必须凭信心做出选择。 
175 注意，眼见把法老带入了死亡，他的城市也被毁了。 
176 摩西靠他的信心，从不惧怕法老。瞧？他不在乎法老说什么。他
不在乎法老，就像他爸爸妈妈不在乎法老的威胁一样。当摩西被确认，
即他就是那要拯救埃及，哦，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人，他就
再也不管法老说什么了。他不惧怕法老。阿们！阿们！阿们！你们明
白我的意思吗？［原注：会众说：“阿们！”］ 
177 信心里没有惧怕。信心是知道。正如我经常说的，信心有强健的
肌肉，胸前长满了胸毛。信心说：“住口，”大家就都得住口。就是
这样。“我知道我在哪里。” 

 其他的人说：“哦，或许他真的知道。”瞧？ 
178 但你必须站起来，显露你的肌肉。就是这样；信心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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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信心所做的。它看神所要的，神想要做成的，信心通过那个运
行。 
162 信心是一种远程的视觉，它会紧盯不放，锁定目标。阿们！任何
优秀的射手都知道这个，它是远距离的；它是……它是望远镜；你不
是用双筒望远镜去看附近；你不用双筒望远镜去看是什么时候。瞧？
你不用那个，但你用双筒望远镜看远处。 
163 信心就是做这个的。信心会拿起神的双筒望远镜，它们两个，两
边，新约和旧约，看神做出的每个应许，信心会从远处看到它。信心
会选择那个，而不管现在时说什么。他看向终点。他不压低视线来看
这边；他向远处看。他把十字线死死地锁定在道上。那就是信心所做
的。是在人里面的信心行出那些事的。 
164 注意。法老所称为的……法老称作伟大的，神称为可憎的。法老
可能说：“瞧，摩西，你是下一任的法老；当我离开这世界时，我要
把这权杖交给你。我握的这个权杖，它是你的。”瞧？这是大事。“你
要做一个伟人，摩西。你要做主教，你要做这个、那个或别的。不要
离开我们。你留在这里。”但你瞧，他称作伟大的，神说那是可憎的。 
165 呐，你们女的思想一下，你们男的也想一下。世界所称作伟大的，
神称作污秽。圣经不是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是可憎的吗？你
们认为你这么做很时髦。瞧？你是在把女性的肉体显给魔鬼看；就是
这样。所以不要那么做。 
166 你们男人仿效世界上的事生活，追逐这些，你们男人没有足够的
胆量让你的妻子等等停止去做那些事。你该感到羞耻。称自己是神的
儿子，在我看来样子就像所多玛人。瞧？不是要伤害你的感情，而是
要告诉你真理。爱是纠正性的。它一直都是。妈妈不照顾她的孩子，
不纠正孩子，不打他的屁股，使他记住，就不是孩子的妈妈了。是的。 
167 注意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摩西凭信心看见了这个，法老说：“这
是伟大的。”神说：“那是可憎的。”所以神……摩西选择了神所说
的。 
168 注意，信心会看见神想要你看到的。瞧？信心会看见神所看见的。 
169 推理和感觉则会看见世界想要你看的。注意，推理说：“哦，这
本来就很理性，很有道理，这不也很好吗？”瞧？绝对是的，世界想
让你看到的，就是让你使用那些违背神话语的感官。 
170 但信心不看那个；信心只看神所说的。瞧？你知道，你要抛弃推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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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因为如果那生命，如果你被预定要得永生，那么你一看到，那个
生命就会迸发出来。你会认出来，就像井边的妇人等等的人；但如果
它不在那里，就不会活出生命来，因为那里没有能活出生命来的东西。
正如我的老妈妈过去说的：“你不能从萝卜抽出血。”因为它里面没
有血。那是一码事。 
140 它使你所得到的小信心瘫痪了。罗得能看到魅力，但他没有足够
的信心去看到那要毁灭这魅力的火。 
141 我怀疑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女人想
要受欢迎、想要举止像教会的其他女人，她们是否明白自己想要像其
他人的这种行为？她们看到有可能藉着化妆而成为一个更漂亮的女人；
她们看到藉着剪头发，举止像其她人，像那些电影明星，她们就可以
成为一个更漂亮的女人，外貌更年轻。但我怀疑这有没有使她们的信
心瘫痪了，不知道圣经说女人那么做就是一个羞耻的女人。妇女穿戴
男人的衣服在神面前是可憎的：那种便装裤和她们所穿的短裤等等。
人们对这种事情已经很麻木了，以至他们这么做都成了一个惯例。我
怀疑这是否甚至让你那一点点去教会的信心都瘫痪了。你瞧？这种东
西导致了这个。 
142 罗得那么做，就使自己瘫痪了，使他的家人在那里瘫痪了。他们
看不见。 
143 但亚伯拉罕（罗得的叔叔）拥有被印证的信心，他不看魅力，他
不想跟那个有任何关系，尽管他必须艰苦地生活，自己跟撒拉生活，
生活在旷野，在贫瘠的土地上是很难生活的，但他们不看魅力或受人
欢迎的机遇。 
144 撒拉，全地最美丽的妇人，圣经这么说。她美貌，是所有妇人中
最美的。她甚至留下来，顺服她丈夫，甚至称她丈夫为主，圣经在新
约提到了她，说：“你们若效法她的信心，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瞧？
称丈夫为主。 
145 主的天使造访了他们的殿或他们在那里的小帐棚，告诉他们；他
们连住的房子也没有，住在贫瘠的土地上，就是这样。你看到时代又
在重演，就像那个时候一样。 
146 摩西拥有极大的信心，可以对当时世界的现代之事说“不”，做
一个正义的选择。他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选择跟他们同去。
为什么？他的信心。他看见了应许；他看见了末世；他看见了明天，
他释放了自己的信心。他不理会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他有可能成为法
老，他就要成为法老了。他看到了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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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哦，巴不得人们能这么做，不看今世。如果你看的是今世，你就
会做同一个选择。遮住你的眼睛不要看那个，而要看神的应许，看明
天。 
148 他能凭着信心选择。他选择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却拒绝被称
为法老的儿子。当整个王国都……他怎么能……埃及打败了世界，他
是世界的王，是个四十岁的年轻人，准备登上宝座，但他从不看他
的…… 
149 看看女人会天天躺在他身边，妻妾成群。看看那种荣华，坐着喝
酒，观看他面前的脱衣舞女，她们跳舞，给他扇扇子，来自全世界的
女人，珠宝、财富、军队都在那里。他只要坐在那里吃着上好的食物，
说：“派某某要塞的部队去某某地方，接管那个国家。我想我需要那
个地方。”他只要这么做就够了：坐在那里，女人给他扇扇子，张开
嘴，让那个时代漂亮、可爱的脱衣舞女把酒倒进嘴巴里，搂着他喂他
食物，世上一切的美女。当时一切的荣华都摆在他旁边。 
150 但他做了什么？他转脸不看那个。他知道火已经为此准备好了。
他知道死亡就伏在那条线上。瞧？他知道那是什么，他朝一群被藐视、
被弃绝的人看去，他凭着信心选择要为基督受凌辱，自称“我是亚伯
拉罕的子孙，我不是这位法老的儿子。尽管你们要使我做主教、执事、
大主教或教皇，我不是这些东西的儿子。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与世
界上的事分离了。”阿们！阿们！阿们！凭着信心，那样做到了。 
151 他弃掉了荣华。他弃掉了当下任主教的可能；他弃掉了在下次选
举中当下任大主教或下任总监督的可能，不管是什么；他弃掉了那些
东西。他拒绝去看那些。 
152 “如果我成了主教，我就会成名。人们会说：‘圣父或某某博士
或某某长老。’他们会……所有的传道人在聚会时，他们会夸我，说：
‘喂，老兄，那个人有名堂。我告诉你。’哦！‘嘘嘘嘘，保持安静，
主教来了。’瞧？他说什么，那就是律法。‘某某来了。’”人们会
从世界飞来朝见教皇，亲他的脚、戒指等等。对天主教徒来说那是多
大的机遇，当主教或总监督什么的，在组织中做大人物，那对新教徒
来说是多大的机遇。 
153 看，哦，但你瞧，信心的眼睛会越过那种东西。你看见了这种东
西的结局，神在那里说整个东西要毁灭。信心，那鹰的眼睛让你超越
了那种东西，你看的是明天，不是今天，选择要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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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法老没有信心，看神的百姓为狂热者。没有信心，他使他们当奴
隶，因为他根本不怕摩西说的。他不惧怕神。他认为他就是神。他认
为他所事奉的众神，他是主教，他是总监督；是他的神做了这些事；
他说：“那种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他使他们当奴隶，嘲笑他
们，取笑他们，就像人们今天所做的，绝对是一样的。 
155 摩西的信心看见他们是在应许之地，是一群蒙福的百姓。把他们
带到应许可能是一场艰苦的仗，但摩西选择了跟他们同去。我多想停
在这点上讲讲，但我的时间过去了。 
156 注意，要使那些人转向是一件困难的事。你必须去跟他们一同生
活。你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他们已经太有知识了，以至你都无法
感动他们。但那里必须要有某些事发生。必须有超自然在他们面前证
明。那是一件困难的事。组织会拒绝你，以及所有这些发生的事。你
必须要做的事是可怕的，但做出你的选择。 
157 “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是的，他的信心做了那个。他的信心迸
出了火花。是的，先生。他看见了。把他们带向那应许是一件困难的
事，但无论如何他做出了要跟他们同去的选择。不管他们怎么对待他，
怎么拒绝他，他还是去了，跟他们出来了。 
158 我希望你们能看明白。好的。无论如何跟他们同去。成为了他们
中的一个，是的，因为那是你的职责。可能是一场艰苦的仗，要经历
许多困难，但还是去了。 
159 他的信心带领他选择了道，而不是荣华。他接受了道。那就是摩
西的信心所做的。当信心看到神最糟糕的……记住，这里是魅力、世
界，哦，是世界最高的王。神的应许在哪里呢？在泥坑里，在一群抹
泥工身上。 
160 但是当信心，当信心看到神最糟糕的时，却看它比世界所能指给
他的最好的都更伟大，更有价值，当信心看它的时候，当信心能看见
的时候。当对道的信心能看到道彰显了出来，就比你所能讲的一切荣
华、大主教和其它一切都更有价值。信心做到了。瞧？你可以看到最
糟糕的，被藐视的，被弃绝的，不管是什么；任凭它处在最糟糕的状
态，然而信心看那个比世界所能制造的最好的都要高十万八千里。阿
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唱那首歌：“我要选择被人藐视的属主的少数人
的道路。”瞧？哦。 
161 你瞧，信心看见了神想要做成的事。哦，我希望你们听进去了。
信心不看眼前。信心不看这里。信心看神想要什么，并且照着去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