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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审
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

1 《马可福音》16章，我想从第9节读起。这么荣耀的主题，是关于复活的。

9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曾赶出七个
鬼）。10她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11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马利亚看见，
却是不信。12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13他
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14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
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
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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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
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2 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就近父的宝座，我们宣告。奉你的名，我们相信这是你的道；我们
相信这是你升天之前从你嘴唇出来的最后的话。我们求你今天下午为了那些生病的人，祝福这些话语去
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你昨晚呼召了一大群人归向你的宝座，我们看到那大队的人、男人、女人、父
亲、孩子、妈妈从队列里出来，走进那祷告室。父啊，我们为此感谢你。现在我们祈求你将你国度的丰
富赐给他们，愿今天下午我们中间有信心使神的道对我们成为实际。父啊，你是唯一能做这事的，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

3 呐，我今天下午要选取的主题，它听起来有点奇怪。我要选取这主题，因为在昨天的早餐会上，
我遇见了最好的人之一，他现在就坐在我后面。我们谈起了审讯，或多或少是模拟我们主所受的审讯什
么的。我的确相信那人会是个更好的人，同地上的法庭一起站在这里代表这个审讯，因为从我遇见他，
我就讲到他。他们告诉我他是个很好的律师，所以我知道他会给主一场公正的审讯。由于耶稣从未得到
正确的那种审讯……他是道。我们都同意这点。他是道。所以我读他的道，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让这道接
受审讯。

道在受审。

4 本案是：神话语的应许对峙世界。起诉的原因是没有履行承诺。我想，检察官总是代表政府。我
想没错。撒但是检察官，在这场审讯中他代表世界。原告是神。辩方证人是圣灵。所以，我要让教会、
会众既是陪审团又是法官。现在让我们来听审讯，我们拉开现场的帘子，看看我们坐在哪里。

呐，不要忘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场审讯的原因，即神的道对峙世界。起诉的原因是没有履行
承诺，即世界宣称神做了不真实的应许。那是没有履行承诺，“神没有持守他的应许。”本案的检察官
是撒但，代表世界；原告是神自己；辩方证人是圣灵。

现在我们开庭。

5 呐，检察官要叫他的第一个证人出场，让他宣誓出庭。呐，今天下午他有三个证人是我想用到
的，哦，是他在这次庭审中想要用到的。这些证人是不信先生，另一个是怀疑先生，再一个叫做没耐心
先生。呐，这些人是起诉本案的证人，即“神不持守他的道，他的道不是真的。”

6 在我们开始庭审之前，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世人想要说神的道不是真的。比如，我刚读的这
经文，我读了司可福圣经的脚注。我想到一次有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我想我还没有引用过，尤其是在
这次聚会上。一次，一个妇人有个优秀的年轻儿子，想要成为传道人。妇人是个贫穷的妇人，她想要儿
子接受所有他所能接受的良好教育和训练（如果儿子被呼召去做那样的事，任何母亲都会要儿子去），
接受他所能接受的最好训练，哦，妇人想要儿子去接受训练。于是她把儿子送到她所知道可以送去的最
好的修道神学院。

7 呐，他在那里大约有一年，一天，他妈妈得了重病，相当严重。他们一直打电话，发电报。妇人
独自生活。他可能得被叫回家，因为妇人得了相当严重的感冒，发展成了双侧肺炎，肺部堵塞了，她只
有等死了。她的心脏显得太糟糕了。忠心的医生尽他所知的做了一切，要救这妇人的性命，但她的病情
不断恶化。医生发了一份电报给年轻人，说：“立即准备行动；订好机票，你要随时来你妈妈身边，因
为她看来好像快接近死亡了。”于是这孩子非常难过，准备好衣服，打算搭乘飞机。结果从她妈妈那里
又来了一份电报说：“孩子，不要回来。我好了。”

8 所以，大约一年后，或六个月后，我相信是，他回到家里。跟妈妈问安后，他们一起交通，他
说：“妈妈，有一个问题仍在我心里徘徊。当时你病得很重，你从来没有写信详细地告诉我。你只是说
你好了，你从未告诉我这件事发生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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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说：“儿子，你知道街上，那个旧杂货店过去立在某个地方吗？”

“知道。”

“有一群人在那房子里敬拜。”

“是的，”他说：“我记得他们，他们是五旬节派的。”

9 妇人说：“是的，没错。当我病情非常严重时，有个女士来我这里。她说：'姐妹，我们去那里参
加祷告会，我们晓得你病得很重，你有个儿子远在神学院，要成为传道人。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启示我
们说我们应该来为你祷告。'哦，我说：'那很好。'那女士说：'你介意我们的牧师来祷告吗？'我说：'当
然不，女士，我会很高兴的。'所以他们带来了……医生说我们可以这么做。于是牧师上来了，他读了
《马可福音》16章的这段经文，说：'这是圣经说的话。'”所以牧师按手在妇人身上祷告了，然后走
了。她说她就好了，她说。

“哦，”他说：“妈妈！”

妇人说：“儿子，那岂不奇妙吗？想一想！”

10 “哦，”他说：“妈妈，当然，那跟你的痊愈没有一点关系。也许是医生以前给你开的药物没有
及时发挥作用。”

妇人说：“哦！”她说：“不，儿子。医生已经给我停了两天的药，说他不能做任何事了。他只
是把我放在氧气罩下，说他不能做任何事了。我的病情不断地恶化。”

“哦，”他说：“妈妈，不是那样的。你瞧，那些人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其实并不懂。他们只
是念圣经，你明白吗？”

妇人说：“哦，我们岂不应该相信圣经吗，儿子？”

“哦，肯定的，”他说：“妈妈，我们应该相信圣经，但是你知道，在学校里，我们认识到他从
《马可福音》16章第9节起读的经文甚至不是默示的。”

“哦，”妇人说：“荣耀归神！”

他说：“妈妈，你举止好像那些人。哦，这个想法！”

妇人说：“哦，亲爱的，我只是在想。”

他说：“你在想什么？”

妇人说：“如果神能用不是默示的那部分道医治我，他用那真正默示的道又会做什么呢？”所
以，那是……［原注：会众鼓掌。］所以我们相信它是默示的。

11 呐，在本案中，我们要让检察官叫他的证人，叫第一个证人出庭指控。

我刚才说那故事，是因为当我读这主题时，我读到司可福先生说一些手抄本没记载那一段。那个
故事也许就是从那里来的。但经文是那样的。

所以不信先生来到庭上，出庭作证控告神的道，作证控告道。呐，他……他是第一个出庭的证
人。呐，我们发现，他起誓出庭之后，他的指控是这样的，“神话语的应许不完全是真的。”

呐，检察官带上来的这一切证人都宣称是信徒。他们都宣称是信徒，不然，他们就会作这样的证
明：“如果我们不是信徒，我们就永远不会参加那样的聚会。”所以他们说他们是信徒。

12 不信先生控告神话语的指控，他宣称：“《马可福音》16章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
说他病了一段时间，他作证他病了一段时间，他“去一个所谓的圣灵聚会，人们在那里给病人按手，他
们宣称他们得了医治。”所以他进入祷告队列，当他进去……他的病情很严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
“由这群圣灵（所谓的圣灵）充满的人代祷了，他们叫喊，发出喧闹声，宣称他们得医治了。”不信先
生经过祷告队列，让人按手了，“那是两个多月前了，一点复原的迹象也没有。”所以他说：“那部分
神的道不是真的。”

13 呐，检察官让他的第一个证人下去，叫他的第二个证人出庭。第二个证人上来了，是怀疑先生。
他宣誓出庭，出庭作证。呐，他宣称他是个信徒，他“在城里听见他们有一个教会，那里有一个有信心
的牧师，所谓的属神的人，会众这么说。这人说他相信圣经，为病人祷告，用油抹他们。他读了圣经中
的这一章，《雅各书》第5章14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他说他进去了，他是个生病的
人，已经不能从他所得的波状热中恢复过来。医生说他不能恢复，他没有办法恢复。于是他照神的道接
受神，他找到了这个所谓属神的牧师，所有的会众都有他们得医治的各种见证等等。这位属神的牧师为
他祷告了，照着神的道用油抹他。他不怀疑这人的真诚，不怀疑会众的真诚；牧师照着圣经所说的执行
了命令，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是六个多月前，他没有显出一点复原的迹象。”所以他作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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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第二个证人下去了。

14 检察官接着叫了他的另一个证人，即没耐心先生。他上来，宣誓出庭，作证控告神的道不是真
的。这人上来，宣称他是个信徒，一天他在读《马可福音》16章或《马可福音》11章，从22节起，耶稣
自己说的……他宣称他“有一本红字的圣经，红字是耶稣亲自说的原话。在这本红字圣经的《马可福
音》11章，耶稣在那里说话，他做了这个陈述：'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
座山说：挪开，投在海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他有一条瘸腿，他在这里
说：“瘸了很多年，从孩子的时候起。”他跛脚，必须拄拐杖走路。他接受那经文作为神绝无错谬的
道，他心里说，正如他宣称的，作证说：“我必行走，”接受耶稣基督的道，他说他会行走，因为耶稣
那么说了。“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为这
事祈求，祷告，他说他必得着，那是五年前。他仍然跛脚，没有任何好转。

15 呐，检察官又上来了，他的三个证人已经对经文作了三个不同的引述（这在犹太人的法庭上就是
证人），对写在神圣经上的经文作了三份证词，“应该是耶稣基督说了这话，”他是神的儿子，神成了
肉身，住在一个人里面，绝无错谬。现在检察官上来向你们会众对本案盖棺定论。

呐，你记住，你既是陪审团又是法官。

16 在检察官给本案盖棺定论的同时，他要你们知道，这些人宣称自己是信徒，正如其他人宣称的。
检察官还宣称，他要你们知道：“神是不公义的，把这么轻率的应许放在他的道中，因为他把这应许给
信他的儿女认领，他却不支持那应许。因他们认领应许，他们招来了羞耻和耻辱，因着认领这些不真实
的道。”检察官说：“因为神没有成就三个证人的应许，这应许完全按照神的道执行了。”检察官，他
要你们知道：“在这三个案例中，神没有向这些宣称的信徒彰显出他在持守他的道。”（他正在向你们
下定论。）

17 还有，检察官要叫你们注意别的事。“是神应许了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他这样应许了。”检
察官要你们知道这点。“这些所谓的信徒努力持守这道，而神却没有持守这道，因此，他要因没有履行
承诺而受到起诉。”

还有，检察官要你们注意神的另一句话。“他宣称要在死后活着。耶稣宣称他要在死后活着。”
检察官要你们知道：他没有见过一个手上有钉痕、身上满了鞭痕、脚上有钉印的人；他也没有见过任何
人头上有荆棘冠冕。然而耶稣宣称要在死后活着。他还在《希伯来书》13章8节宣称：“他活着。”然
而不是那样的。他还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宣称，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日子，他要显现自己；过去
他怎样，将来他也要怎样。检察官现在向你们宣布对本案的定论，“他还在《启示录》10章宣称，第七
位天使开始吹号发声”（那是老底嘉教会的使者，是要呼召教会回到父亲们的信心上），“当这位天使
吹号发声时，神所有的奥秘都要在那时被启示出来。他还在《玛拉基书》第4章宣称，圣先知预言那时
将有一位先知兴起，使这些宣告成为真实的。没有一个应许那样发生了！他还宣称天地要废去，他的话
却永不废去。”

18 呐，检察官这里有一个案子。他正在给本案盖棺定论。现在他把案子交给你们会众，交给你们这
些既是陪审团又是法官的人。现在我们听了他的一面，我们听了这些证词。我们听了他们对道是怎么说
的。我们听了检察官对道灌输的东西，从两个方面给案子盖棺定论，“神所做的一切应许，没有任何应
许”他能看到“那是真理的”。所以他想要起诉神，起诉神“做了如此轻率的应许，因为神做的应许绝
对是轻率的。他为这个时代做的应许绝对是轻率的。神没有持守它们！”现在，我们听了他的一面，所
以，让我们叫检察官的证人和他一起下去。

19 现在，我们要叫原告的辩方证人。辩方证人就是圣灵，他上来，出庭为原告作证。呐，他要叫本
庭注意的第一件事，哈利路亚！就是检察官在向人们错误解释神的道，就像他起初对夏娃做的。记住，
撒但是夏娃的解释者。神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就永远没有死亡、痛苦或任何事情，撒但过来，错误地
解释了神的道。因此，当人从神的道后面走出来时，这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不受神保护了。但你瞧，撒
但是向夏娃解释道的人。夏娃没有听从她丈夫和神，而是接受了检察官对道的解释。撒但没有权利解
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解释。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他不需要我们；他持守他的道，我们相信。呐，他
要你们注意这点，同一位解释神说出的第一句话的，就是今天下午要在本庭面前起诉的检察官，是同一
位，他错误地解释了神的道。这是辩方证人想要说的第一件事。呐，他要你们注意这点，撒但是夏娃的
解释者，他错误地解释了道。

20 首先，他要你们知道这点，应许只是给信徒的；不是给表面信徒、怀疑者或不信者的。它只是给
那些信的人的！呐，他要本庭……辩方证人（圣灵）要本庭晓得这些应许只是给信徒的。

反方的问题，检察官说：“这些人是信徒！”

呐，辩方证人自己应该知道他们是不是信徒，因为他是那位激活应许的。呐，你要怎么通过那个
呢？有许多火炼的试验发生。你要怎么通过那个呢？圣灵应该知道，因为他是道中的生命，他是那位激
活道的。就像你的灵激活你的身体，身体是由灵激活的；没有灵，身体就没有用，就是死的。没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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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道就是死的。需要圣灵把道带出来，使它活起来。他是那道的激活者，是原告的辩方证人。阿们！
你要怎么通过那个呢？我要本庭非常清楚地明白这点，即他是激活者，他应该知道；是他激活道。

21 还有，他想叫本庭注意受到质疑的应许之道。神从未设定任何时间让病人痊愈。他说：“出于信
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他没有说“立刻”。“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从未
说：“一天，一个月，一年。”他只是说：“他们必好了。”辩方证人要你们知道这点，即神没有说有
一件神迹发生。他只是说：“病人就必好了！”要正确地解释道。“病人就必好了。”他从未设定任何
时间。只是说：如果他们信的话！如果他们是信徒，就必好了。“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不管是
现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病人就必好了，”神这么说的！即：如果
他们能持守他们的信。呐，那是辩方证人。

还有，辩方证人要本庭今天下午注意的另一件事，道是种子，种子必须落在肥沃的土壤里，以便
使它活起来。种子在石头上不会生长。种子必须得到养分。道必须落在信心里，信心就是使道成就的养
分。呐，辩方证人此时……

22 我们可以叫许多人，可以说很多的事。但我们不想留你们太久，有一个大的祷告队列。我要你们
本庭的人听着。

辩方证人现在要叫他的证人。瞧，辩方证人有权利叫证人，因为检察官叫了证人。现在辩方证人
要叫证人。辩方证人今天下午希望先知挪亚出现在本庭。“挪亚，上来，出庭作证。呐，我知道，论到
神所赐给你的道，你有一个见证。”

“是的。”

今天，这证人想要对本庭说：他只是个普通人，他相信神。他生活在科学的时代，那时人们相信
从来没有神迹的日子。从来没有雨降在地上，但一天，他遇见了神。神吩咐他预备方舟拯救人们，凡进
方舟的都必得救。这证人想要说他全心庄严地相信这话。他去传讲这话。他不但去传讲这话，还做工见
证他的信心，他开始建方舟。

23 证人想要指着不信先生、怀疑先生和没耐心先生。“他们昼夜纠缠我。'那雨什么时候下？啊，一
年前你那样说，上面没有雨。我们到科学家那里，他们证明了上面没有雨。'他们宣称我是疯子。他们
嘲笑我，告诉我说我太简单愚蠢了，竟然相信像那样轻率、违反科学研究的应许。”但他说：“我继续
照计划行事，我坚定地持守，因为我知道那是神的道，不可能落空。我建了方舟。

“方舟完成以后，那些嘲笑者每天绕着方舟跑，而我站在门口向他们传道。他们仍然说：'呐，已
经一百二十年了，你的雨在哪里呢？你瞧，你的劳苦都是徒然的，'他们说：'我们的科学家是对的，没
有那么一回事。你全然是个简单的老人，竟然相信像那样如此轻率的应许。'

24 “日子到了，一天早上我开始要走出方舟。突然，方舟上没有手，门就在我面前关上了，我被封
在里面了。'怎么回事？'我爬上我造的梯子，上到顶上，拉开窗户。我能听见外面那些人；不信先生、
怀疑先生和没耐心先生坐在那里，说：'怎么回事？他把自己困住了！'我想当时雨肯定要下了。我进去
的那天是5月27日或17日。门在我面前关上了。我把家人叫到一起，说：'做好准备，下一分钟雨要下下
来了。'一整天不信先生、怀疑先生和没耐心先生都在方舟周围走来走去，批评我，对我说各种坏话。
但我告诉我的会众，'要安静，神做出应许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了，晴朗，没有雨，没有打雷，没有闪电。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
天，也都一样。但在5月24日的早上（一百二十年后），水从天上倾泄而下。凡受不信先生、怀疑先生
和没耐心先生膏抹的都在外面灭亡了。”

25 辩方证人说：“挪亚，下去吧。我要叫另一个证人。亚伯拉罕先生，上来吧，我要你作证。”

亚伯拉罕先生上来，说：“我在迦勒底地吾珥城外的农场上工作。我娶了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她
的名字是撒莱，我的名字是亚伯兰。我遇见了神，神告诉我说我要从撒拉生一个孩子。此时撒拉六十五
岁，我七十五岁。神告诉我说我要从撒拉生一个孩子，全世界要因那孩子得福，我要成为多国的父。我
因心里的这份喜乐马上回到家里。我一直爱孩子们，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有孩子了。但当神说我有孩子
时，我相信他。我去医生那里安排。他把我赶出了诊所，不信先生就坐在那里。我走到街上，当局要把
我当作一个精神病例而逮捕我。随着几年过去，没耐心先生昼夜纠缠我。

26 “第一个月，我对我妻子撒拉说。瞧，她早就过了更年期，她的月经就像其他妇人一样停了。我
对撒拉说：'亲爱的，我们把所有的婴儿袜、婴儿用品和别针都准备好了吗？我们都准备好了，是
吗？''是的，都准备好了。''现在就要发生了，你看着吧。'在二十八天结束时，我说：'亲爱的，你觉得
怎么样？''没有两样，亚伯拉罕。'”哦，他说：“我说：'赞美神！撒拉，不要怀疑。神那么说了，我们
无论如何会有孩子的！'这样过去了几年。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怀疑先生、不信先生，他们所有的人都取笑我。但二十五年后，当我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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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孩子出生了。神没有告诉我说第二天我会有孩子。他说我会有孩子！我不管要多长时间，神应许
了！我等了二十五年。他们以为我那么老了，要死了，但我说：'我不会死，应许是给我的。神那么说
了！'

27 “嘲笑先生、不信先生、怀疑先生和没耐心先生不断地过来，给人膏抹，说：'亚伯拉罕，多国之
父啊，现在你有多少个孩子了？'但我坚定地持守，因为我仰望神的道，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我
知道神能持守他所应许的一切话。我不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月经断绝。但我相信神。他们
说：'哦，我以为二十五年前你就说你会有孩子呢？''二十五年前我是说了。'但没耐心先生说：'哦，二十
五年过去了。现在看看你！胡子几乎垂到膝盖上了。瞧，你是老人了。'我让他知道神没有告诉我说什
么时候我会有这孩子。神说：'你要从撒拉得孩子，'问题就解决了！我坚定地持守。道从未说什么时
候，它说会！”

28 我们快点叫另一个证人，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可以叫几百个证人。我们来叫另一个证人，
摩西，让他作证。

“嗯，”他说：“我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对没有学问的人来说，我是个教授。但一天，在偏
僻的沙漠，那时我八十岁了，我遇见了神。他以一个迹象的样式，是荆棘里燃烧的火。他告诉我他已经
听见了他百姓的呻吟，他记得他的应许，要拯救他们。他说：'我打发你去。'我说：'我是谁？我口才不
好。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个神学家。我不能去。'他说：'你被赐予两个迹象。其中一个是在你
的手上，另一个是藉着一根杖。他们若不听这迹象的声音，就把水倒在地上，它要变成血，那就成
了。'

29 “我带着神赐给我的迹象去到法老面前，法老牧师，他想要使我的恩赐看起来有点靠不住。他
说：'我最没用的算命者或埃及人都能那样做。我最没用的术士都会玩这些把戏。'他让雅尼和佯庇两个
人出来，他们竟然模仿了我所做的一切事。但那阻止不了我，因为打发我的声音是符合圣经的声音，我
持守它。那是神的道。

“那是圣经的迹象，圣经的声音，'我记得我的应许，时候近了。'他们以色列中已经几百年没有先
知了，四百四十年，他们以色列中没有先知。但他说：'我打发你做先知。'”他去了。“神告诉我一个
迹象，我要'回来，领以色列人到这座山上。'这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我做到了。我忠实于道。当佯庇和
那些属肉体的模仿者竭力嘲笑时，我知道不管他们怎么嘲笑……”

你知道末日那件事又要重演吗？耶稣这么说了。圣经说：“雅尼和佯庇怎样抵挡摩西，末日这些
人也要抵挡，”模仿者竭力要装得像，仿照。

但摩西说：“我安静地站着，因为我知道那声音是符合圣经的声音。”尽管他们有两个人，而他
只有一个人。但他下去做了那些事，那些事证明了是真的，他回到了神告诉他的山上。

30 “下去吧，摩西。我们赶快再叫一个证人：约书亚。”

约书亚说：“我们靠近那地，到了加低斯巴尼亚。神的仆人摩西去每个支派选了一个人，从每个
宗派选一个人，他说：'我们过去窥探那地。'我们过去了，我们两人带回了那是美地的证据。”他们带
回了那地的证据。那些人是真正的五旬节派。“他们带着那是美地的证据回来了。但当到了夺取全地
时，他们说：'我们不能夺取它。我们不能夺取它；我们不能。'会众都被撕碎了，不知道要做什么，不
知道要去哪个组织。我安抚他们，说：'记住，这是神的应许！神说他要把这地赐给我们。神所应许
的，他必做成！'我让会众安静下来。第二天，你说：'我们要离开吗？'又一天，'我们要离开吗？'那是四
十年后，但我们夺取了那地！”

31 赶紧再叫一个证人，我可以叫以赛亚出庭作证。“以赛亚，你愿意为辩方证人作证，替我们为原
告辩护吗？”

“我愿意。我是个先知。我是个被印证的先知。我所说的，不是……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神
使我说的话成就了。大家都开始相信，整个教会，他们都开始相信。一天，一件怪事发生了。主神对我
说：'以色列人求看神迹，所以我要他们那么做，我要赐给他们一个超级迹象。那是要给超级时代的，
那时他们有超市、超级喷气式飞机和各种超级的东西。我要赐给他们一个超级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
子！'我是个被印证的先知，每个童女都把她的婴儿袜准备好了，还有别的东西，她要生那孩子，是
的，先生，她是'耶和华所呼召的'。各种事情发生了。是的，先生。'哦，我们期待她，期待我的女儿怀
孕。'这人认为是这个，每个女孩都在盼望这事。几年过去了。一些人挠挠头，说：'那个假先知。'但那
是八百年后。神没有说什么时候童女要怀孕，他说童女要怀孕！八百年后，童女怀孕了。”

32 现在是最后一个证人，如果你们原谅我，我能成为最后的证人吗？那不是在以前的圣经中，而是
现在。让我做下一个证人，就几分钟，然后我们开始祷告队列。仔细听。我想为主作证。我想被叫出庭
作证，举手说出真理，只说真理。

我想说，我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我父母、祖父祖母，两边都是罪人。我的本性是苍耳，后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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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麦粒。一天早上，在肯塔基州的一座小木屋里，我妈妈和接生婆这么说，1909年4月6日早上五
点，当主神把我带到世上时，有一道光立在窗户上。他们打开窗户，妈妈躺在稻草床上，要看她生的是
什么样的孩子，一道光旋转进来。山里人不知道对那光是怎么想的。我太小，不知道这事。

33 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大约八岁，七、八岁时，我正提水到我父亲拥有的酿私酒的蒸馏器上。九月
的一个温暖下午，我坐下来哭，因为我必须提水而不能跟男孩子们去池塘边钓鱼。我听见树的半腰中间
像是有旋风。其它地方都是静悄悄的，九月在印第安纳州，到处都非常安静，静悄悄的。树上的这个旋
风，从那里出来了一个声音，说：“永远不要抽烟、喝酒，不要玷污你的身体（就是跟女人鬼混），不
要做类似的事，因为你长大了有一件工作要你做。”我妈妈叫了医生，她以为我太紧张了。

一个星期后，我魂游象外，看见了市政大桥，我这么叫它，我看见市政大桥横跨俄亥俄河，看见
十六个人在桥上丧命了。从那天起二十二年后，市政大桥横跨同在一个地方，十六个人在桥上丧了命。

34 一天晚上在格林斯米尔，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成了一个传道人，服侍主。一天晚
上在格林斯米尔……我的牧师告诉我……我告诉他们我能够看见一些事的发生，他们告诉我说那是魔
鬼。我是个基督徒，我不想跟魔鬼有任何关系，根本不想。所以，我上去那里，说：“主啊，我不能像
这样度过一生。”我坐在钓鱼营地后面的一个小地方祷告。一天晚上在那里，正如主在一棵树上对我说
的，像他对摩西所做的。在格林斯米尔那里，一个人进来告诉我：不要试图摆脱这个，它是神所差来的
一个恩赐，要被带给世人，他藉着经文让我知道，根据圣经所应许的这一切都必须应验，这个时候近
了。

我回去告诉我的牧师。我下去告诉他，他说：“比利，你吃了什么？你做了一个梦吗？那是恶梦
吗？”但对我来说，那是《玛拉基书》第4章。他说：“你要怎么做呢？”那是《路加福音》17章30
节；也是《启示录》第10章；也是应许给末日的这一切经文。当时我没有看到。人们想知道：“这事什
么时候发生？”我只是持守着。

35 一天，在河上，我正在河里给五百人施洗；突然，在我小的时候就出现过的同一道光来了。我告
诉人们我一直看见它。他们说我是在做梦，是我拥有的某种精神概念。但1933年某个下午两点，在五千
多人面前，这朵云从天上降下来，说出这些话：“正如施洗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事工要
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成千上万人听见了，报纸见证了这事。

我想要说，我想叫那瞎眼的检察官注意这点，他正在到处寻找某个有荆棘印记和钉痕以及类似东
西的人。经文没有那样说！经文没有赐下那样的应许。

36 我们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这里读到，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
样。”当他显现的时候！我想要你们注意一下这点，请你们现在忍耐我几分钟。要真正敬畏一会儿。

注意，耶稣携带了三个名：人子、大卫之子、神的儿子。他有三个名。都是同一位，但有三个
名。就像父、子、圣灵；都是同一位神，三个属性。

就像我。我妻子叫我丈夫。我孩子跟用丈夫之名的我毫无关系，我是他们的父亲。我坐在那里的
小孙子，跟用父亲之名的我毫无关系，他是我孙子。都是同一个人。

37 我们注意到耶稣来，想要启示自己是人子（不要错过这点），当他启示自己，不断地称自己是人
子，以色列人被蒙蔽了。他们对人子的意思一无所知。但他们说：“大卫之子，”瞎子巴底买跑出来，
认出了他。大卫的意思是“王”。记住，人子，大卫之子，神的儿子（就是主）。这个犹太人得到了他
所求的，因为他以大卫之子—王的名就近耶稣；他还不是救主，但他是王。

但当那希腊妇人，叙利腓尼基人以大卫之子的名就近他时，他甚至没有抬头。妇人没有权利称他
大卫之子。他对于那个叙利腓尼基妇人来说不是大卫之子。但当妇人说：“主啊，”他就转过身来。他
是主。瞧？主，他是主！对妇人来说，他不是大卫之子。

38 呐，为什么他没有被认出是人子呢？人子是属灵的启示，是先知。人子的意思是先知。

呐，如果你把圣经翻到《以西结书》2章1节，就会发现以西结是先知，是给那个时代的神的道。
耶和华亲自称他是人子。耶和华称他一个人是人子，就像耶稣启示自己是人子一样。那是什么？给那个
时候的应许之道彰显出来了，同一位神！以西结时代的神，耶稣时代的神，人子！那个时候他不是……

他是人子，因为他来向以色列人启示自己是先知，他们弃绝了他。那是他们本该以人子即先知的
名接待他的预言，因为那是根据《申命记》18章15节：“主你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来了，在
他的事工中认同自己是一个人，不是神的儿子，是人子！神是个灵。他启示自己为他所宣称的人子。他
们被蒙蔽了，看不见这个。

39 但现在主向外邦人启示自己，现在是神子即圣灵。呐，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样！”

我要这瞎眼的检察官看到这点。他一直都是道的瞎眼的解释者。他接受他组织对道的想法，对道
的认识是一无所知。他那样做是为了迷惑，因为他他起初就是迷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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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在所多玛的日子，子（即神）显现
在人的肉身中，曾经被叫做麦基洗德，父。当时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他过去是
谁，他仍是一样的。耶稣有父有母；但这人却无父无母。他以人子的样式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以罗欣，
耶和华。现在教会通过教会时代以圣灵洗的方式来侍奉这称呼。但耶稣在这里说，要使《玛拉基书》4
章和其它这些经文对你们成为真实的，瞧，“末日，在主再来之前，世界的景况要像所多玛，人子要显
现自己为人子，就像他在所多玛的日子所行的。”

瞎眼的检察官，你看不到这点吗？主的道是真的。不是钉痕、印记和荆棘。

40 这是神的儿子在他教会中扮演人子。它必须应验《玛拉基书》4章和其它的经文。我要本庭注意，
好好地看看那点，“人子！”像父神，子神，圣灵神，都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的三个不同的属性。
呐，这是大卫之子。人子显现为先知。大卫之子是王。现在，神的儿子赐给了教会时代，神不是人，神
是个灵，灵的儿子是启示教会时代的圣灵。但这里应许：“末日，人子要显现！”

瞎眼的检察官，你明白这点了吗？瞎眼的检察官，我要你知道，我们看到它，我们相信它，这些
经文在我们面前应验了，我们知道它们是真理。

41 对犹太人，他是大卫之子。对希腊人，他是主，对我们外邦人，他是主。呐，在末日，他要再次
以人子回来，因为《玛拉基书》应许末日将有一位先知兴起，把人们的心（从那些组织出来）转回到原
本的道、父亲们的信心，原本的五旬节上。当他这样做时，《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所做的事，如今
也要做。《启示录》10章应许了整个奥秘。你要怎么启示奥秘？看看路德遗漏的东西，看看卫斯理遗漏
的东西，看看五旬节派遗漏的东西，揭示心里的秘密，使他在各个时代成为同一位神，完全是神的道再
次彰显为人子。我们看的不是钉痕；我们看的是道彰显出来。注意，神应许了这些事，他正照他说的这
样做了。我可以说更多，但我们要离开这主题，时间迟了。

42 检察官先生，我要你知道今天下午我可以在这里叫几千个证人。我要你知道主说他做的那些事，
我们是他持守他话语的证人！有真实的圣灵聚会！有真实的神的大能！有真实的应许，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了。我要你知道这点。我要你知道主说的：“所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

43 我是个陌生人，我只是见证圣经说是真理的东西。如果你注意，主的天使以人的样式进来，背对
着帐棚，告诉亚伯拉罕撒拉在想什么。耶稣说这事要重演。呐，如果我已经讲了真理，就让神来证实那
是真理。让他来启示这点。呐，我们知道，这不是奥秘。今天下午我要把裁决留给本庭，你们自己在心
里做这决定。让做出应许的神……不是从前那些日子；他们都被印证了。让做出应许的神今天来印证
它，说同样的话。你们一些人在心里思想，为你们的疾病和病痛向神祷告，看神会不会揭示心里的秘
密。我挑战你们这么做，从一边到另一边。呐，如果我不是完全站在圣经所说的上，我敢做那样的事
吗？我要本庭看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持守他的应许。他应许了耶稣基督要在末日显现
为人子。［原注：磁带空白。］

44 坐在这里的一个男的正受痔疮的折磨。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如果是，请举手。你相信我见证了神
的道吗？坐在旁边的是你妻子。她也患病，头上有囊肿。是的，请举手。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们是谁
吗？如果他仍是道，道知道心里的秘密。你们是亨特先生和太太。如果是，请举手。为什么你不相信它
呢？

［原注：一位姐妹说方言。磁带空白。］

呐，有个男的坐在这里，他低着头在哭，正在为自己和他妻子祷告。他妻子不在这里；今天下午
没有跟你在一起。她患了病。你认为神会告诉我她的病是什么，她不在这里吗？你相信吗？你信吗？我
跟你是陌生的，对吗？你妻子有妇科病。如果是，请把手举得高高的，让他们看见。你的名字是史密斯
先生。你相信神会使她痊愈吗？如果是，请像这样来回挥手。

我挑战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以人子的样式，通过新妇的身体显现在肉身中。要接受他的呼召。

45 有个妇人坐在这里注视着我。她得了高血压。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是谁吗？他们叫你戴西。如果
你……对吗？请举手。现在要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把你想要的赐给你。你瞧，他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

有个男的坐在这后面看着我，他心里有个负担。那是为他儿子，他儿子有糖尿病。你相信吗？在
你旁边开始哭泣的是你妻子，她心里有个负担。那是为她的姐姐；她姐姐有心脏病，并发症。你们是西
克尔斯先生和太太。如果是，请像这样来回挥手。如果我跟你是完全陌生的，请站起来。如果我跟你是
陌生的，不认识你，请站起来。

那是什么？神的道在末日的应验！检察官，我要你知道神的道是真的。三十年前神就那样告诉了
我。我一直等候，但今天下午它就在这里应验了。神持守他的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
祝福你们；现在去得着你所想要的吧。

46 你的头脑是陪审团。陪审团必须下定决心。你今后的举止方式要向人们宣告或表明你的裁决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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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有罪或他没有罪？你相信他没有罪，他持守他的道吗？是我们有……我们听了没耐心老先生、不
信先生和怀疑先生。但现在你相信神持守他的道吗？你的头脑是陪审团。你今后的举止方式要向人们证
明你的裁决是什么。你相信吗？让我们低头。

我已经告诉你们诚实的真理了。如果我们有时间呆在这里，圣经里没有一节经文不见证这同样的
事的。我一直诚实。你知道，有时候，要诚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神站在那里就好！路德、卫
斯理和其他人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要你或其他任何人选择立场不是容易的。但今天下午你必须选择你的
立场。他从未说……他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相信，那我不管它是不是就在这里发
生，是不是下个星期发生，或是今天以后二十年发生；如果你绝对地相信，它必须发生。

47 我知道，有一个医生坐在现场。我要感谢他。不久前，今天一大早我在医院看望他的一个病人，
他们认为她要死了。她被癌症吞噬了。这个小妇人对我说：“我的外科医生参加你的聚会，他认同你。
不但如此，而且，伯兰罕弟兄，我要你知道他同你站在一起，为我祷告。”如果我需要任何医疗看护，
我要他把这个给我，一个能像那样相信神的人！是的。他们在各行各业，各界。

让我们记住，现在裁决取决于你。

48 主耶稣，我竭力讲解这道。你已经见证了它是真理。你的证人，我们本可以叫上几百个，但我们
没有时间。这里放着手帕，堆放在这里，要去到病痛的人那里，圣灵在这里见证耶稣仍然活着。我们藉
着他的生命—他所活出的生命和他所行的事认识他。神啊，我们祈求，现在按手在这些手帕上，不管它
们接触到谁，愿那些人得医治。我凭信心跟这群信徒一同献上我对那些不能在这里的人所作的祷告。愿
他们享受神的伟大。他们可能病了，不能来。一些可怜的老人坐在后面的房间里，今天下午拄着白手
杖，等候这手帕返回。那个婴孩躺在医院里，发着高烧，有人等着把手帕带给他。让全能神的大能伴随
着这些手帕，用今天下午降在会中的同样恩膏膏抹它们。主啊，愿他们痊愈。我们代表他们献上这祷
告，因为他们不在场。但你是无所不在的。愿你在那里证实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

49 现在，让圣灵真实地，而不是情感，不是某种半途的希望，而是一个真实的裁决在今天下午我所
说的法庭上通过了。愿他们每个人作同样的见证，当他们拿着祷告卡，握在手里，经过讲台的时候。愿
他们得到服侍，照着《马可福音》16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当你拣选的仆人站在这里，我
们按手在他们身上，主啊，愿问题永远解决了。愿他们快乐地离开这里，忘了他们得过任何毛病，因为
他们确信，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能成就他所做的应许。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各他。

50 多少人作出了你的裁决？请举手，“我做出了裁决。”好的，法庭，你将照着神神圣的道得到服
侍，“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不会留你们坐在这里，认为因着这个恩赐，就使得某人超过别的
人。你们有属神的牧师在这里。他们在这里，我要请他们跟我一起站在台上。他们要像我一样按手。他
们让我们来这里，他们在这里是神的证人。他们正在见证真理。呐，你不能说：“伯兰罕弟兄按手，”
因为我的手跟他们的手或其他任何人的一样。那是你们的信心，你们对神的道通过的裁决。神持守！如
果神能持守那部分的道，向你们证明它，那你们就已经得医治了，因为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

51 呐，我要所有在这边这个区域有祷告卡的站在墙那边。呐，所有在这里这个区域有祷告卡的，站
在过道中间，面对那个方向。所有在这里这个区域有祷告卡的……呐，在这里这个区域的，请从另一个
方向往后面转，从这边回来。从另一个方向转，因为我要一条连续的队列。所有在这个区域的，从这边
出来，面对那个方向。所有在上面这个区域有祷告卡的，从这边出来，面对那个方向，祷告队列要走动
了。所有在阳台上有祷告卡、想要接受代祷的，请下来，当他们上来的时候跟在下面这区域的后面。当
他们来的时候，我……

52 ［原注：伯兰罕弟兄跟台上的传道人说话。］你要我叫其他的传道人吗？见证没问题吧？对你们
大家没问题吧？你在庭审中的裁决是什么？［那弟兄说：“我知道那些事是真的。”］好的。

这些牧师想知道，想跟其他传道人交通。他们想要这里相信神、相信为病人按手的传道人，如果
他们今天下午的裁决是，这是真理，他们邀请你们作他们的同工上来这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跟我们一
起站在台上。所有被神的灵充满的牧师，你们现在的裁决是你相信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你相信《马可福音》16章是真理，这些牧师想要邀请你作他们福音上的同工上来这里。上来这里，在我
们排这些祷告队列时跟我们一起站在台上祷告。就在这里，领他们从这边上来。会堂里所有的牧师，不
管是哪个宗派的。他们只是告诉我邀请你们。如果你想此时上来，请上来这里，组织这要接受代祷的祷
告队列，为病人祷告，按手在病人身上。

53 这里有多少人健康，你用不着代祷，但你是信徒，请举手。你也愿意答应我，当我们为这些人祷
告时，你的祷告会跟我们牧师的祷告一起升上去吗？如果那是你妈妈站在那里，会怎么样呢？如果那是
你妻子，会怎么样呢？如果那是你的兄弟姐妹，会怎么样呢？记住，那是某个人的妈妈，是某个人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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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是某个人的姐妹，是某个母亲的儿子或女儿，是某个人的。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待我们，就要怎样待
别人。现在我要你们每个人保持敬畏并祷告。

当他们此时排好队列，让他们可以经过时，我要传道人来这里，在讲台这边排两队，就在这边上
下，排两队，让会众经过。我要把这麦克风放到后面去，博德斯先生会站在这里领唱。没错，在这边上
下排两队，让会众……

54 呐，对你们每个站在队列中的人，要让撒但—检察官加倍清楚，你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事实是：
你相信你所需要的就是神的道，它是真理，你经过这队列，要让人给你按手。从此刻起，你的行动要证
明你的裁决是什么。请举手，说：“我答应神。”所有在那队列中的。

55 现在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下午这群会众被当作法庭一样对待了。主啊，我觉得你得到了
一场真正的庭审。彼拉多没有给你正确的庭审。他有假证人。但你推翻了假证。辩方证人即圣灵来了，
在会众面前证实这道。你得到了一场公正的庭审。会众下定了决心，他们说他们通过了他们的裁决，他
们过来，向世人证明他们相信你的道是那样的。这道被错误解释了。一些人说：“让我看你做这事，让
我看你做那事。”那不符合你的道。道说：“他们就必好了。”我们已经带证人到台上，证明那是你说
的话。你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父啊，现在我祈求你今天下午应允这些祝福给会众。当你的仆人同你其他所有的仆人，这里有几
百个，我们为这些人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恩膏这些优秀的牧师。不管怀疑先生经过，或是不信先
生、没耐心先生或其他那些批评者、历世历代的嘲笑者，如果他们经过这些人，愿今天下午本庭鸣钟反
对他们的证词。不管他们说什么，正如在所多玛的日子进入毁灭一样。他们嘲笑，取笑！但那没有任何
关系，信徒持守道。父啊，今天下午我们准备持守道。我将自己跟你其他的牧师联合，按手在这些人身
上，愿全能神的大能，我们知道他在现场印证这道，使他们每个人痊愈。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56 罗伊弟兄，请你到台上来。每个人都低头，每个人都祷告，唱歌。如果你不祷告，就唱“只要相
信”。当你经过时，只要相信，经过。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那取决于你。如果你想叫喊，就叫吧。
如果你想走开……不管是什么，只要相信神。走开，说：“我心里的问题解决了。”就像你去水池受洗
一样。如果你相信，问题就解决了。只要你信，你就是基督徒。对吗？只要你相信，你就必得医治。现
在我们大家都祷告。好的，博德斯弟兄。［原注：伯兰罕弟兄为病人祷告。磁带空白。］只要相信！

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

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至再相会！

57 我向你们传神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们每个人得着你们所求的。“你若对这座山说：'挪
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
得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我相信我们的裁决已经做出了，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行为证明我们相
信，我们知道他行医治。如果我在河的这边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要在彼岸见你们。到那时，这个星期
作为我们的客人，与我们同在这里，被传讲给我们的伟大圣灵，他要向你们见证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
理。在那时之前：

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至再相会！

现在让我们低头。

真正安静甜美地唱。［原注：伯兰罕弟兄开始哼“再相会”。］

愿死亡冷波从你面前溜走；愿天上的神，我们就在他的同在中，保守你们安全，直至我们再相
会。

神祝福你，弟兄。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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