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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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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現在赦免我們一切過犯，願今天對我們一些人是真正的復活

節，對我們所有人是真正的復活節。一些人從來不知道復活節的祝福是

什麼，願今天基督在他們心裡復活，帶來新希望，新生命。把他們指向

各各他。我們奉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63
 ［編者注：磁帶空白。］你們有多少人愛主，請舉手，哦，很好。 

 麥克道爾弟兄，我聽說你有嬰兒要奉獻。你要回來參加主日學崇拜，

是嗎？很好，好的。那時我們要奉獻嬰兒。如果你們不介意，沒有問題

的話，請在那時回來。 

 現在，我們要解散聚會一會兒，讓你們可以回到你們的地方，吃早

飯，然後再回來。我們很高興你們在這裡。 

 現在讓我們站著。我們剛才所唱的那首歌，“……都必在那早晨復

活……”有多少人心裡有這個希望，請把手舉起來，讓我們看看。阿們。 

 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復活， 

 大榮耀光輝燦爛何等快樂！ 

 蒙揀選得勝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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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這個最莊嚴神聖的早上，當我們聚集在這裡時，我們無法用人的

語言來表達我們今天的內心感受。今天早上是代表了我們的信仰成為真

實的時候，因為這是你寶貴兒子的復活，他來拯救全人類。主啊，我們

今天早上在這裡，慶祝那極其重要的得勝，就是使我們勝過了死亡、陰

間和墳墓。我們感謝你，過去了這麼多年，我們仍然在復活節早上的一

大早聚集來敬拜他，因為我們相信他必要再來。 

 我們祈求你赦免我們一切記錄在案的罪惡和過犯，我們謙卑地承認

自己的錯誤，接受他為我們的罪獻上的贖罪祭。主啊，醫治在我們中間

的疾病。幫助我們，我們在讀你聖潔的話語，它是一切真理的基石，你

將這話語留給我們，叫我們相信並靠它度日。 
3
 我們不但為聚集在這兒的這群人祈求，也為全世界的人祈求，因為

我們熱切地期盼並渴望他的再來。今天我們處在黑暗與混亂中，一些狂

熱者隨時會因某些事而勃然大怒，只要按一下按鈕，整個世界就會炸成

碎片。根據官方說法，如果再次爆發戰爭，戰爭只要幾個小時……哦，

我們今天正處在另一場戰爭的邊緣。教會也處在榮耀復活的邊緣，因我

們要與那些睡了的聖徒一同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

遠同在［帖前 4:17］。 

 主啊，我們來敬拜你。請你今天接受我們。祝福我們讀你的話語，

唱這些歌，傳講這福音，接受悔罪者的禱告。垂聽為病人作的禱告，歸

榮耀與你自己，我們謙卑地祈求，奉你兒子耶穌的名。阿們。 
5
 我們今天早上要讀聖經，對於你們想打開這處經文的人…… 

 我們很抱歉，沒有足夠的座位給你們這群好人坐，你們從不同的教

會、不同的州甚至不同的國家，一大早與我們一同敬拜主，今天早上聚

在這教堂敬拜榮耀的主。 

 我希望你們翻開《詩篇》，《詩篇》22篇。我知道，在復活節的聚

會上讀這處經文，是有點不尋常，但神本來就是不尋常的。 
8
 這個聚會完後，我們要休會一個小時，這樣你們可以去吃早飯。然

後，主日學崇拜在九點半開始。主日學崇拜結束後，馬上就在這池子裡

舉行洗禮。今天下午六點鐘，要分發今晚醫治聚會的禱告卡。如果你有

什麼親人生病了或有需要，記得今晚帶他們來，因為這是我們這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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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舉行的最後一次醫治聚會。我明天早上五點就要離開，去洛杉磯，到

西海岸各處舉行一系列的聚會。 
9
 現在我們要讀《詩篇》22篇。 
1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為為為為什什什什麼離棄麼離棄麼離棄麼離棄我我我我？？？？為為為為什什什什麼遠離麼遠離麼遠離麼遠離不救我不救我不救我不救我，，，，不不不不聽聽聽聽我唉哼的言我唉哼的言我唉哼的言我唉哼的言

語語語語？？？？
2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我白日呼求我白日呼求我白日呼求，，，，你不你不你不你不應應應應允允允允；；；；夜夜夜夜間間間間呼求呼求呼求呼求，，，，並並並並不住不住不住不住聲聲聲聲。。。。

3 但你但你但你但你

是是是是聖潔聖潔聖潔聖潔的的的的，，，，是用以色列的是用以色列的是用以色列的是用以色列的讚讚讚讚美美美美為寶為寶為寶為寶座的座的座的座的。
4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祖宗倚靠你的祖宗倚靠你的祖宗倚靠你的祖宗倚靠你。。。。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倚靠倚靠倚靠倚靠

你你你你，，，，你便解救他你便解救他你便解救他你便解救他們們們們。。。。
5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哀求你哀求你哀求你哀求你，，，，便蒙解救便蒙解救便蒙解救便蒙解救；；；；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倚靠你倚靠你倚靠你倚靠你，，，，就就就就不羞愧不羞愧不羞愧不羞愧。。。。

6但我是但我是但我是但我是蟲蟲蟲蟲，，，，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被被被被眾眾眾眾人羞辱人羞辱人羞辱人羞辱，，，，被百姓藐被百姓藐被百姓藐被百姓藐視視視視。。。。
7凡看凡看凡看凡看見見見見我的都嗤笑我我的都嗤笑我我的都嗤笑我我的都嗤笑我，，，，

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撇嘴撇嘴撇嘴撇嘴搖頭搖頭搖頭搖頭，，，，說說說說：：：：““““
8他把自己交托耶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華華華華，，，，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可以救他吧可以救他吧可以救他吧可以救他吧！！！！耶和耶和耶和耶和

華華華華既喜既喜既喜既喜悅悅悅悅他他他他，，，，可以搭救他吧可以搭救他吧可以搭救他吧可以搭救他吧！！！！””””
9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我在母我在母我在母懷裡懷裡懷裡懷裡，，，，你你你你

就使我有倚靠的心就使我有倚靠的心就使我有倚靠的心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裡裡裡；；；；從從從從我母我母我母我母親親親親生我生我生我生我，，，，你你你你

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神。。。。
11 求你不要求你不要求你不要求你不要遠離遠離遠離遠離我我我我，，，，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急急急急難臨難臨難臨難臨近了近了近了近了，，，，沒沒沒沒有人有人有人有人幫幫幫幫助我助我助我助我。。。。

12

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公牛多公牛多公牛多公牛圍繞圍繞圍繞圍繞我我我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13 它它它它們們們們向我向我向我向我張張張張口口口口，，，，好好好好

像抓撕吼叫的像抓撕吼叫的像抓撕吼叫的像抓撕吼叫的獅獅獅獅子子子子。。。。
14 我如水被倒出我如水被倒出我如水被倒出我如水被倒出來來來來，，，，我的骨我的骨我的骨我的骨頭頭頭頭都都都都脫脫脫脫了了了了節節節節，，，，我心在我我心在我我心在我我心在我

裡裡裡裡面如面如面如面如蠟蠟蠟蠟熔化熔化熔化熔化。。。。
15 我的精力枯乾我的精力枯乾我的精力枯乾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如同瓦片如同瓦片如同瓦片；；；；我的舌我的舌我的舌我的舌頭貼頭貼頭貼頭貼在我牙床上在我牙床上在我牙床上在我牙床上。。。。

你你你你將將將將我安置在死地的我安置在死地的我安置在死地的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塵塵塵土中土中土中土中。。。。
16 犬犬犬犬類圍類圍類圍類圍著我著我著我著我，，，，惡黨環繞惡黨環繞惡黨環繞惡黨環繞我我我我；；；；他他他他們紮們紮們紮們紮了我了我了我了我

的手的手的手的手、、、、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腳腳腳腳。。。。
17我的骨我的骨我的骨我的骨頭頭頭頭，，，，我都能我都能我都能我都能數過數過數過數過，，，，他他他他們們們們瞪著眼看我瞪著眼看我瞪著眼看我瞪著眼看我。。。。

18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分我分我分我分我

的外衣的外衣的外衣的外衣，，，，為為為為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裡裡裡裡衣拈衣拈衣拈衣拈鬮鬮鬮鬮。。。。
19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啊啊啊啊，，，，求你不要求你不要求你不要求你不要遠離遠離遠離遠離我我我我；；；；我的救主啊我的救主啊我的救主啊我的救主啊，，，，

求你快求你快求你快求你快來幫來幫來幫來幫助我助我助我助我！！！！
20求你救我的求你救我的求你救我的求你救我的靈靈靈靈魂魂魂魂脫離脫離脫離脫離刀刀刀刀劍劍劍劍，，，，救我的生命救我的生命救我的生命救我的生命（生命：原文作獨

一者）脫離脫離脫離脫離犬犬犬犬類類類類，，，，
21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脫離獅脫離獅脫離獅脫離獅子的口子的口子的口子的口；；；；你已你已你已你已經應經應經應經應允我允我允我允我，，，，使我使我使我使我脫離脫離脫離脫離野牛的野牛的野牛的野牛的

角角角角。。。。
22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將將將將你的名你的名你的名你的名傳與傳與傳與傳與我的弟兄我的弟兄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在在在在會會會會中我要中我要中我要中我要讚讚讚讚美你美你美你美你。。。。

23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敬畏耶和敬畏耶和敬畏耶和敬畏耶和

華華華華的的的的人要人要人要人要讚讚讚讚美他美他美他美他！！！！雅各的後裔都要雅各的後裔都要雅各的後裔都要雅各的後裔都要榮榮榮榮耀他耀他耀他耀他！！！！以色列的後裔都要以色列的後裔都要以色列的後裔都要以色列的後裔都要懼懼懼懼怕他怕他怕他怕他！！！！
24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他他他他沒沒沒沒有藐有藐有藐有藐視視視視憎憎憎憎惡惡惡惡受苦的人受苦的人受苦的人受苦的人，，，，也也也也沒沒沒沒有向他掩面有向他掩面有向他掩面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那受苦之人呼那受苦之人呼那受苦之人呼籲籲籲籲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候候候候，，，，他就垂他就垂他就垂他就垂聽聽聽聽。。。。
25 我在大我在大我在大我在大會會會會中中中中讚讚讚讚美你的美你的美你的美你的話話話話是是是是從從從從你而你而你而你而來來來來的的的的；；；；我要在敬畏我要在敬畏我要在敬畏我要在敬畏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的人面前的人面前的人面前的人面前還還還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願願願願。。。。
26 謙謙謙謙卑的人必吃得卑的人必吃得卑的人必吃得卑的人必吃得飽飽飽飽足足足足，，，，尋尋尋尋求耶和求耶和求耶和求耶和華華華華的人必的人必的人必的人必

讚讚讚讚美他美他美他美他，，，，願願願願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的心永的心永的心永的心永遠遠遠遠活著活著活著活著。。。。
27 地的四地的四地的四地的四極極極極都要想念耶和都要想念耶和都要想念耶和都要想念耶和華華華華，，，，並並並並且且且且歸順歸順歸順歸順

他他他他；；；；列列列列國國國國的的的的萬萬萬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28 因因因因為國權為國權為國權為國權是耶和是耶和是耶和是耶和華華華華的的的的，，，，他是管理他是管理他是管理他是管理

萬國萬國萬國萬國的的的的。。。。
29 地上一切地上一切地上一切地上一切豐豐豐豐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凡下到凡下到凡下到塵塵塵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土中不能存活自土中不能存活自土中不能存活自

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30 他必有後裔事奉他他必有後裔事奉他他必有後裔事奉他他必有後裔事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主所行的事必主所行的事必主所行的事必傳傳傳傳

與與與與後代後代後代後代；；；；
31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必必必必來來來來把他的公把他的公把他的公把他的公義傳給將義傳給將義傳給將義傳給將要生的民要生的民要生的民要生的民，，，，言明言明言明言明這這這這事是他所行的事是他所行的事是他所行的事是他所行的。。。。 

10
 願主在他的話上加添祝福。我要利用今早這個機會，用五個詞，圍

繞這五個詞，盡力對你們今早來敬拜的人表達我心裡的東西。我要用這

五個詞：“降生降生降生降生、、、、受死受死受死受死、、、、埋葬埋葬埋葬埋葬、、、、復復復復活活活活、、、、再再再再來來來來。。。。” 

11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  
57
 親愛的神，你看見這裡的每顆心，你知道每個人的動機和目的。我

祈求你的憐憫。神啊，求你應允，向這些人顯明你的憐憫。他們今天早

上來敬拜你。他們來這個地方聽你的道，我們已經說過，你活在地上時，

從來沒有一個人的生命象你。你的死，你是唯一能那樣死的人。當你埋

葬時，你帶去我們一切罪愆，你身上背負眾人的罪孽。你把它們帶到神

不再紀念的海洋裡。但是你復活了，使我們白白稱義，永脫罪權勢。我

們今天站在這裡等候你的再來。 
59
 神啊，祝福他們。幫助我們。我們曉得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因為

末日就在門口了。按照科學家的說法，在一個小時之內，各個國家就可

能不復存在。神啊，我們祈求，在這個復活節早上，我們站在主再來的

前沿，教會的希望上。成千上萬的信徒正躺在塵土中，等候那個時刻，

他們的靈魂在祭壇下，呼喊：“主啊，要等到幾時呢？要等到幾時呢？”

［啟 5:9-10］神啊，我祈求你對我們說話。讓我們記住，不管我們在地上做

了什麼事，都是很渺小的。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候你的再來，

告訴每個人。信息是緊急的。願我們趕快把信息告訴人，你可能隨時會

來。在他們所說的那些炸彈、導彈，成千上萬的炸彈象雨一樣在一分鐘

之內落在地上，在這事發生前，主啊，你應許要來救你的子民。主啊，

是這樣的，在那個時刻之前，必有一次復活或教會的復活；從這個有罪

的生命通過基督復活進入那永恆的生命中。垂聽我們的禱告。 
60
 今天，當我們進入另一場事奉，進入主日學教導，主啊，請再次說

話，願許多人的心得到特別的溫暖。願他們今天上午，這個復活節上午，

一群群地進入水池中，與主耶穌一同埋葬，接受這祭物［羅 6:3］。不管他

們屬於什麼教會，或他們與哪個教派團契，那說明不了什麼。他們接受

了那個祭物嗎？他們是否承認他們沒有任何良善，耶穌是唯一良善的那

位？耶穌在我們的位置上為我們死了。他帶去了我們的罪，埋葬了那些

罪，我們在他裡面。我們的教會不能埋葬我們的罪；我們自己的生命不

能埋葬我們的罪；但是基督把我們的罪埋在神不再紀念的海洋裡。神啊，

願這些事在你眼裡得到榮耀。 
61
 今天晚上，主啊，願你帶著復活的大能來到，震動這個小小的地方，

似乎它從未被震動過一樣。願神跡奇事出現。主啊，再次顯現，就像幾

個星期前一樣，病痛的人奇跡般地得了醫治。主啊，我們祈求為了你的

榮耀，今晚這事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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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我亦必在其內。”為什麼？我得到了收據。他復活了。你怎麼知道？

他活在我心裡。他活在相信他的教會的心裡。 
51
 朋友們，想一想。我們一會兒回來，水池就會預備好，裡面有洗禮

事奉用的溫水。讓我們現在低頭禱告。 

 今天我很想知道，在我們中間是否有人，或是有很多人還沒有充足

地感激這祭物，接受它，你願意在禱告中被紀念，願神特別對你的心說

話，使你接受他的獻祭，潔淨你的靈魂。 
53
 記住，今天我們慶祝，不只是因這是戴新帽穿新衣的時候，那是沒

問題的；那是新事物的象徵，神行了新事。那是沒問題的。不只是那些

事。復活節不是那個意思，或獵復活節兔子、彩蛋、小白雞等等，弟兄，

那跟復活節無關。 

 復活節是一個勝利；那是神賜給地上的勝利，他把他兒子從死裡復

活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55
 復活能發生在你裡面。如果你還沒有得到，今天早上你願意向神舉

手，在你低頭時，請這樣說：“神啊，紀念我，願那復活的生命住在我

心裡。”你們願意舉手，說“伯蘭罕弟兄，當我舉手時，請為我禱告”

嗎？主祝福你。神祝福你。還有其他的人要舉手，說“弟兄，請為我禱

告，我要接受這復活的生命”嗎？ 

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復活，（在我們唱歌時，請想一想。） 

 大榮耀光輝燦爛何等快樂！ 

 蒙揀選得勝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會，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如果你還不確定，請馬上弄清楚。）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  

 故我們應當從早到晚為主殷勤工作，（在你們唱的時候） 

 歡喜傳揚…… 

現在，你們是基督徒的，願意向神立志要殷勤工作，有人向神舉手了。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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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詩人在寫這首歌的時候，在他的歌中很好地表達了我所要說的。 

 降生，他愛我。受死，他救我。 

 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 

 復活，他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 

 一日他再來，我得福無邊。 
12
 從來沒有一個人能活出象耶穌那樣的生命，因為當他出生時，他是

神在肉身顯現［提前 3:16］。他是父神本體的真像［來 1:3］。父神既然是愛，

那麼耶穌就是愛的全備表達。從他第一次伸出小小的嬰兒的手，撫摸媽

媽美麗的面頰時，他就是愛。他是愛。 

 我想今天還有許多人不知道耶穌是愛。“神就是愛，凡有愛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約一 4:7］ 

 “神愛世人，（就是那不可愛的，）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15 當耶穌在世上時，他在各個方面都表現了他的愛，毫無疑問，他是

世上最有愛心的人。我相信他在世上的生命中表現了神。神能顯明給世

人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愛。 

 當一個婦人，也許是耶穌那時代最卑賤的一個婦人，被帶到他面前

時，他就很好地表現了這點。婦人在行淫時被抓住，人們發現她犯罪了，

她無法脫罪。眾人拖她到耶穌面前，說：“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約

8:3-11］ 

 耶穌轉身對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他沒有把婦人丟到街上，沒讓那些人象一群狼一樣把婦人拖出去，用石

頭打死她，耶穌柔和、良善的愛心，他降卑進到婦人所犯的罪裡，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了。” 

18
 耶穌在去拉撒路墳墓的路上，我想這是耶穌另一次表現了神對人類

的愛。他不僅能赦免人所犯的最卑賤的罪，以他寬恕的愛除去罪，使其

成為無罪，而且當死亡把我們拘禁在寂靜中時，他仍然關心我們。我相

信在耶穌在馬大和馬利亞那裡的路上，當他來到那個墳墓，死亡把一個

可愛的生命拘禁在那裡面，這時耶穌很好地表現了愛。在他去墳墓的路

上，他是神，知道神要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知道父已經告訴他，他的

話裡有能力叫死人從墳墓裡復活過來；然而當他看到馬大和馬利亞以及

那些愛拉撒路的人在哭，聖經說耶穌哭了［約 11:33-35］。那是什麼？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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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愛。當他看到這些，知道他的朋友們在痛苦中，他與他們一同痛

苦。 
19
 我很高興地知道，能夠在心碎的人中間找到他。在我們悲痛時，他

不是會離開我們的人。當一切都失敗了，世上的最後希望也到了盡頭，

他就站在我們身邊，他仍然是神，他愛我們。他是神的表達。 

 哦！我相信他多麼盼望他的子民被他的靈膏抹，使我們在試煉與患

難中能彼此看顧，表達主的同情，從我們這由聖靈所生的心裡流露出來，

在教會裡表達永生神的愛。這很好地體現了他所說的，或詩人說的：降

生，他愛我。 
21
 耶穌向全人類所做的體現了神在耶穌基督裡表現他自己的方式。他

向人類表達了他的主張，赦免病愛那些不可愛的人。在這個復活節早上，

我想我們在這點上是何等的缺乏。我們可以愛那些愛我們的，但耶穌愛

那些不愛他的人。 

 他是臨到地上的愛的最偉大、最初的代表，被住在地上的，他所愛

的人藐視。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愛；沒有人能像他那樣被人憎恨。人們憎

恨他，藐視他，棄絕他，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的愛。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

的時候，人們嗤笑他，他在地上的一生，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他赦

免人的罪，醫治病人，行善事。站在旁邊戲弄他的人吐口水在他的臉上，

他在十字架上最後的一口氣，他心裡充滿愛地喊：“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 
23
 他能理解。因他是神，他能理解。那就是為什麼當我們不可愛時，

他能愛我們，因為他是神，他明白。“降生，他愛我。”沒有一個生命

活著像他，因為他是包在愛裡。 

 受死，他救我。死亡，當耶和華神在伊甸園裡要求……罪的工價乃

是死，不可能有改變［羅 6:23］。不可能有別的方式來取代。因為神是至高

的，是無限的，是天地的審判者。罪的工價乃是死，沒有人能為別人償

付這工價。因為每個人，雖然他可以為別人死，但他從一開始就是有罪

的。我們沒有人能幫別人，因為我們都犯了罪。我們都是在罪裡生的，

在罪孽裡成形的，來到世上說謊話［詩 51:5］。沒有一點兒希望。我們被神

定了死罪，每個在地上動的人都在這個定罪之下。可能有義人興起行大

事，但他從一開始就是罪人。 
25
 只有一個辦法能償付這個工價，那就是神自己替我們死。神是個靈［

約 4:24］，不能死，但他下到一個肉身中，在一個充滿愛的生命裡表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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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他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 
46
 罪被赦免了。若沒有復活，這一切祭物都是虛構的，這一切祭物都

失效了。但在復活節早上，他復活了，神證實他接受了這祭物。難怪它

帶給我心裡一個“哈利路亞”。難怪它能使人面對死亡站立，能使人從

無變有［羅 4:17］。因為什麼？“復活，他使我稱義。”你怎麼知道他復活

了？因為他在我心裡復活了：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 
47
 四十天後，耶穌站在那裡，對他的兒女說話，地心引力開始失去作

用[徒 1:9]。工作已經完成了。工價已經付清了。他手裡拿著收據。那是神

的收據。他有兒女，就是教會——那些信徒。已經勝過了所有的罪。路

已經通了。地不能再吸住他。是什麼把我們吸在地上？地心引力。地心

引力開始消失，它失去了控制力。為什麼？全都結束了。發生什麼事？

耶穌開始從地上升。 
48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這話從他嘴唇出來：“你

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

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因為我

活著……地心引力已經被我打破了。罪沒有控制力了；我為你們死了。

神證明了這事，給了我復活的收據。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有一

天我必要再來。”［可 16:15-18;約 14:19,3］ 
49
 有一天他要再來，哦，榮耀的日子。那時……降生，受死，埋葬，

復活，再來，是今天教會的希望。 

 降生，他愛我。受死，他救我。 

 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 

 復活，他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 

 一日他要再來，我得福無邊。 

那是什麼？在這五個字母裡有五樣東西：J-e-s-u-s。 

 降生，他愛我。受死，他救我。 

 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 

 復活，他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 

 一日他要再來，我得福無邊。 

我們正仰望他的第二次再來。“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復活，大

榮耀光輝燦爛何等快樂！蒙揀選得勝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會，在那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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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但是，哦，在那個復活節，“他復活，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 

  降生，他愛我。受死，他救我。 

  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很好！） 

  復活，他使我稱義…… 

 復活是什麼？那是神的收據，表明賬已經結了。“復活，他使我稱

義，永脫罪權勢。”哦，那是怎樣的救主，他復活了。神做了什麼事呢？

人可以受苦，人可以死去，可以被埋葬。但復活卻是這些事中最偉大的，

因為那是神的簽名，“我的律法得到了滿足；我的要求因他得了滿足。”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復活，他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讚美他神聖

的名！ 
44
 難怪它帶來情感，難怪人的心無法控制。哦，我們有得勝的信心，

可以站在那邊，說：“我們被白白地稱義了。”［羅 3:24］因為耶穌死了，

埋葬了，在復活節早上神叫他從死裡復活了。然後神顯明耶穌所做的一

切都被悅納了。一切都付清了，你現在可以自由地走了。“復活，他使

我稱義，永脫罪權勢。”哦，沒有人能知道、能想像他復活的那個偉大

日子，天使看見了，天使在高天之上唱歌讚美神，歡呼喜樂，舊約的聖

徒也在樂園呼喊，“哈利路亞！”“復活，他使我稱義。”天震動了，

地震動了，樂園震動了，陰間也震動了，那偉大的聲音從耶穌復活的墳

墓裡發出來。“復活，他使我稱義，永脫罪權勢。”哦！ 
45
 在基督裡死了的聖徒可以唱這首歌，我們從這裡看到那奇異的恩典，

神所做的事顯明神蓋了印的簽名，“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要從死裡復活，與你們同在，甚至在你們裡面，

直到世界的末了，作為證實和確認，神所說的是真的，我所說的也是真

的。”［約 14:19;太 28:20］耶穌說：“我要以聖靈的樣式來。我要與你們同

住，與你們永遠同在。”這樣，心裡有這復活盼望的聖徒可以唱這首歌： 

 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復活， 

 大榮耀光輝燦爛何等快樂！ 

 蒙揀選得勝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會，（帶著完全的保障，帶著神的

印，帶著神自己寫的收據）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內。 

哦，難怪他們說： 

 降生，他愛我。受死，他救我。 

 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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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以他一切的良善，甘願獻上作為至高的祭物，叫他可以除去罪性。

我們所有人都是罪人，世上沒有別的路讓我們得救，耶穌來不只是要讓

人看見，他是來作為祭物死的。 

 亞伯表達了這點，他獻祭給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來 11:4］；他用葡

萄藤纏在羊的脖子上，把小羊羔帶到一塊石頭邊。他把小羊按倒在石頭

上，把羊的下巴拉過來，用一塊石頭擊打羊的喉嚨；小羊咩咩叫，死了，

血噴出來，白毛被血染紅了。亞伯見證了各各他。 
27
 神的羔羊是從創世前被殺的，他來代替人的罪，受擊打，被壓傷，

被戲弄，被嘲笑。沒有人，只有神自己能承受這樣的死，他染血的頭髮

垂在肩上，血滴在地上，表明罪是多麼恐怖的東西，他必須死去，才能

救人脫離罪的生命。沒有人能那樣死。沒有人能承受那樣的死。經上說，

當兵丁紮他的肋旁時，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約 19:34］。 
28
 不久前，我對某個人說起這事。是一個科學家這樣說：“耶穌的死

只有一個解答。他不是因為羅馬兵丁的槍死的；他死也不是因為流盡了

血，因為他身體裡仍然有血。他死的原因不是因為羅馬兵丁的槍，不是

因釘在他手上的釘子，也不是因他們戴在他頭上的荊棘冠冕。因為他是

死於憂傷，因為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 1:11］。他是

傷心而死的。他知道他受死要拯救的人們卻吐口水在他臉上，他被人所

棄絕。” 
29
 在這事發生前八百年，大衛用耶穌在各各他喊出的同樣聲音喊著：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罪是多麼可怕的東西啊！它把我們與神隔絕。耶穌是那為我們的罪

必須獻上的贖罪祭。他被隔離了神的面，罪隔開了他。神把我們的罪都

歸在他身上，他與神隔絕了，那就是為什麼他喊著：“為什麼離棄我？”

因為他被離棄，站在這位置上，看見他的子民，就是他來做他們的救主，

為他們獻上自己生命的人，他們棄絕他。這使他非常悲痛，以至他心碎

了，血和水與他身體的其它化學物質分開了。 
31
 人永遠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那就是不可能有其他人能那樣死的原

因。我不管你可能受了多少的折磨，他們怎麼把你的腳放在足枷中，把

你鋸成一寸寸，或一寸寸地把你燒死；你也不能像他那樣死去，因為你

的本性跟他不一樣。他必須是神。他的本性必須是超過人的。神死了。

他死于心碎，為世人那麼憂傷，甚至在他的身體裡發生了化學反應，這



6 降生 受死 埋葬 復活 再來 

 

不可能發生在你身上。你不能承受那樣的事。你無法有那樣的憂傷。只

有一位能那麼做，他做到了。 
32
 掛在那裡，他那寶貴的一生除了知道愛和行善事，不知別的，他掛

在天地之間，被舉在那裡，被脫光衣服，羞辱……想想你被脫光衣服，

會怎麼樣；你不知道神掛在那裡，那是怎樣的羞辱。我知道耶穌釘十字

架的像上有一點衣服，好像是他們加了一些衣服在他身上，但事實上沒

有；那只是因為藝術家加了一些衣服在上面。他們脫光了他的衣服。他

有一件袍子，他們把它從耶穌身上撕下來，為他的內衣拈鬮［太 27:35］。

他被羞辱到了極點。然而作為神，他必須忍受，罪人吐口水在他臉上。

然而他有深深的憐憫，他必須被脫光衣服，在眾人面前死去。這樣的結

果發生在他身上，使他身體裡的血和水分開了。難怪……我想詩人這樣

說時很好地表達了： 

 裂開的磐石和黑暗的天， 

 我的救主低頭死了， 

 裂開的幔子啟示了道路 

 通往天堂的喜樂和無窮的年日。 
33
 肯定的，耶穌必須那樣做。幔子掛在神與人中間，那裂開的幔子啟

示了通往天堂喜樂和無窮年日的道路。各各他表明的東西，超過了我們

所能表達的。肯定的。 

 降生，他愛我。受死，他救我。 

 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 

它已經被定罪了，罪沒有權勢了。當耶穌在十字架上喊：“成了。”罪

的權勢就結束了。它死了，它完蛋了，它沒有權勢，沒有生命了。會眾

們，想想吧。罪是人類的仇敵，它已經死了，沒有生命，不再有影響了。

它不能做什麼。太陽關閉它的光芒，星星不發光，大地變得黑暗，一切

都被贖回了。 

罪已經死了，被埋葬了；它沒有生命了。它裡面沒有生命了，必須被埋

葬。什麼被埋葬了？神的身體被埋葬了，因為那是贖罪祭。它是被燒掉

的羔羊；它被罪惡的火燒掉。那無罪的羔羊不知道罪，神沒有錯誤，他

的生命獻上了，那裡掛著贖罪祭。“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他必

須被埋葬。這身體，贖罪祭必須被埋葬。 
36
 那就是為什麼過一會兒，你們要一個一個下到水池裡奉耶穌基督的

名受洗的原因。為什麼呢？有件事發生了。當耶穌大聲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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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從他身體出來，我們身上的罪已經受到了譴責。我們必須把它埋

葬，不再紀念了。我很高興是那樣的。 

 任何東西被埋葬時，它都是被藏起來了，看不見它。“埋葬，他帶

去我一切罪愆。”神再也看不見我們的罪了，因為它們被埋葬了。它們

被埋在哪裡？埋在神不再紀念的海洋裡。想一想，一個不再紀念的海洋。

神不能再記起那些罪，因為它們死了又埋葬了。它甚至是不能再被記起

了。它們不在神的記憶中了。 
38
 耶穌也是在這個埋葬中，他代表了舊約裡的……以色列人有兩隻羊。

他們在潔淨聖所時要有贖罪祭。他們帶來兩隻山羊作贖罪祭，其中一隻

山羊被殺了；另一隻山羊帶著罪，被殺山羊身上的罪被放到了這只活著

的山羊身上［利 16:5-9］。 

 記住，耶穌是綿羊，他是羔羊，但在這件事中他成了山羊；他是義

的，因為他是神，是綿羊。但他成了山羊，罪，讓他可以成為你我的贖

罪祭：從一隻綿羊成了一隻山羊。 
40
 這兩隻動物，這兩隻山羊都預表了耶穌。第一隻山羊死了，它作為

贖罪祭死了；第二隻山羊，罪從贖罪羊身上放到了替罪羊身上，替罪羊

帶去眾人的罪，背負眾人的罪走到遠遠的曠野。那是什麼？那是我們主

耶穌的死和埋葬。“受死……降生，他愛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

帶去我一切罪愆。”他把眾人的罪都歸在他自己身上，帶著這些罪，徑

直下到地獄的最深處。他是贖罪的祭，他背負眾人的罪，他為我們而死。

眾人的罪被歸在他身上，他把我們的罪帶得遠遠的，遠得神再也看不見

了。想一想吧。哦，教會可以因這麼一位救主而呼喊：“哈利路亞！” 
41
 我們的罪不但被赦免了，而且被埋在不再紀念的海洋裡，不再被紀

念了。“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它們不再被紀念了，因為它們已

經死了，神看不見它們了。它們已經癱瘓了，已經離開了，被帶走了。

神不紀念它們了。那是什麼？知道我們的罪永不再被紀念了，教會應該

在今天早上歡呼。它們被放在神不再紀念的海洋裡，被放在墳墓裡，沒

有任何的復活。它們永遠死了，被遺忘了，好像它們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一樣。 

 “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帶去我一切罪愆。”耶穌把它們帶走了，

帶到了神不再紀念的海洋裡。哦，我們知道這些事情在我們中間是確信

的，它們絕對是真理。它們是神的真理。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人無法表達

的。我們對這些事無法表達我們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