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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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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他。那一刻，他的脈搏停止了。他的脈搏…… 眼睛翻白，就昏倒在臺

上。 

 這話筒還開著嗎？請你們聽我講。有位年輕的福音傳道人，正在印

第安那州講道，一小時前昏倒在臺上，死了；他正在講道，就朝前跌倒，

死在臺上，一位著名的傳道人，正在印第安那州講道。牧師剛剛來，打

電話給我。他死時，正在聖靈的恩膏下講道，就朝前跌倒，眼睛翻白，

呼吸停止了。人宣佈他已死，躺在那裡有一個小時。有樣東西告訴他們

打電話給教會，讓我為之禱告。所以，我就奉主耶穌的名發出禱告，把

他領回來。 

 願你們憑信心同我一起，使它不致偏離目標，將他領回來。謝謝你

們。神與你們同在，直到星期三晚上再見。你們從佐治亞州附近來的人，

再見。神與你們同在。牧師弟兄， 

 ［原注:伯蘭罕弟兄說話,為別人禱告。］我獻上這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原注:話不很清楚。］你們全都在一起嗎？［原注:伯蘭罕弟兄問候會眾。］謝謝你的賀

卡。很高興見到你們都在這裡。很高興見到你。哦，是這樣嗎？［原注:話

不很清楚。］很高興見到你，你好嗎？你好嗎？弟兄。是的，怎麼說？那很

好，好極了。呐，他們得到一個特別的場所。今早你在這兒嗎？好的，

真高興。那姐妹真不錯啊。神祝福你和你丈夫，還有你的孩子們。再見，

小寶貝。神祝福你，小寶貝。謝謝你，先生。謝謝你。我很高興你們在

這裡。能跟你們在一起，一同敬拜神，真讓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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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哦，我總愛說，像我以前說的，“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

去，’我就歡喜［詩 122:1］。”我相信大衛曾經這麼描述過，“我們往耶

和華的殿去。”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地方比在主的殿更好的了，你們說呢？ 

   呐，今晚我們…… 我們這裡有些朋友是從佐治亞州沿路過來的。他

們可能是晚上吃完飯開車過來的。這樣我們可以…… 有些人是從很遠的

南部來的，我希望你們能留下來。我們還有一些房間你們可以住。 

   然後，星期三晚上我們要繼續查考，若主願意，下星期天再接著查

考。 
4
 謝陶奎的聚會 6 號開始。所以，你們有打算休假的話，我們期待著

在謝陶奎度過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在那裡我們一直都過得很愉快。人

數不會像我們有時舉辦的聚會那麼多。大概能容納，我想，能容納一萬

人，沒問題。但是去年，我想通常大約有七千人，大概這麼多。人在那

裡是擠擠的，但還有許多空位，還可以擺很多位子。所以，我們正期待

著這場聚會。 
5
 很高興看到我們許多傳道人弟兄在這裡。我老記不起他的名來，是

位宣教士，休默斯弟兄。還有休默斯姐妹，你坐在這裡嗎？還有小孩子

們，我們很高興他們在這裡，一位宣教士。還有其他人，派特弟兄，道

頓弟兄，哦，這麼多弟兄，畢勒弟兄。剛才我看到柯林斯弟兄。哦，要

一個一個叫出來可真有點難。是的，我們非常高興今晚你們來到主的家

中。 

   就在我們開始教導神的道之前，這位極寶貴的內維爾弟兄坐在我後

面跟我一起禱告。今晚很高興見到你，查理，還有內莉姐妹和孩子們。

這是…… 教導聖經通常是很…… 哦，威爾奇弟兄，我剛才還在到處找，

哦現在看到你坐在後面了。 
6
 教導聖經通常看起來安全，其實是有些危險的，你知道，正如我們

所說的，如履薄冰。但我們感到，也許這時候講這點，可能有助於把教

會帶到一個地步，我想，它能使我們徹底明白在耶穌基督裡我們所處的

位子。有時候，我覺得佈道真是很美妙，畢勒弟兄，但我相信，有時候

教導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對教會來說。 
   呐，傳福音通常是要得著罪人，藉著道使他受責備。但是教導卻能

將他定位。我們永遠不能正確地擁有信心，除非我們曉得自己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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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呐，如果美國，這個美麗的國家，派遣我去俄國，擔任駐俄國大使，

如果他們正式派遣我去俄國，那麼，美國所擁有的一切勢力都會作我的

後盾。如果我被確認為美國大使，我說的話就等同於美國要說的。 

所以，如果神差遣我們作他的大使，天上的一切權柄，神的一切，

他所有的天使和所有的權柄，都必為我們所說的話作後盾，如果我們是

神真正委派並差遣到人們中間的使者。神必定尊重他的道，因為他嚴肅

地寫下了這話，說，“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

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哦，

神賜給教會的是多大的應許啊！ 
9
 呐，我在這裡，那天以後，我想我在這裡講過，你們今早許多人都

聽過，我儘量以樸實簡單的方式來講解我所看到的天堂的異象。 

不管怎樣，我決不會懷疑人跟我說的神告訴他們的話。我寧願相信；

即使我沒有看到有關的經文，我仍然願意相信弟兄說的話。我會一直持

守在聖經裡，但我仍然願意相信，可能是弟兄在某方面誤解了，可能他

有點把那件事搞混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是我的弟兄。 
11
 要是有什麼東西在我心裡燃燒，我希望在將來的年日裡永遠不離開

我，那件事發生在上個星期天，一個星期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發生在

我身上的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我不懼怕了。我對死沒有絲毫

懼怕了。死一點也不可怕了。如果你能知道，你也不會懼怕了。呐，也

許……你經歷了之後，才能明白，因為無法解釋它。你找不到字眼，它

不在英文字典裡，也不在其它字典裡；因為它在永恆裡：沒有昨天，沒

有明天，它總是現在時。不會這樣，“我覺得非常好，”一小時以後，

“我覺得不太好，”再過一小時，“又覺得好了。”它總是現在時（明

白嗎？）永不止息，只有那種榮耀的平安，等等。 
12
 那裡不可能有罪；不可能有嫉妒；不可能有疾病；這些東西永遠不

能到達天堂的彼岸。如果我有特權說這件事，呐，也許我沒有…… 如果

我沒有，那我求神赦免我。但如果我有特權，我要說神把我提上去見到

的那些事，是指第一層天。然而我也相信，聖經中提到一個人，我相信

他名叫保羅，他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林後 12:2-4］。如果第一層天就有這

麼榮耀，那第三層天又會是什麼樣子呢？難怪保羅十四年之久不能說這

件事。他說他不知道是在身內，還是在身外。呐，我不是要搶他的職分，

或者把我們的與他相比，但我可以跟這位偉大的使徒一同說：我不知道

是在身內，還是在身外。我唯一能說的，就是它跟我現在看到你們一樣

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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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整夜都在釣魚，什麼也沒釣到。第二天早上，我們在一個小灣

裡釣翻車魚，那是一種小魚。賴爾弟兄有一根大釣魚竿，他讓一條小翻

車魚吃鉤，吞下他的大魚鉤，當他拉竿時，魚繩被吞下一大截，大魚鉤

就跑到魚肚子裡了。當他拉起來時，就把翻車魚的內臟什麼的全拉了出

來，那些東西都被拉出來了，因為大魚鉤勾住了魚的肚子。他拉出鉤來，

把魚扔在水裡，魚翻了四、五下，就死了；因為內臟和鰓都跑到嘴巴外

面。那魚浮在水上約有半個小時，就漂到蘆葦叢裡。 
151
 我坐在那裡釣魚，忽然間聖靈臨到，說：“對那魚說話。” 

 我說：“小魚啊，耶穌基督重新賜給你生命。”那條浮在水面上已

死的小魚，翻一個身，噗啦一下，飛快地鑽入水裡。 

 賴爾弟兄，伍德弟兄就坐在這兒。賴爾弟兄說:“伯蘭罕弟兄，那是
為我的緣故嗎？因為我對那條小魚說,”我說:“不。”他說，當他拉出魚
內臟，把魚扔在水裡時，他好像這樣說:“小傢伙，是你自找苦吃的。”
把魚一扔。他說:“是指我嗎？” 
 我說：“不，賴爾弟兄，不是指你。” 

 班克斯弟兄坐在後面，說:“世上會有多少人，幾千幾萬的人，喜愛
站在我們現在所站的地方，目睹神的大能降臨，行出如此的奇事啊？”

換句話說，就像彼得那樣，我相信我們都有同感，他說,“在這裡真好。
我們可以搭三座棚。”沒錯。 
152
 呐，賴爾弟兄，你現在正受聖靈的恩膏。你已經從埃及出來；埃及

的大蒜鍋和世界的污穢拋在後面了。你現在正站在約旦河邊，只要跨過

去。願神帶你過去。 

 全能的神，這些是你的戰利品。主啊，他確實處在可怕的困境中，

但我的心為他而戰。我們的禱告要擊中對面那個呼嘯而來的暴風，因為

正是這個轄制他，它已經離開了，已經被打碎了，現在他正走下約旦河。

主啊，帶他到應許之地，從會眾中給他蓋上印，在那個榮耀的日子，讓

我們在那邊相會，願我能感到他手臂的溫暖在呼喊說：“我寶貴的弟兄。”

我也知道，主啊，帶班克斯和他同去；帶他的爸爸，媽媽，他們所有人，

姐妹，整個大家庭同去，好嗎？願我們都在那邊相會，主啊，願他們每

個人都充滿聖靈。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你一定會得到的，弟兄。神祝福你，弟兄。什麼事？弟兄。 
153 有個長途電話來，說有人快死了；我先把聚會交給內維爾弟兄。 

 ［原注:內維爾弟兄說話,領會眾作解散聚會的禱告。伯蘭罕弟兄返回來說話。］ 

 有個年輕傳道人昏倒在臺上，死了。所以我們甩出信心的石子。今

晚求主應允。他是個很好的人，所以，我奉耶穌基督的名發出禱告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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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耶穌（J-E-S-U-S）。對耶穌的信心。他可是個神射手。必定

會擊中目標；今晚，我們要藉著這個禱告追殺那個關節炎，願神賜給你

醫治。 

 她想奉主耶穌的名受洗？你要她受洗嗎？謝謝你，姐妹。不是因為

那個方式，不是的。呐，如果聖經支持用父子聖靈的名受洗，我就相信

它，並跟你所看見的那樣去作。我不想要與眾不同。我是要…… 我不

願…… 但我要為此負責。你明白嗎？我必須照經文所說的那樣去說，不

是要與眾不同，而是要誠實。 
148
 父啊，我們現在為著她的親人而來。她得了關節炎，姐妹要她奉主

耶穌的名受洗，因為那是入口；是敞開的大門。約書亞就是在那裡開闢

了一條進入應許之地的路。不會有兩、三條敞開的路；只有一條路。 

 五旬節那日，當教會第一次奠基時，敞開了一條路，彼得說：“你

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他們從未偏離過同一條路；每

個人都進入了應許之地。其中有些人想從別的水塘越過去，保羅就問他

說：“你們受的是什麼洗呢？你們想從哪裡趟過去呢？” 

 他們說：“在約翰所能看到的地方。” 

 他說：“哦，約翰單是指著那時刻和那地方。”他們聽完這話，就

受洗，越過那正確的水塘，進入聖靈的生命裡。 

 請應允我們的姐妹和她的親人，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149
 賴爾弟兄，哦，是的。那個主所賜的異象？現在都已經過去了。神

祝福你。你正在走向應許之地的路上，弟兄。 

 這裡有多少人還記得，在這個事工被我確認之前，有天我和一個人

到河邊或湖邊釣魚？我釣到幾條小魚，後來聖靈臨到我。有個大人物在

那裡，他曾是耶和華見證人的信徒。他兄弟班克斯·伍德現在就坐在這裡。

他也坐在這裡，就是賴爾，他是我的鄰居。這幫人都是耶和華見證人的

信徒。他們說，有一天我們在那裡釣魚。這小夥子剛悔改信主，我說出

在他生活中的一些事，所發生過的事和它們的來龍去脈，這些事他現在

跟我講了，他現在已經明白他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沒錯。讚美主。絕對

沒錯。他父親聽過這些事。他現在在會堂裡嗎？他和他妻子都在這個池

子裡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作見證。當時，這人就坐在我的弟兄旁邊。 
150
 班克斯，你坐在哪裡？他在裡面嗎？在後面的角落裡。好。那時我

們正在釣魚。弟兄，我的小兒子弄死了一隻小貓，我想是在那之前的幾

天前弄死的。一隻老母貓產了一窩小貓，他抓著一隻小貓，掉在地上。

我心想，我說：“早一天主說要復活一個小生命，是這個嗎？賴爾。”

還站在寒冷的外面，我說：“那是主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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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一直都很納悶，要是我經過時，看到一朵小雲飄過來，一個靈，

然後說：“有弟兄姐妹過來了，是查理和內莉。而斯賓塞弟兄和姐妹到

那裡去了。”這點一直使我困惑。如果我的眼睛在墳墓裡蛀了爛了；如

果我的耳朵沒了、再也不能聽了；如果我的血都流幹了，人用香料把我

熏了；或沉入水裡或葬在土裡；我的大腦智慧，所有腦細胞都死了，那

麼，我會成什麼樣呢，不就是一個飄來飄去的靈嗎？這點搞得我疲憊不

堪。我多麼想對他們說：“你好，派特弟兄，哦，很高興見到你。你好，

內維爾弟兄，我多麼想見到你啊。”但是我想：“可是，如果我沒有東

西用來看，沒有嘴巴用來說，它們都爛掉了，變成塵土了，我還怎麼能

說：‘你好，派特弟兄,’‘你好，內維爾弟兄’或‘嘿，查理？’” 
14
 但現在我知道那是不對的。我要說的與經文並不矛盾，因為經上記

著說，“這地上的帳棚若是拆毀了，我們已經有一個在等候著。”［林後

5:1］另一個帳棚，它有眼睛、耳朵、嘴唇、和大腦智慧。這地上的帳棚若

是拆毀了，就會得到一個身體，有感覺、也能說話。 

呐，現在我正好想到這點。摩西，他死了並埋葬了，無人知道他的

墳墓，已經有八百年了；以利亞，五百年前也已經到天上去了。但在變

形山上，他們顯現了，與耶穌說話。 
16
 撒母耳死後至少有三到五年，隱多珥的巫婆招他上來，一見到就臉

伏於地，說：“你欺哄了我，因為你自己就是掃羅。”她說：“因為我

看見神了。”她是個異教徒，（你們瞧？）“我看見有神從地裡上來［撒

上 28:12-13］。” 

然而，掃羅卻看不見他，就問：“他長得怎麼樣？給我描繪一下。”

她說：“他長得瘦，肩上披著長衣。” 

掃羅說：“那是先知撒母耳；請帶他到我這裡來。”我要你們注意，

撒母耳的特徵一點也沒失去。他仍然是先知；他準確地告訴掃羅第二天

要發生的事。 

所以你們看，當我們在陰間哀傷哭號時，死亡並不能完全削弱我們。

死亡只是改變我們的居所。它把我們從一處帶到另一處。什麼是年齡？

如果我多活一個小時，我就比許多十六歲的人活得長；也比許多五歲的

人活得長。年齡不算什麼。我們坐在這裡，目的是要做一些事。 
20
 呐，你看，許多可愛的母親坐在這裡，親切、和藹，有些已經六、

七十歲了，她們說：“哦，伯蘭罕弟兄，呐，我做了什麼事呢？”你們

撫養孩子，做你們該做的事。 

 或許坐在這裡的哪位大爺說：“哦，我一直在種地；我一直做這事。

我從未傳過福音。”但你做了神差你去做的事，這是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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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昨天，在跟一位老醫生講話，他是我的一位醫生朋友，很要好的朋

友，八十多歲了。他的弟媳婦今晚也在會堂裡，她對老醫生總有那麼一

點掛慮。我過去看他。當我一跟他說話，他就來勁了，跟我講很多年前

去科羅拉多州打獵的事，正是我打獵的同一個地方。他講得興高采烈，

我問：“醫生，你行醫有多久了？” 

 他說：“從你吃奶的時候就開始了。”我接著又問他,他說:“好幾次，
我是駕著馬車去行醫的，我把行囊連同馬鞍往馬背上一放，背著小背包

步行。” 

 我說：“我知道，你沿著小河邊走，半夜兩點，帶著手電筒到處在

找那房子，因為有小孩子肚子痛，或是母親正要生孩子。 

 他說：“沒錯。” 
25
 我說：“你知道，醫生，我相信，當你越過這必死和不死的分界線

時，神必為那些像你這樣為人服務的好醫生預備一個地方。” 

 他的眼裡滿了淚水；他舉起虛弱的雙手，說：“弟兄，我希望是這

樣。”人離世後，神照他的為人審判他的靈魂。 

 後來，我給了他這節讓他滿意的經文。很多時候，我們設法幫助人，

在夜裡幫他在黝黑、泥濘的田裡耕地，可能一分錢也得不到，但沒關係。

我說：“耶穌在經上說：‘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這絕對沒錯。 
28
 今晚，如果神允許，我們要對教會傳講這三個教導：如何去仰望；

仰望什麼；我們是什麼。我們要從保羅寫給以弗所人的書信第一章開始。

這三次經文查考，我們打算學習《以弗所書》前三章，如果可能，每次

學一章。今晚，星期三，下個星期天早上。《以弗所書》第一章…… 

 呐，當我們一起查考時，我想說一下，《以弗所書》與舊約的《約

書亞記》完全相對應。《以弗所書》…… 
29
 呐，記住，如果這些教導碰巧跟你們的有出入，請給予諒解，並克

制一下。在打開聖經之前，讓我們求神幫助我們，我們低頭。 

 主啊，此時我們正就近你聖潔而神聖的道，它比天地萬物都更穩固。

因為我們從這本稱為聖經的道中讀到，“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

廢去。”所以今晚，在這神聖的時刻，我來到講臺，站在這些寶貴而可

愛的人面前，今晚他們正坐在這裡，是你用寶血所買來的。他們竭盡全

力要抓住那將來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絲的希望他們也不放過。願這生命

今晚滿足他們，使這裡每個信徒都看明自己的位子，主啊，願那些還未

進入這偉大團契的人都奮力追求神的國，不斷敲門，直到看門的給他開

門。主啊，求你應允。 

25 

 

 呐，現在，我要給你們講一點小小的教導，因為你已經是最後一個

了。我想說，查理，因為我知道這是你的小男孩。你要我為他禱告嗎？ 
145
 我想再說一件事。你們讀聖經時，有讀到經文在哪裡說過這事嗎？

保羅告訴那個羅馬百夫長（能聽得清楚嗎？），他告訴那個羅馬人，當

時保羅關在腓立比監獄，那獄卒拔刀要自殺。因為地大震動，把監牢的

門都震開了。保羅說：“當信主耶穌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25-31］。”你們聽過這經文嗎？“你和你一家……” 

 呐，注意。如果你有足夠的信心讓自己得救，難道你不能有足夠的

信心讓你的孩子得救嗎？神必以某種方式…… 哦主啊，今晚我為斯賓塞

姐妹和斯賓塞弟兄祈求，願每個孩子，他們的每個孩子都將在那榮耀快

樂的地上，在那裡沒有疾病、沒有衰老、沒有痛苦、沒有失望；地上生

命的點點滴滴都要消逝在已過的噩夢裡。願他們領受這應許；願她所有

的孩子、她丈夫、她所有的親人、愛她的和她所愛的，願他們都與她一

同在那裡，奉耶穌的名。神祝福你，姐妹。你八十二歲了？身體正在走

下坡，斯賓塞姐妹，好像這世界在衰老那樣。 
146
 是的，你看，你正要得享安息了。要一直持守住在主裡的信心。你

必要越過…… 那是實實在在的，就像今晚我站在這講臺一樣實在，斯賓

塞姐妹，靠著主的恩典，我必在彼岸的那邊見到你和耶西，年輕又自由。

你們會跑過來，大聲喊著說：“我的弟兄，我的弟兄。”我必會見到你

們。 

 她有些神經質。父神啊，這姑娘身體日漸惡化，她只有去觸摸，障

礙多大啊。但我今晚為她而來。父啊，我來到你面前，求你指引我開火。

願它準確地擊中，絲毫不差地擊中仇敵。奉耶穌基督的名，願這禱告擊

中並打碎那個神經質，將這只羊帶回神的草場。阿們。這事必定成就，

小姑娘。 

 天上的神啊，她渴望六個孩子都能得救，求你應允。她聽過道頓弟

兄有關他幾個可愛女兒的見證。父啊，她渴望六個孩子得救。願她得到

他們。願他們在那毫無黑夜的地上見到她，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安然

得到保守和蔭庇。阿們。姐妹，願你得到，這是我的禱告。 
147
 我相信，幾乎沒有東西能起作用：醫生給他們一些藥物，好像，哦，

好像鎮靜劑那樣的東西，哦，他們叫它可的松，但那種東西會要你的命，

敗壞你的血液。所以你看，關節炎就像獅子那樣，叼著綿羊就逃跑了。

現在，彈弓要做什麼用呢？嗚，真可怕，一隻吼叫的獅子叼著一隻羊羔。

它喜歡吃羊羔，所以叼著羊羔就跑掉；但是，大衛拿著彈弓，去追趕它。

看，你們看。他拿著五顆石子：信心（F-A-I-T-H），彈弓拿在他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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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是的，我真希望我父親今晚也在這裡，我好當場為他禱告。我也願

意為你的父親禱告。我理解。 

 天父，作這孩子父親的那人，正因著他，他兒子今晚來到這裡。他

的親生兒子渴望父親從罪惡世界的另一頭、從酗酒中被帶回來。哦主啊，

我帶著信心和力量發出這禱告，奉主耶穌的名帶著這塊小石子，盡我所

能地對著附在他身上的魔鬼甩出去，願他平平安安地回到羊圈裡，奉耶

穌的名。阿們。 

 你也有一個渴望嗎？你想進入這一切應許所在的土地。好。主啊，

這孩子還在河對面，設營在另一邊，約旦河水在上漲。他沒有辦法過河，

除非你為他預備一條路，就像你為約書亞和以色列人所預備的。父啊，

作為你的僕人我祈求你，神啊，讓我們寶貴的弟兄，讓他進入這應許之

地，進入對岸的應許之地，就像那天晚上我被帶進去一樣。願我能榮幸

地在另一片土地上握住他，擁抱他說：“我寶貴的弟兄。”主啊，應允

我們。願他領受神所應許的聖靈。阿們。 
143
 哦主啊，這是我善良的弟兄。這只手一直善待著我，在數不清的時

刻支持著我。他相信，有信心。現在，仇敵想要奪走我這位朋友。它以

為它能奪走這個孩子；但我要追趕它。主啊，我要把你的羊搶回來，奉

耶穌基督的名以擊中十環的信心投出這石子，打碎那個糖尿病。父啊，

並將你自己的羊帶回羊圈，奉耶穌的名。阿們。 

 一種腺體…… 哦主啊，我們的姐妹曉得肥胖症是怎麼回事，醫生也

這樣說，它會要你的命的。照保險圖上看，每超重一磅就少活一年。她

想活著來榮耀神，稱頌神。父神啊，沒有一個醫生能控制她的體重，這

都在你的手中。貝爾姐妹一直很忠心、友善、體貼人。她經歷了許多熬

煉；主啊，今晚我為她而來。我來迎戰對面的仇敵。我盡我所能地瞄準

好目標，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將這信心的石子甩向那擄掠她的仇敵。願

這石子打散仇敵，把仇敵從她身上趕跑，願她得以恢復，靠著耶穌基督，

回到綠蔭的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邊。阿們。 

   事情必定成就，貝爾姐妹。只是不要疑惑。 
144
 ［原注:一個姊妹作見證］肯定的，我也見過，姐妹。神祝福你。阿們。所

愛的人得救了。是的，先生，這些事我都聽過。我們都來認領它，斯賓

塞姐妹，我知道她和耶西弟兄經過很多艱難。是否有到這裡的教會來？

當我去到那彼岸，他們將不再這樣步履蹣跚；他們會變得年輕，哦，耶

西弟兄，都是那樣。你們都知道，當你越過那小河，到了彼岸，你又重

新變成可愛年輕的姑娘，耶西弟兄也變成了年輕人。神應許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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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們在這裡讀到，這本聖經是不可隨私意解說的。求神永遠不要讓

我——你的僕人或其他的僕人將自己個人的解釋加在神的道上。經文怎

麼寫，我們就怎麼讀，怎麼信。特別是我們——群羊的牧者，和做牧師

的，那日將要在那榮耀的地土上與這小群聚集，我們要站在主耶穌的面

前，我們將見到那世代的人起來，有保羅那世代的，彼得的、路加的、

馬可的和馬太的，以及所有的世代，他們要在那裡與他們那群人同受審

判。主啊，求你應允，使我能謙卑地俯伏在你面前，把千千萬萬的戰利

品擺在你腳前，並把手放在你寶貴的腳上，說：“主啊，他們是屬於你

的。” 
32
 哦，神啊，用你的靈、你的愛和你的良善重新充滿我們。願我們也

像許多年前的詩人那樣，在歌中這樣表達，“可愛的被殺羔羊，你的寶

血，永不喪失能力；所有被贖神的教會，都得拯救，永不犯罪。從今以

後，藉著信心，我見此泉，從你傷痕流出；救贖的愛，成我主題，一生

銘刻肺腑。”他接著又說，“當我離世，拙口笨舌，寂靜安息墓中；我

要唱那美歌，尊貴甘甜，贊你救贖大能。”所以，墳墓不能把你的孩子

囚禁在死亡中。那只是我們安息的地方，或我們的避難所，在那裡這必

朽壞的要穿上那不朽壞的。 

 主啊，願今晚我們能清楚看到這點，因為在道裡已經賜給我們。求

你賜給我們悟性。主啊，願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忠心地服侍你，直到你

再來。為神的緣故，我們這樣祈求，是奉耶穌的名。阿們。 
34
 呐，正如我剛才說的，在我看來，《以弗所書》是新約中最偉大的

書信之一。我們看到，加爾文主義跑到了這一頭，而亞美尼亞主義跑到

了另一頭，但《以弗所書》把它拉在一起，使教會各就各位。 

 呐，我把《約書亞記》當作它的預表。如果你們注意，以色列人從

埃及被領出來，他們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離開埃及，第二個

階段是曠野，第三個階段是迦南地。 
36
 呐，迦南地不代表千禧年的時代。它只代表得勝者的時代，是得勝

的一段時期，因為在迦南地還有撕殺、焚燒和取城；但是，千禧年不存

在任何死亡。 

 這裡要提到另一件事，以色列人信摩西，並離開埃及，它帶來因信

稱義；他們在曠野跟隨火柱，並所獻的羊羔贖罪祭，它帶來成聖；然後

進入所應許的土地。 
38
 呐，對新約信徒來說，什麼是應許之地呢？這應許就是聖靈。“在

末後的日子,（《約珥書》2:28），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
的兒女要說預言。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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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有火柱、有煙霧。”五旬節那日，彼得講

完那段話後，就傳講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

你們的罪得赦［徒 2:38］。”得到赦免，得到寬恕，除去從前所有的過犯。 
39
 你們注意到約書亞嗎？以色列人過約旦河之前，約書亞說：“你們

走遍營中，洗淨衣服，你們各人都要自潔，不可親近女人，因為三日之

內你們必看見神的榮耀。”看到嗎？這是一個過程，以便做好準備承受

那應許。 

   呐，神給以色列人的應許；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賜給他巴勒斯坦

地，那地永遠為他們的產業。他們要一直留在這塊土地上。 

 呐，他們經歷三個階段，才到達這應許之地。呐注意，這是新約的

完美預表。 

 呐，正如我說過的，這一點可能跟你們的一些想法不一致。你們一

些寶貴的拿撒勒派和神召會等教派的人，不要讓這一點刺痛你，但我要

請你們格外留意，注意看這些預表。注意看每一點是不是完美地吻合。 
42
 以色列人經歷三個階段，我們也要經歷三個階段。因為：我們因信

稱義，信靠主耶穌基督，離開埃及地，出來了；然後，藉著主寶血的祭

得以成聖，我們的罪得以洗淨，成為客旅和寄居的，承認我們正在尋找

一片地土，一座將來的城，或一個應許。 

 以色列人也是這樣，他們在曠野作寄居的，沒有安歇之處，日夜行

走，跟隨著火柱，但最終，他們來到了可居住的應許之地。 
44
 這也是信徒要到達的地方。首先，他承認自己是個罪人；然後藉著

水的潔淨被分別出來，靠著主的血，或者說是用水藉著道洗淨更好一點，

信靠主耶穌基督。然後，因信稱義，有分於神的義，並藉著基督與神和

好，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使罪得赦，便開始上路了。你們明白嗎？

開始上路了。然後，他成為客旅和寄居的。他上路了，他要去到哪兒呢？

去到神所賜的應許裡。 
45
 以色列人還沒有得到應許之地，他們還在旅途中。還沒有，就引

起…… 請你們千萬明白。你們拿撒勒派、天路聖潔派等教派就是在這裡

跌倒了。因為以色列人，當他們來到加低斯巴尼亞那個地點時，去過應

許之地的探子回來說：“那實在是個美地。” 

 但有些人回來說：“我們無法攻取那地，因為城牆堅固，等等。” 

 但是，約書亞和迦勒站出來說：“我們足能攻取那地。”因為那些

人已經拿到簽過名的文書，他們相信恩典的兩個階段：稱義和成聖，卻

不願再走下去。聽著，除了兩個人進入應許之地，並帶回證據說那實在

是美地以外，整個世代的人都在曠野滅亡了。“我們足能攻取那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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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給你的，我的弟兄，我奉耶穌基督的名把你心裡所願的賜給你。現

在回去並接受吧。神祝福你。 

 布魯斯姐妹，我認得你。那個可愛的護士幫助過我和你。她過去常

在底下那邊的 J·J汽車旅館或雙 J或別的什麼旅館工作。你一直替別人著

想。現在祈求天父時，你有什麼願望？今晚，是為你自己嗎？呐，仇敵

把你逼到醫生都無能為力的地步；但我現在帶著彈弓來尋找你。奉耶穌

基督的名，我把彈弓瞄準在進入你腎臟導致堵塞的結石上，並把你帶回

來，瞧？呐，藉著耶穌基督的名祝福你。阿們。 
141-a

 ……我們父的名。先生，你是信徒嗎？那個傷在你的一側，左側的

下方。先生，你信神必賜給你所求的嗎？這是他的僕人。主啊，這只手

可能幹過許多艱苦的活兒，他來這裡為著一個目的，要做某件事。父啊，

把他心所願的賜給他，我奉耶穌的名求你成就。阿們。 

 不要疑惑;那個傷已經止住，你下面不會再痛了,一定會好的。神祝福
你弟兄。 

 你是信徒，不是嗎？你是信徒，所以，你就是承受所有祝福的後嗣。

父啊，謝謝你，我把我這位姐妹帶進射程內，帶進目標的中心，把她從

仇敵的魔爪中帶回給你，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這就是所要成就的方

法。 

 你無需做手術了。哦，主啊，這位年輕姐妹站在這裡，正值風華正

茂的時候，我為她禱告，她有一個肺不得不切除，她得屈身度過她的餘

生。你是我們的父，主啊，我將禱告的火焰瞄準她，直接瞄準她那個肺。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送出這個禱告；願事情照所求的成就，奉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141-b

 你是基督徒嗎？達特姐妹。頭從我身邊挪開了。你是信徒，達特姐

妹，是承受神所有祝福的後嗣。主啊，我拿著你賜給我的這把小彈弓把

她帶來給你。正如你賜給大衛一把彈弓，照看他父親的羊群，當仇敵上

來抓食羊群，他並不懼怕；拿起那把小彈弓，就去追趕獅子和熊，他把

羊搶奪回來。這是信心的禱告。你告訴我，如果我能讓人相信並保持誠

實，我今晚就把達特姐妹領回來；把她從仇敵手中奪回來。她是你的羊。

我把她帶回到父的羊圈中，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勞爾姐妹，你患高血壓？勞爾姐妹，你是信徒，是承受所有祝福的

後嗣，不是嗎？父神啊，今晚我拿著神的彈弓用禱告瞄準勞爾姐妹的高

血壓。願下次醫生檢查血壓時，願他看著她，就說：“現在正常了。”

她必知道是什麼成就這事的。奉耶穌基督的名我把這給了她。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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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只要這樣走進來，說，就像對這位婦人說：“你是某某姐妹嗎？”

你叫什麼名？郝爾德姐妹。你說：“你是郝爾德姐妹。你是信徒嗎？郝

爾德姐妹？你信，你是信徒嗎？那麼你明白，所有救贖的祝福你都有權

利得到。”那麼我說：“郝爾德姐妹，一切都會沒事的，回去吧。”哦，

我多麼想說：“我要喊叫；我要大聲的叫。”我想說：“主啊，一定會

成的；一定會成的。” 

 我就想：“可是，我為他們禱告時，他們也是這樣想的。”就是這

麼回事。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137
 有幾次我站著，握著人們的手，說:“哦，寶貴的姐妹，你信嗎？哦，

你信嗎？”“主我的神啊，願你使他們信。叫他們信。”“哦，求求你，

你現在接受嗎？”不是這樣的。我從那裡走過去，從那裡走過去。我只

是說：“郝爾德姐妹，你是信徒嗎？” 

 “是的，我是信徒。” 

 “好，郝爾德姐妹，如果你是信徒，你就是神所有產業的後嗣。”

我只握著她的手。看，我相信這點。我按手在郝爾德姐妹身上，就接觸

到她。耶穌從未說：“為他們禱告。”他說：“只要按手在他們身上，”

就可以了，然後她便得了醫治。她可以說：“一切都沒事了。”郝爾德

姐妹，回家去吧，你痊癒了。神祝福你。 
139
 姐妹，是你嗎？韓丹姐妹，你是信徒，不是嗎？你是神所有產業的

後嗣。願神與你同在，韓丹姐妹。現在回家去吧，你痊癒了；耶穌基督

必醫好你。阿們。 

 姐妹，是你嗎？斯洛夫。傑克弟兄…… 你是前幾天我們在醫院代禱

的那位婦人嗎？那麼，你是信徒，斯洛夫姐妹，與我們同享一切的後嗣。

斯洛夫姐妹，願你得到你所求的，你痊癒了。神會應允你的。 

 基恩弟兄,你信神必會醫治你嗎？基恩，願主神完全照你所求的賜給
你。 

 我認得你，是的，姐妹。你是傳福音的，我認得你。這是你丈夫。

他是那天我在電話裡代禱的那位。我會一直記得。他本不能去圖薩參加

聚會。就來這裡聚會，主醫治了他，打發他去參加那個聚會。你替別人

而站在這裡，姐妹，這是多好的基督徒行為啊。看，主也是替我們所有

人站在那裡。你是信徒，也有權利擁有神所有的應許。我是他的僕人。

靠著耶穌基督的名，我把你所求的都賜給你。 
140
 過來吧，比爾弟兄。神祝福你。神特別恩待你。你是信徒，我知道

你是信徒。我相信神必賜給你所求的一切，因為你是信徒。作為他的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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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神的應許。”然而正相反，人們不是往前走，接受聖靈、說方言、

領受神的大能、聖靈的洗、相信神跡奇事異能，而是覺得他們的教義傳

統會垮掉。結果怎麼樣呢？都在地上滅亡了。沒錯。 
46
 但這兩位信徒，迦勒和約書亞，早已裝備好，正向應許之地邁進。

他們進入那地，並奪取那地，居住在那裡，承受那地為產業。我們永遠

不要停留在稱義和成聖上。讓我們向前進，直到聖靈的洗。我們不要停

留在信靠主耶穌和受洗上。不要因主洗淨我們犯罪的生命就停下來。我

們還要努力前進，直到領受所應許的聖靈的洗。就如五旬節那日，彼得

說：“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

我們的神所召來的。［徒 2:39］” 
47
 所以就像約書亞那樣，《以弗所書》使我們各就各位。你們注意，

約書亞，他進入迦南地奪取那地以後，便開始劃分地業。“以法蓮在這

裡，瑪拿西在這裡，這個在這裡，迦得在這裡，便雅憫在這裡。”他劃

分了地業。 

 注意。哦，這點使我們的心沸騰。每位希伯來母親生下孩子時，她

會在產難中說出她們的孩子在應許之地所處的準確位置。哦，這一點還

有得講呢。如果我們要詳細講解，幾個小時也講不完。哪天我們的教堂

修好了，我想花整整一兩個月，來專門講這一點。注意，每位母親，當

她處在產難中，她若喊出“以法蓮，”孩子就被定了位，雙腳放入油中。

每個孩子就準確地處在他的位子上。 

 但約書亞不知道這點，而是藉著啟示，受聖靈引導，在進入應許之

地後，他把各人所得的應許賜給他們，完全跟他們出生時聖靈所應許的

一模一樣。 
50
 神豈不也是藉著產難，在教會中設立一些職分嗎？哦，有時真是很

痛。教會遭受外面世界的逼迫，痛苦呻吟，他們信靠主耶穌，聖靈的應

許對我們就像對五旬節信徒那樣真實。他們不斷在產難中呻吟哭號。一

旦他們生出來，生在神的國裡，各就各位。然後，聖靈就在教會中設立

各種職分，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師、有牧師、有傳福音的。接著，聖

靈賜給教會各種恩賜，有說方言，翻方言，知識，智慧，醫病的恩賜和

行神跡的恩賜。 
51
 教會所處的位置在哪裡？呐，這就是我講這篇道的目的。教會總想

去占別人的地方。但不要那樣做。如果你是瑪拿西，就永遠不要在以法

蓮那一邊種玉米。你得正確的，在基督裡找到自己的位置。 

 哦，說到這點，內容是那麼深奧、豐富，神已經定規好，把這人放

在教會裡，使他說方言，又使另一個…… 呐，我們經常被教導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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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得說方言才行。這是不對的。“我們大家都得說才行。”不，我

們不必都說。他們不必都做同一件事，各有各的事。 
52
 地已經預備好，藉著聖靈的指示劃分好了。而且各人…… 我可以拿

經文準確地指給你們看，約書亞是如何把他們放在所當在的位置上，各

就各位，那兩個半支派又怎樣留在河對面，母親們在生下他們時又是如

何呼叫，以及每個位置又是如何恰到好處。 

 呐，現在你已經進入那地，並不等於不要打仗了。你還要為你腳掌

所踏的每一寸土地爭戰。所以你看，迦南並不代表美妙的天堂，因為那

裡還有戰爭、患難、廝殺和打仗，等等。但是，它卻代表這點：你行事

為人，必須要完全。 
54
 呐，這正是今天教會失敗的地方：就是在你的行事為人上。你知道

嗎？你的行為甚至會攔阻別人得到醫治。你們信徒未認的罪，所帶來的

不良行為，也會使這個教會遭受慘敗。在審判的日子，你要為此負上全

部的責任！哦，你說：“請等一下，伯蘭罕弟兄。”是的，這是真理。

想一想吧。 

 約書亞，當他過河進入那地以後，神賜給他應許。想一想，一場大

仗打下來沒有損失一個人，連一點劃傷也沒有，不需要任何護士，不需

要急救，不需要創口貼。神說：“那地是你們的，上去打吧。”想一想，

打一場仗，一點也不需要紅十字會在邊上；也沒有人會受傷。 
56
 他們擊殺了亞摩利人和赫人，他們中間無一人受傷，直到罪進入營

中。亞干取了巴比倫人的衣服和金條，藏在他的帳棚裡，於是第二天就

損失了十六個人。約書亞說：“停下，停下。等一等；出問題了；這裡

出問題了。我們要宣告禁食七天。神曾應許我們，斷沒有什麼東西能傷

害我們。我們的敵人必倒在我們腳下。現在這裡出問題了。什麼地方不

對勁，因為我們死了十六個人，都躺在這裡。他們都是以色列人的弟兄，

現在他們死了。” 
57
 為什麼他們死呢？這些無辜的人？因為有一個人離隊了。你們看到

為什麼需要教導這點嗎？教會正列隊整齊，與神的道看齊，與神看齊，

彼此也看齊，在眾人面前，行事為人完全正直、自守、敬畏神。可是，

因為一個人偷拿衣服，行了不當行的事，就喪失了十六條性命。我想是

十六個人，可能還更多。我相信死了十六個人。 

 約書亞便大喊，說：“出問題了。神都應許過了，但出問題了。” 

 當病人被帶到我們面前，卻沒有得醫治，我們就需要招聚一次禁食

大會，招聚一次大集會。因為什麼地方出了問題。神都應許過了，神必

定會堅守那個應許，他必定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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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過約旦河後，約書亞分地給各人，都是照著他母親生他時所喊出

的地方，是聖靈告訴她們的。 
131
 你看雅各，一位先知，眼目昏花，臨終前，就把腳收在床上，說：

“雅各的兒子們，你們都過來，我要把你們日後必遇的事告訴你們。”

哦，哦，我知道我看起來有些怪。人們看起來也有些怪。但是，哦，要

是你們曉得那個保障和內心的火熱，就好了。“你們都過來，我要把你

們日後必遇的事告訴你們。”我可以拿著同一本聖經，和顯示今日猶太

人定居位置的地圖，給你們證明他們定居的位置正好是雅各對他們說日

後要居住的位置。他們從未定居在那裡，從未定點在那些位置，直到 1946

年 5月 7日返回家園後。當晚主的天使在那裡向我顯現，傳達這個使命。

我可以指給你看，他們返回新家時，正好都定居在雅各對他們說過的位

置上。今天他們在那裡定居。哦，太妙了，是的，太妙了。我們一天比

一天更靠近家了，是的。 
132
 你們親愛的會眾，你們病了，不然你們不會為了站在這裡而站在這

裡。我是你們的弟兄。我有一個從神來的使命為病人禱告。不是我的…… 

不是我有能力醫病，我沒有。但我有禱告的能力。正如我早上說的，大

衛什麼也沒有，只有一把小彈弓，但他說：“我知道神的能力在其中，

它必能取勝。”明白嗎？我只能為你作一個小小的禱告，手按在你身上，

但我知道對神的信心必會取勝。它為別人做了；也要為你做。你們現在

就相信，請你們走上來，再走近一點。 
133
 要是我沒有請弟兄上來為他們抹油，我就會採用高效的辦法。你可

以給他們抹油嗎？內維爾弟兄，我要請教會低著頭禱告。 

 呐，我記得，上星期我讓那些蓖麻油搞得難受死了，要是當時有人

能來給我按手，那我什麼都願意做。”要是能有一位曾蒙神祝福和幫助

的人來我這兒，那我會非常感激的。你們現在的感受就像我當時那樣。

你們現在想要我為你們做點事，就像當時我想要別人為我做點事一樣。

願神讓我永遠不要逃避這工作。讓我一直往前走，無論是否勞累，是否

疲憊，是否連路都走不動了,讓我往前走，因為我與你們各位要在彼岸的
土地上再見。 
135
 呐，你們上了年紀的男人、女人們，身體變衰，頭髮白了、掉了，

一根根的掉了，就像玫瑰花蕾綻開，花瓣凋謝落了，你們也是這樣凋謝

落了，不是嗎？沒錯。你們願意呆在一起，只為著一件事，就是為神的

榮耀發光。所以，當仇敵把你擄去而逃跑時，我就帶著神的彈弓、帶著

信心、帶著神給我的恩賜去追趕。這就是我要說的，願你們都能明白。

我說：“如果彼得或他們哪個人走進來，”不用那樣說。你用不著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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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住，放下咖啡杯，盯著我。基恩，我相信你也在，還有利奧。

他說：“你信嗎？” 

我說：“我全心相信。” 

他說：“昨晚，我站在你的聚會中，伯蘭罕弟兄，我看見那辨別人

心的恩賜。以前在美國、在我的國家我從未看見過。”他說：“這些美

國人甚至不懂得聖經。他們唯一懂得的就是他們的宗派。他們連自己站

在哪裡也不知道。”他說：“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他說：“但是昨晚

我站在那裡的時候，”我說，……呐我說，基恩弟兄，我這樣說是帶著

敬畏和愛；他說：“我就說：‘那肯定是位先知。’因為，當我看到你

相信父、子、聖靈不是三位神，而是三種屬性，我就知道你是神的先知，

不然，它不會那樣啟示給你。”他說：“那是個完美的跡象。我從未……”

他說：“你不是一體論者吧？” 
125
 我說：“不是，先生。我不是一體論者。我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三

種屬性就是一位元神住在三種職分裡。” 

 他說：“願神祝福你的心。”他說：“因為這個，將來有一天你的

鮮血會撒在地上的。”但是他說：“先知都是為了這個緣故死的。” 

 我說：“我主若是喜悅，就讓它成就吧。”這位翻譯藍賽聖經的…… 
128
 哦，這太真實了。我對這個教會講過很多次了，就像撒母耳在他們

挑選掃羅之前說的，“你們出去加入某個宗派，把自己綁在某個宗教裡，

在你們這樣作之前，為什麼不讓聖靈引導你們呢？”為什麼不讓神作你

們的引導者呢？讓他祝福你們，忘掉你們的宗派吧。呐，我不是說不要

屬於任何宗派教會；你可以屬於你想要的任何教會。那取決於你。但我

要告訴你，作為個人，你要讓聖靈引導你。你讀聖經，聖經說去做什麼，

你就去做。願神祝福你。 
129
 呐，我已經等了很長時間了。我不知道這裡有誰想要進入禱告隊列

接受代禱。如果有，請舉一下手？一、二、三，只有三個，好。你們都

上來吧，如果你們願意，現在就站在這裡，我們要作禱告。然後我們…… 

你們現在還不要走。在結束前，我想在這裡做一些別的事，很正式的。 
130
 多少人喜歡查考《加拉太書》呢？哦，我是說《以弗所書》呢？呐，

星期三晚上我們要深入講那個印記。下個星期天早上我們要講確立教會

的位置，使之各就各位。哦，在這個星期三晚上，我們可能會對你們傑

弗遜維爾的會眾講這點，即：確立教會的位置，使每個人各就各位。因

為我們被召為要得兒子的名分。神收納我們作兒子；我們生來就是兒子，

由聖靈所收納，並安排好了，各就各位。看。他們每個都是希伯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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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他便招聚一次禁食會。他們掣簽，終於找出來了。亞干認了罪，他

們就殺了亞干一家和他所有的，把他們燒成灰，留在那裡作為紀念。然

後，約書亞繼續打仗，奪取一切，連一點劃傷或損傷都沒有。看到嗎？ 
61 那一天，他需要多一點時間，額外加一點時間。太陽正要下山；到

了晚上就不好打仗了。約書亞，這位大能的勇士，被神膏抹，將每塊地

分好，各就各位，就像《以弗所書》對新約教會說的那樣，去奪這地為

業，把它佔領過來。他需要多一點時間，所以他就說：“日頭啊！停住。”

日頭就停住，約有十二個小時，直到他攻取了那地。看到嗎？ 
62
 呐，《以弗所書》把我們放在基督裡，各就各位，就像以色列人在

聖地所得的那樣。我們不是被放在聖地上，而是被放在聖靈裡。呐，我

們來讀一節經文，看看教會有多麼完美。 

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奉神旨意，，，，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 

哦，我喜歡這點。是神使他成為使徒；不是長老給他按手，不是監

督差他去某處，而是神呼召他，使他成為使徒。 

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奉神旨意，，，，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已經

成聖的），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注意，保羅怎麼問候他們。這信不是寫給不信者的，是寫給教會的。

教會被看作是一群呼召出來，在基督耶穌裡成聖和蒙召的人。 
65
 呐，如果你要知道怎麼才能進入基督耶穌裡，你可以翻到《哥林多

前書》12章，經文說：“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怎

麼進入？從什麼受洗？聖靈。你們基督會信徒，看，不是從水洗，而是

從一位“靈，”大寫的，從一位聖靈。不是靠握手，不是靠介紹信，不

是靠點水禮，而是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那是我們的產業，

這塊地，神賜給我們居住的，就是聖靈。正如他賜迦南地給猶太人，他

卻賜聖靈給我們。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你們明白了

嗎？ 
66
 呐，他正在對屬靈的迦南人，以色列人說話，他們是擁有那地的屬

靈的以色列人。哦，你們難道不高興已經出來，不再吃埃及的大蒜嗎？

你們難道不高興已經離開了曠野嗎？記住，他們不得不吃嗎哪，就是從

天降下的天使的食物，直到他們進了迦南地。他們一進入迦南地，嗎哪

就止住不降了。他們已經是大人了，可以吃那地的粗糧了。呐，既然你

們不再是嬰孩；既然你們不再愛慕福音純淨的靈奶；既然你們不再要人

哄著你搖弄你；說服你來教會；既然你們是長成、滿有身量的基督徒，

現在就要吃乾糧了。他說，你們就要明白一些事了；你們就要明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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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奧而豐富的事了。哦，我們要明明地講這一點。哦，從創立世界以來，

它被隱藏起來了。 

 他說：“呐，既然你們已經明白這點，我就寫信告訴你們。”不是

寫給那些剛離開埃及的，也不是寫給那些仍在旅途中的，而是寫給那些

領受應許，已經在應許之地的人。 
67
 多少人已經領受所應許的聖靈？哦，你們難道不高興現在已經在應

許之地，吃粗糧，吃神的乾糧，有明確的悟性嗎？你們的屬靈心志完全

開竅了。你們的確知道他是誰；也的確知道他是什麼；你們的確曉得自

己要去哪裡；也的確曉得關乎他一切的事。並知道你們所信的是誰，也

深信他能保全你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 1:12］。哦，就是這些人，保

羅現在就是在對這些人講話。注意聽。呐，注意。 

 ……………………在基督耶在基督耶在基督耶在基督耶穌裡穌裡穌裡穌裡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 
68
 呐，讓我對教會再說一遍。我們如何進入基督裡？通過加入教會嗎？

不。通過你的名記在冊上嗎？不。通過浸洗的水洗嗎？不。我們如何進

入基督裡？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進入那個應許，那個身體，有分於

那地裡所有的一切。阿們。哦，我喜歡這個。要是我沒有沙啞，我會大

聲喊叫的！真的，我一進入那地，它就是我的。我已經到家了；已經在

迦南地了。我單做神要用我去做的任何事。我大步走在聖地上，是王的

孩子，披上禮服，預備整齊。我已經從埃及出來，走進應許之地，忍受

各種試煉，經過約旦河，進入蒙福的應許中。哦，我是怎麼得到的呢？

藉著保羅所得到的同一位聖靈，他怎樣在保羅身上運行，也怎樣在我身

上運行，也怎樣在你身上運行。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不是點一下；

雖然單單點一下，就覺得很好了；而是完全浸在裡面，簡直是在聖靈裡

面游泳了。這就是那應許。 
69
 我們的《以弗所書》，我們的約書亞，那就是聖靈。“約書亞”的

意思是“耶穌，救主。”約書亞的意思在屬靈上代表聖靈，如同在天然

方面，他是我們偉大的勇士；是我們偉大的引導者。正如神與約書亞同

在，神也藉著聖靈在我們身上運行。但是，當罪入了營中，聖靈便要求

刹住，“這教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哦，難道你

們沒有看到我們有太多基士的兒子、有太多的掃羅從聖經學校和神學院

畢業，出去教導這些悖謬的東西，聖經說過他們會這樣做的。你看不出

他們擁有真道，他們不跟你來往，不跟你交通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卻

否定神的大能，這等人你要躲開。他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也說不出

一個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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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相信每一句話都是真理；聖靈的洗、神的醫治、神的大能，就如

我現在傳講的，從來沒有絲毫的改變。神啟示更多的道給我，當他一啟

示出來，我就把它傳講出去。神從未把已有的東西拿走，他只是不斷地

在上面添加，越來越多。 
119
 我站在底下，岸上約有五百個人，一起站著唱： 

風暴中我站在約旦河岸， 

朝著迦南美麗快樂的土地 

充滿希望地眺望， 

那是我產業的所在。 

何時我將到達充滿生機的彼岸， 

得享永遠的福樂， 

何時我將到達，在我父的…… 

得享永遠的安息…… 

他們開始唱歌時，我就領著一個小夥子走到河裡，要奉主耶穌的名

給他施洗。我說：“天父啊，因他的認罪悔改，我把這孩子帶來給你。”

當時我自己也還是個孩子，我家裡有那張相片。我說：“主啊，因他的

認罪悔改，此時我奉神兒子耶穌基督的名用水為他施洗，求你用聖靈來

充滿他。”就在那時，有東西出現，快速旋轉，然後邊旋轉邊降下來，

那明亮的晨星立在那裡。那光立在那裡，你們從照片上能看見它。那光

就立著。 
120
 這消息傳遍了世界，傳到了加拿大和各地。他們說：“當一位地方

浸信會傳道人給人施洗時，有一道神秘的光出現在他上面。” 

 幾天前，藍賽博士來我這裡，對那件事一點也不知道，他給我帶來

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現在就在這位弟兄身上。你有那張照片嗎？你帶聖

經來嗎？就夾在裡面。夾在你的書裡。好的。有一張圖，顯示神給古代

希伯來人的跡象，與約伯時代所顯示的完全一樣，那時還沒有寫聖經。

神在他的三種屬性裡，不是三位元神；而是一位元神在三種屬性裡：父、

子、聖靈，神在這三種職分裡工作。不是三位元神，而是三種屬性。就

是這樣。 
122
 那位了不起的人物，藍賽博士，翻譯藍賽聖經的，那天上午他說，

我告訴他，我說：“那個跡象是什麼？” 

他說:“那是神顯示給古代希伯來人的跡象，神，一位元神在三種屬
性裡。” 

我說：“就如父、子、聖靈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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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許多人害怕你會行動古怪；許多人害怕聖靈會叫你做一些讓人丟臉

的事；許多人害怕自己會哭喊；害怕他們的心上人看到他們哭喊；或媽

媽，或鄰居，或老闆會看到你。 

 在結束前，我要跟你們說到一個人。這個人名叫大衛，當神的約櫃

抬到巴勒斯坦地時，一隻老牛拉著約櫃的車跑過來，大衛看見約櫃過來，

就跑出去，穿著一件小外袍，腳往空中亂踢，跳來跳去，又跳又叫，手

舞足蹈，而他，這位以色列的王。他妻子從窗戶裡觀看，見他這般怪模

怪樣，就輕視他。哦，她肯定會說：“瞧他那付模樣，簡直像個白癡，

腳在空中亂踢，跳來跳去，一付傻樣。哦，他一定是瘋了。”那天夜裡，

大衛回宮，她就說，好像這樣：“你啊，真讓我丟人現眼。瞧，你是王，

是我丈夫，卻在外頭那付蠢樣，傻乎乎的。” 

 大衛說：“明天我還會更傻呢。”是的，沒錯。他說：“你豈不知

我是在耶和華面前跳舞嗎？”他越過去了，進入了應許之地。他已經丟

棄所有的自尊和世上的污穢。他知道約櫃運到自己的城裡，他太興奮了。 
114
 哦，我告訴你們，有些人害怕領受聖靈，害怕可能要說方言。他們

害怕人家會說：“看，他也是說方言一族的。”他們害怕來教會奉耶穌

基督的名受洗，因為他們以這樣做為恥。喔，哦。 

 有人說我得收回我的錄音帶，因為我傳講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我不會收回錄音帶。我會錄製得更多。沒錯。錄製得更多，那是符合聖

經的。如果他們不喜歡我們昨天做的，那就等著看我們明天要做的吧！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明白嗎？）繼續往前走。這是無止境的，因為它是

出於主的，是神做的。 
116
 你知道神怎麼做？神從天上向下俯瞰，他說：“大衛，你是合我心

意的人。”大衛不感到羞恥。他是主的僕人；他愛主。他高興壞了，太

興奮了，以至他根本不在乎人的名譽。 

 你們看，早上我在講道中說過，我們變得如此擔驚受怕，竟要一個

掃羅來教導我們；竟要一個從神學院出來的掃羅來教導我們，該怎麼對

待我們的宗教，該怎麼對待它。那是屬於約旦河另一邊的。但在這一邊，

有聖靈引導。在這裡，你已經脫離那些污穢。在這裡，你甭管他們去想

什麼。在這裡，你已經死了，你的生命藉著神藏在基督裡，受了聖靈為

印記。你甭管他們。你活在迦南。你吃得了乾糧。你是基督耶穌裡新造

的人。你註定要去應許之地。 
118
 我還記得，曾站在那裡，柯林斯弟兄，大概三十年前，這教堂還沒

有建時，那個小型帳篷聚會就設在這個角落，是我的第一場聚會。我傳

講這同樣的福音；同樣的真理；基督測不透的豐富；奉耶穌基督之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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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我的朋友布斯·柯裡本弟兄，我想引他說過的話：如果這世上有什麼

私生的，非神所造的動物，那就是騾子。騾子是最下等的東西。它根本

不曉得自己屬於什麼。它自身無法再繁殖。騾子無法跟另一隻騾子繁殖，

生出騾子。它已經到頭了。它不知道它老爸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它老媽

從哪裡來；因為它是由公驢和母馬生的。神從未造過騾。你們不能把它

歸咎於神。神從未造過它。神說：“萬物各從其類。”是的，先生。但

是騾子，它老爸是驢子，老媽是母馬，所以它根本不知道該屬於誰。它

是一頭想要當騾子的馬，或者一頭…… 或者，它既是一頭想要當驢子的

馬，又是一頭想要當馬的驢子。它不曉得自己到底屬於哪裡。它是世界

上最頑梗的動物。你千萬不能信任它。 
71
 教會裡許多人也是這樣。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老爸是誰；也不知道自

己的老媽是誰。他們只知道一件事：自己要麼是長老會信徒，衛理公會

信徒，要麼是靈恩派信徒等等。他們不曉得自己從哪裡來。一頭老騾子，

你拼著老命對他大喊大叫，他還是傻傻地站在那裡，豎起一對大耳朵看

著你。你通宵達旦地跟他們講道，他們離開時所得到的，絲毫也不會比

他們進來時所知道的更多。呐，絕對沒錯。我不是要說話粗魯，但我要

告訴你們真理。 
72
 不過，有一件事他們做得到；他們都是幹活的料。哦，他們只會幹

啊，幹啊，幹啊，幹個不停。這使我想起那幫亞美尼亞派信徒，他們總

是想用自己的辦法幹出一條路進入天堂（沒錯。）。像一頭騾子。哦，

為了付錢給傳道人，什麼婦女援助社，什麼炸雞晚餐，全都來了,“哦我
們要舉辦這個舞會，還有這些社交活動。”只知道幹啊，幹啊，幹啊，

幹啊，幹啊，幹個不停。那麼，到底他們是為啥而幹呢？ 

 你問他們：“你們信了以後，受了聖靈沒有？” 

 他們豎起一對大耳朵，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裡；“你是指什麼？這是

怎麼回事？你說聖靈，你在指什麼？我從沒聽說過聖靈的事。哦，你一

定是個狂熱分子。”看，他們不知道爸爸是誰，也不知道媽媽是誰。你

不停地敲打他們，從這裡敲，從那裡敲，不停地敲，往死裡打，還是老

樣子。沒錯，還是一頭老騾子。 
75
 但我告訴你，對一匹純種馬，你用不著那樣。只要鞭子一甩，啪一

聲，好傢伙，它就跑了。他知道他在做什麼。哦，騎一匹純種馬真是太

爽了，好極啦。你只要說：“夥計，過來吧。”哦，真的（你瞧？），

你最好拉緊韁繩；它快得能把馬鞍子都甩到空中。 
76
 一個真實純種的基督徒也是這樣。哈利路亞！“你們當領受聖靈。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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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連忙進到水裡，他們就去做了。他們要等到領受了聖靈，晝夜才得

安息。為什麼？你知道，一個基督徒曉得他爸爸是誰。看，兩個人才能

生孩子（沒錯。）：爸爸和媽媽。騾子不知道誰是爸爸，誰是媽媽。但

我們知道爸爸媽媽是誰，因為我們是從神書寫的道而生，被聖靈所證實

的。五旬節那日，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77
 弟兄,一個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哦,太好了。）他的靈…… 他一得到
神的道，就領受了聖靈。你去問問他，他知道自己站在哪裡。“你相信

神的醫治嗎？” 

“阿們。” 

“你相信主的再來嗎？” 

“阿們。” 

你問騾子這點，騾子宗教會說，“嗯，我不大曉得。有一次鐘斯博

士說……”哦，是這樣的，繼續跟在掃羅後面。瞧？“哦，他們不大曉

得。不過我跟你說，我的教會對這點不大肯定。” 

哦弟兄，一個重生的人，或男或女，他們肯定主耶穌必要再來；正

如他們肯定要得到聖靈一樣，因為聖靈已經賜下來了。 
80
 呐，耶穌說…… 井邊的那婦人說：“我們在這座山上敬拜，而猶太

人在耶路撒冷敬拜。”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

的，要用真理和聖靈拜他［譯者注:中文和合本譯為“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

要這樣的人拜他。” 

“你的道就是真理。”每個讀了聖經；相信聖經所說的一切話；照

聖經的教導去行；領受使徒所領受的同樣聖靈；以同樣的方式領受；有

同樣的效果；並得到他們領受聖靈時所得到的同樣能力，這樣的人就知

道他的爹媽是誰。他曉得自己用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了，由聖靈所生，

充滿了神的膏油。他曉得他站在哪裡。沒錯。他站在迦南地。他知道他

從哪裡來。一個真實的基督徒就是這樣。你問他說：“你信了以後，受

了聖靈沒有？” 

“阿們，弟兄。” 
83
 前幾天，我站在一位九十二歲的老聖徒旁邊，在跟她八十歲的牧師

講話，我說：“老大娘？” 

她真是興高采烈，她說：“什麼事，孩子？” 

我說：“你領受聖靈有多長時間了？” 

她說：“榮耀歸給神。大約六十年前我得到了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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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決定了什麼？”命運。“神要帶我去哪裡，我要去哪裡？”預定抓住

了你。你們明白了麼？ 
107
 好，讓我們接著往下讀，然後我們早一點結束。 

 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

分分分分，，，， 

   他做了什麼？藉著預知，他預先看見我們，曉得他是一位救主，是

自己存在的。那時沒有天使，什麼也沒有，只有神；以拉，以羅欣，自

己存在的獨一無二者；除他以外，沒有別的。但在他裡面他是救主。那

麼，他要拯救什麼呢？還沒有失喪的。神知道的，他曉得他裡面的這個

偉大屬性會在那邊投射出某種東西，使他可以拯救。當它投射出來後，

藉著預知他往下俯瞰，看到每個會接受的人。他就如此行了，並說：“為

了施行拯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下去，成為肉身，使他擔當世人

的罪，為人受死，叫我可以成為受敬拜的獨一無二者。”因為他是神，

是敬拜的物件。 
109
 後來他降世，自己擔當世人的罪。當他如此行，他如此行，好叫他

可以救你們想要得救的人。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藉著預知，這位無限

的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早已看見那羔羊，就在創立世界以前殺了羔羊，

把你們的名字記在羔羊的生命冊上。他已經看穿撒但的迷惑，以及它要

做的事。所以就把你的名字記在那裡。他也說過，敵基督將是那麼的虔

誠、那麼的美好、那樣的好人、那樣的精明、那樣的虔誠；倘若能行，

連選民也就迷惑了。但是不會，不可能，因為他們的名字在創立世界以

前就早預定好了。他藉著揀選選了他們，藉著預定他們曉得要去哪裡。

你們明白了嗎？ 
110
 現在，誰能懷疑這事呢？那是保羅說的；那是保羅的經文；那是保

羅寫的信；他對他的教會教導那些事。在創立世界以前，教會已各就各

位，當神在產難中生產，生出了你，他知道你會做什麼，並把你放進他

自己的身體，各就各位，使你當家庭主婦，當農民，當傳道人，當先知，

當這個當那個。神使你們各就各位。然後，我們從埃及大蒜的土地上出

來，經歷成聖，受洗進入應許之地。因為神的應許就是聖靈。《以弗所

書》4:30 說：“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擾，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

贖的日子來到。”那時，神已預定好了教會，他說：“但在各民各族的

人中，將有千千萬萬行事為人十分虔誠的人迷惑了。”唯一沒有迷惑的

就是那些得勝進入應許之地的人，他們的名字在創立世界以前已經記在

羔羊的生命冊上，他們得勝進入應許之地，並享受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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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我們來聽這段經文。你們想知道什麼時候神呼召你作基督徒。

哦，我喜愛這點。就是，“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

一切話。”好，內維爾弟兄，你找到《彼得前書》1:20 了嗎？請你讀一

下 1:19和 1:20。你們聽著。好。［原注:內維爾弟兄讀《彼得前書》1:19-20］ 

 乃是乃是乃是乃是憑憑憑憑著基督的著基督的著基督的著基督的寶寶寶寶血血血血，，，，如同如同如同如同無無無無瑕疵瑕疵瑕疵瑕疵、、、、無無無無玷污的羔羊之血玷污的羔羊之血玷污的羔羊之血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創創創創

世以前是世以前是世以前是世以前是預預預預先被神知道的先被神知道的先被神知道的先被神知道的，，，，卻卻卻卻在在在在這這這這末世才末世才末世才末世才為為為為你你你你們顯現們顯現們顯現們顯現。。。。 
103
 神什麼時候預定了？在創立世界以前。派特弟兄，你來給我讀一下

《啟示錄》17:8。［原注:派特弟兄讀《啟示錄》17:8］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裡上來，又要歸

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見先

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希奇。 

誰將會被迷惑呢？誰將會被像掃羅那種虔誠人迷惑呢？他如此狡猾、

如此完全，連誰都差點迷惑了？是……［原注:會眾回答說:“選民。”］倘若什麼？

倘若能行。 

好，看《啟示錄》13:8，讓我來給你們讀。 

凡住在地上，……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

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105
 我們的名字什麼時候記在羔羊的生命冊上？在羔羊於創世以前被殺

的時候。那時，神是耶和華、以羅、以拉、以羅欣、自己存在的獨一無

二者。就如一顆巨大無比的鑽石，除此以外他不會是別的，在這鑽石裡

面，他有一個屬性是救主；在他裡面，他也有一個屬性是醫治者。可是

當時，還無罪人可救，無病人可醫，但他的各種屬性表明了出來。所以

在創立世界以前，神就知道，他裡面的屬性要大大地擺列出來：他要成

為一位救主；他要來成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他也知道，因他受的鞭

傷，我們便得了醫治。在創立世界以前，羔羊就被殺，你們的名字被記

在他的冊上，這都在創立世界以前就記在冊上了。哦！太好了。 
106
 你們聽著。預定出自於預知，我是說出自於揀選。揀選出自於預知，

預定決定了命運。不要忘記這點，揀選就出在這裡，你們看，“我是一

棵蒺藜。我生在罪中，長在罪孽裡，生下來後就說謊，也生在罪人當中。

父母和家人全都是罪人。我是一棵蒺藜。但忽然間我就成了一顆麥粒。

怎麼會這樣呢？”這是怎麼回事？揀選。神在創立世界以前就揀選了，

使這蒺藜可以成為麥粒。“現在，我知道我是麥粒，因為我得救了。我

怎麼得救呢？”回到亙古以前，你就明白神早預定好了。藉著預知神看

到我會愛他，所以就以他自己的兒子為挽回祭，叫我藉著他可以從蒺藜

變成麥粒。“呐，現在我在哪裡？”我得救了；行在神的恩典中。“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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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如果是一隻騾子，她就會說：“呐，我想想看。他們接受我，

為我行點水禮，那時我還是…… 你知道，他們就帶我去教會，我拿著信

去給某某某。”哦，求主憐憫。他們連自己屬於哪裡都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的長子名分從哪裡來。事情一臨到，她就得著了。她從

水和聖靈得著重生。她知道這水，用水藉著道洗淨的，就是接受道。 
87
 呐，注意這書信是寫給誰的，“寫信給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保

羅，呐記住。我已經講很長了，但我不打算講完這一章。我得快一點。

你們喜歡嗎？哦，它讓我們知道我們在哪裡。但是只用一個晚上講不完。

我們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每天晚上這樣逐字逐句地查考經文。回到過

去，從歷史中來講解，逐字逐句地引出經文，並給你們指出它們都是真

理。 

   呐，我再快點把這節經文讀一遍。 

   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奉神旨意（不是人的意思），作耶作耶作耶作耶穌穌穌穌基督使徒的保基督使徒的保基督使徒的保基督使徒的保羅羅羅羅，，，，寫寫寫寫信信信信給給給給在以在以在以在以

弗所弗所弗所弗所 的的的的聖聖聖聖徒徒徒徒，，，，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一個連接詞）在基督耶在基督耶在基督耶在基督耶穌裡穌裡穌裡穌裡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 
88
 這就是那些被呼召、分別出來，已經領受聖靈的洗，在基督耶穌裡

的人。“親愛的弟兄啊，我寫這信給你們。”哦，我想到如今保羅已經

跟他們在一塊了，哦，那有多快樂！我曾站在這位可愛的老使徒被斬頭

的地方，他們在那裡斬他的頭。但是，哦，現在他的頭在新的身體上了，

再也不會被斬了。寫下這書信的同一位使徒，此刻正與他們站在一起。

他說：“我寫信給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人，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

了一個身體。” 

 現在注意。 

   願願願願恩惠恩惠恩惠恩惠、、、、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從從從從神我神我神我神我們們們們的父的父的父的父，，，，和主耶和主耶和主耶和主耶穌穌穌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歸與歸與歸與歸與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願頌贊歸願頌贊歸願頌贊歸願頌贊歸

與與與與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主耶主耶主耶主耶穌穌穌穌基督的父神基督的父神基督的父神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他在基督他在基督他在基督裡裡裡裡曾曾曾曾賜給賜給賜給賜給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天上各天上各天上各天上各樣屬靈樣屬靈樣屬靈樣屬靈

的福的福的福的福氣氣氣氣（哦，你聽到了嗎？查理？） 
89
 神不是只給使徒一點，給這人一點，而是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五旬節那日降臨下來的聖靈同樣也是今晚在這裡的聖靈。使馬利

亞大聲喊叫、說方言、欣喜萬分、充滿喜樂，行出那些事的聖靈同樣也

是今晚在這裡的聖靈。同樣的聖靈也在保羅身上，讓他在那只破船上，

船浸滿了水，眼看就要沉沒了，十四個晝夜不見月亮星星，他往外看去，

魔鬼就在每個浪尖上，瞪眼咧嘴看著他，說：“好啊，我要把這老傢伙

沉到水裡，這下子我可逮住你了。” 

90
 然後，保羅下去作一會兒禱告，有天使站在旁邊，說：“保羅，不

要害怕。這艘船會在某個島上沉沒。你放心去吃飯吧；現在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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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過去，瘦小的手臂上帶著鏈子，腳上拖著腳鏈走出來，說：“諸

位，請放心。因為神，神的天使站在我旁邊，我是他的僕人，他說：‘保

羅，不要害怕。’”同樣的聖靈今晚也在這裡，同一位神的靈，用同樣

的屬靈福氣來祝福我們。 

 ……賜給賜給賜給賜給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天上各天上各天上各天上各樣屬靈樣屬靈樣屬靈樣屬靈的福的福的福的福氣氣氣氣。。。。 
92
 哦，讓我們在這裡停一下。“屬天的所在［譯者注:這裡,中文和合本譯為“天

上,”照英文欽定本應譯為“屬天的所在。”］，”呐，不是在外面哪個地方，而是在

屬天的所在。我們一起聚集在天上，這是指信徒所在的位置。如果我在

禱告，你在禱告，或整個教會在禱告，已經準備好要聽信息，我們聚集

在一起，作為聖徒，被呼召出來的，領受過聖靈洗的，被神的祝福所充

滿的，蒙召被選的，此時都一起坐在屬天的所在，我們的魂都是屬天的。

我們的靈帶我們到屬天的環境中。哦，弟兄，就是這裡！一個屬天的環

境。那麼，今晚會有什麼大事臨到呢？如果今晚我們一起坐在屬天的環

境中，然後聖靈運行在每個獲得重生之人的心裡，使他們成為基督耶穌

裡新造的人，那會有什麼大事臨到呢？所有的罪都在寶血底下，完完全

全的敬拜，向神舉起手，心也舉起來，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坐在屬天的

所在敬拜神。 

 你們曾坐在過這種屬天的所在嗎？哦，我曾坐在那裡，直到歡喜得

哭了起來，我說：“神啊，叫我永不離開這裡。”我只想與基督耶穌坐

在屬天的所在。 
94
 神用什麼祝福我們？神的醫治、預知、啟示、異象、能力、說方言、

翻方言、智慧、知識、天上各樣的福氣；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每顆心都被聖靈充滿、一起同行、一同坐在屬天的所在、沒有一絲惡念

掠過我們中間、沒有點過一根煙、沒有一件短裙、沒有這個那個、沒有

一件不好的；沒有絲毫的惡念、無人惱怒他人；各人都用愛心說和睦的

話；眾人聚在一處，同心合意，“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

大風吹過。”這就是了，“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95
 然後，聖靈可能降在哪個人身上，說：“主如此說，到某個地方做

某件事。”注意，事情果然就那樣發生了。看到嗎？“主如此說，在某

個地方做某件事。”注意，事情果然也那樣發生了。我們一同坐在屬天

的所在，領受天上各樣的福氣。注意。 

就如神就如神就如神就如神揀選揀選揀選揀選了我了我了我了我們們們們…… 

是我們揀選了他，還是他揀選了我們？他揀選了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接受他的那個晚上嗎？揀選揀選揀選揀選了了了了…… 

15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

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在（（（（宗派裡嗎宗派裡嗎宗派裡嗎宗派裡嗎？）？）？）？）……又在愛裡…… 
98
 神何時揀選了我們？神何時揀選了你們擁有聖靈的人呢？他何時揀

選了你們？在創立世界以前［原注:磁帶空白。］。 

 神揀選了你們，就差耶穌來，他為你們的罪作了挽回祭，又因為愛，

叫你們與他自己和好。哦，巴不得有多一些時間來講。 
99
 在接著講之前，讓我回去《創世記》，看 1章 26節。星期三我會講

這點。神造人的時候，在造人之前，他稱自己叫“以羅，”以-羅，以-

羅；以-羅，“以拉，”“以羅欣。”在希伯來語，這個字的意思是“自

己存在的，”他自己就是一切。沒有任何東西先於他而存在。他是自始

至終的一切存在，是自己存在的獨一無二者：“以羅，以拉，以羅欣，”

意思就是“能滿足一切、擁有一切能力、全能的、自己存在的獨一無二

者。”哦！ 
100
 但是，在《創世記》2章，當神造人時，他說：“我是雅-赫、雅-威、

雅赫阿，耶和華。”這名是什麼意思？就是“我是一切存在的獨一無二

者，我從自己身上造出某物，當作我的一個兒子，或者說，他是暫時的

或業餘的小我。”哦，榮耀！為什麼？神把人…… “耶和華”的意思就

是，他把人當作一個業餘的神。因為他是父神，他把人造成一個業餘的

神，因此，他不再是自己存在的；他與他的家人一同存在。阿們。以拉，

以拉，以羅欣。呐，現在他是耶和華，“耶和華”的意思就是“與他的

家人一同存在的那位。” 

 呐，神造人，叫他統管全地，他擁有管轄權。全地都是人的領地。

這符合聖經嗎？那麼，如果那都是他的領地，他就是管轄全地的神。他

一說話，事就成了。他指著這說話，這事就成了。哦。這就是他、神、

耶和華，他曾經是自己存在的，但現在與他的家人一同存在，他可愛的

小傢伙們與他同在。你們明白了嗎？ 
101
 呐，讀一下經文。星期三晚上，如果有多一點時間，我們要深入講

這點。還剩下十五分鐘，我們就…… 我本來以為可以講到這個地方，但

是我們講不到，就是“我們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弗 1:13］”這個地

方。好。 
102
 呐，什麼時候我們蒙召作神的僕人呢？什麼時候俄曼德·內維爾蒙召

作神的僕人呢？哦！真的，這簡直讓我顫抖！我告訴你；讓我們看一些

經文。我要你讀一下《彼得前書》1:20。還有派特，你讀一下《啟示錄》

17:8。我來讀《啟示錄》13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