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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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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這裡有一節經文。保羅說：“我為你們（主的教會）起的憤

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林後 11:2］就

是你們，就是這兒。就是了。“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把你們

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234
 呐，如果這是真的，當那天，他說（那些人對我說），說：“耶穌

要來你那裡，你要把我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他。”照著你向他們傳講

的道接受審判。你看，如果我向你們傳講的，就是保羅向他的教會傳講

的，如果他那群人進去了，我這群人也會進去，因為我們有同樣的東西。

阿們！現在讓我們低頭，且讓我們說：“神祝福你。 
 
 

 

 

神眾子的顯現 

1
 今晚我們低著頭，作為一個教會，一群被召出來且相信你的人；今

晚在這裡教導你的道，把我們定位在這身體裡，無論屬於哪個肢體，使

我們作為基督身體的眾肢體，可以協調地運作。 

 現在，呼召臨到，要我們立即來到神面前。我們每個做父親的都想

到，如果那是我們的小女兒，我們的內心會是怎樣燃燒、傷痛；我們便

會叫教會來馬上作禱告。一位父親的心正在燃燒、傷痛；主啊，願那位

偉大的聖靈現在就臨到那位父親的內心。除去一切懷疑的陰影和傷痛，

讓他知道你就是神；沒有任何疾病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為你的神聖

使命已經藉著你的教會和子民行了出來。 
3
 整個星期我們都在禱告；從上個星期天以來，我就在思想這些禱告

的方式和方法。我們沒有世人看作是武器的東西，但當這把小彈弓握在

信心的手中時，它就是致命的武器。哦，主啊，願我們的禱告擊中要害，

願籠罩在那個孩子身上的死亡被驅散；願黑暗、沮喪離開那個嬰兒，或

那個嬰孩或孩子、小女孩的床邊。願神同在的大光照耀著她，願她從醫

院出來時，成為健康的孩子。 

神啊，我們知道，在那河的對面，我們的親人在等候，那裡是榮耀

的。但我們愛我們的孩子。主啊，為你的榮耀，我們祈求，願你留下那

個孩子的性命。作為你的教會，我們斥責那死亡，並說：“站在那邊別

動！你不能取去那個孩子，因為，為了神國的緣故，我們要認領她的性

命。”主啊，求你應允這些事，讓他們朝著標杆直跑，正如我們引導他

們的。奉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5
 我們相信嗎？如果我不是個基督徒，我真不知道能做什麼。我真的

不願再呆下去了。我只知道，若不是為了讓別人得救，活著就沒什麼意

義了。 

呐，今晚，我們要先講一下前面這個課程的一點小背景。如果今晚

可以，我儘量來讀，因為有一整章的內容。這樣，星期天早上，或許我

要把信息放在早上和晚上講，如果沒問題；我想要講解我要教會明白的

這種定位。哦，能找到你的位置真是榮耀。除非你真正知道你在做什麼，

否則，你什麼也做不了。 
7
 要是你打算動個手術，有個年輕醫生給你作，他剛剛從學校出來、

以前從未做過手術，那會怎麼樣？雖然他年輕英俊，頭髮梳得溜光，穿

著也非常好、又整潔，等等。他說：“我已經把手術刀磨好了，所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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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等都消毒好了。”但你對此還是覺得有點怪怪的。在我動手術前，我

寧願讓一個以前做過許多次手術的老醫生來做。我要知道的不是某個剛

從學校出來的人；我要的是某個有經驗的人。 

今晚，我所知道要呼求的最有經驗的醫生，就是聖靈。他是神至大

的醫生和偉大的教師。 
9
 作為今晚信息的背景，這還是從星期天的講章來的，它是：他們拒

絕擁有主的道的撒母耳，而接受基士的兒子掃羅；他們拒絕撒母耳，他

代表聖靈，因為他只講聖靈引導他講的話。當時，撒母耳要他們注意這

點，他說：“記住，我奉主名對你們說的話，主沒有一樣不應驗的。我

在你們面前也沒有行得不正。沒有人能控告我犯了罪。”［撒上 12:2-5］就

像耶穌說的：“你們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 8:46］瞧？ 

他又說：“我到你們這裡來，沒有向你們乞討過錢財等等。我沒有

拿過你們的東西。凡我所說的，都是為你們的益處；因為我是從耶和華

的口中對你們說的。” 

眾人都做見證：“這是真的。這全都是真的；但我們還是要一個王。

我們要像世界上的其它國家那樣。”［撒上 8:19］ 
12
 呐，今晚我們要讀的經文可以分為…… 《以弗所書》是新約的《約

書亞記》，它分開來，使得勝者各就各位。呐，在開始從第 3 節讀起之

前，我們用幾分鐘時間講一下背景，定一個位。 

呐，上個星期天晚上，我們發現，在舊約中神應許賜給以色列人一

個安息之地，因為他們已經成了客旅和流浪者。他們所在的地不是自己

的地；神藉著亞伯拉罕應許他的後裔必寄居在外邦人的地上四百年，並

且受苦待；［創 15:13-15］但藉著大能的手，他必領他們出來，進入那流奶

與蜜的美地。 
13
 呐，當應許的日期臨近了，神就興起某個人把他們帶進那地［徒 7:17-37］。

今晚，會眾中有多少人知道那個人是誰？是摩西。注意，他是那位神賜

給我們、帶我們進入應許之地的基督的真實預表。現在，我們有一個應

許，因為我們的應許是屬靈的安息，但他們卻是身體的安息。所以他們

到了一片土地上，使他們可以說：“這是我們的地；我們不再是流浪者；

我們已經定居下來；這是我們的地，我們在這裡得了安息。我們要種穀

物，栽種葡萄園；我們要吃葡萄園的果子。以後我們離世了，就把它留

給我們的子孫。” 
14
 哦，我們也能照承受基業的律法，進入應許之地，就像拿俄米和路

得，波阿斯一樣，把一切都贖回來。在以色列中，一位兄弟，凡他所失

去的基業，也必須這樣藉著一位至親者贖回來。哦，多美啊！就是用上

35 

 

你了。是的，看，你是在某某地方信主的。”整整二個小時，他跟他帶

領信主的人握手，然後走回他的床上，躺下，雙手交叉，就這樣去了。

博斯沃思弟兄已經進入那天晚上耶穌讓我看見的那片土地了嗎？如果是，

他在那裡今晚就是年輕人了。神使他的靈魂安息。願我活著永遠忠心，

使我得以進入那片土地。願我成為基督真實的僕人。 
228
 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羞恥。我感到羞恥；所以，如果我在你們面前

犯罪了，你們有義務來我這裡告訴我。瞧？我竭力靠著神的恩典在他要

我做的一切事上活得正直。瞧？但你看，朋友，如果你知道我生活中有

什麼過犯，你有義務來我這裡，來告訴我。看，我有義務為你們站在這

裡，對你們傳講真實的福音。我對你們有義務，因為我盼望在彼岸見你

們每個年輕男女的面，只要一口氣，你就越過了那個屏障，從你現在這

裡到了彼岸那裡。呐，沒錯。就在那邊。 
229
 願賜諸般恩典的神，天上的神（不是出於褻瀆，乃是出於敬畏），

“爸爸，”在那偉大的日子，我們要再回到這裡，擁有地上的身體，這

樣，我們就能吃喝，吃地上的葡萄和果子。他們建造房屋，別人不得住［

賽 65:21-22］。他們要栽種葡萄園，別人不得吃。瞧？一人栽種了葡萄園，

他兒子繼承了，然後他兒子的兒子又繼承了。但在這裡不是這樣，他栽

種葡萄園，就留在那裡。看，沒錯。我們將永遠在那裡。願在那片土地

上，我能見到你們大家。 
230
 我知道，在這裡我也是對三位一體論的傳道人說話。我的弟兄們，

我說這話，我說這話不是要傷害你。我也是一個三位一體論者。我相信

三位一體，神的三個屬性，父、子、聖靈，但不是三位神。瞧？我相信，

神有三個屬性，絕對是的；我全心相信：父、子、聖靈，但他們不是三

位神。他們只是三個屬性，或者說是神的三個職分。神曾住在父職中、

子職中，現在住在聖靈中。是同樣一位神擁有三個職分。他們有…… 

父、子、聖靈，不是神的名。神有一個名，他的名是耶穌。聖經說，

天上各家都起名叫耶穌；地上各家也都起名叫耶穌［弗 3:!5］。沒錯。所以

神有一個名，人類的名。他有一個名，稱為耶和華以勒、耶和華拉法，

這是他神性的稱呼。但他有一個名，叫耶穌。這就是他。 

真的，我的弟兄們，如果你不同意我，記住，不管怎樣，我還是會

在那裡與你見面。瞧？我必與你同在那裡。願神祝福你們。我也愛你們。 
233
 我要教會記住，呐，星期天早上我們要從這裡接著講，我儘量不留

你們超過兩點，這樣，你們就能參加下午的聚會，如果有可能，如果像

今晚這樣，到十點半。你們原諒我嗎？朋友們，我們沒有剩下多少時間

了，親愛的，我叫你們“親愛的，”因為你們是。你們是我所親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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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思。當我把他抱在手臂裡，喊著說：“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戰

車馬兵啊！”［王下 2:12］ 

他說：“孩子，呆在事工廠上。如果能夠的話，把這些年輕人趕到

海外的事工廠上。趁著他們還沒接受一大堆癲狂的東西之前，把你所得

到的真實福音傳給他們。”瞧？他說：“對你將來的事工來說，你的事

工都還沒有開始呢。你將是個嶄新的伯蘭罕。孩子，你還年輕。” 

我說：“博斯沃思弟兄，我已經四十八歲了。” 

他說：“你還沒有開始呢。”他說：“別讓這些年輕的五旬節派傳

道人到那裡去，帶去一大堆的胡說八道、毒害那東西；拿著各種文憑，

搶在你去那裡之前，讓整個國家都反對真實的福音。”他說：“伯蘭罕

弟兄，繼續前進，帶著你所領受的福音前進。”他說：“我相信你是一

位使徒，或主我們神的一位先知。” 
223
 我看著他，兩手把他抱住。我說：“博斯沃思弟兄，我想問你一個

問題。在你傳道的所有年日裡，什麼時候是你最快樂的時刻？” 

他說：“就是現在，伯蘭罕弟兄。” 

我說：“你知道你就要死了。” 

他說：“我不會死。” 

我說：“為什麼你說這是你最快樂的時刻？” 

那裡有一扇小門。他說：“我躺在這裡，臉正轉向那扇門。我所愛

的那一位；我一生所傳講並為我持守這一切的那一位元，他隨時都會來

到那扇門前接我了，我要與他同去。”我看著他，我想，我也在看著同

一扇門，因為我也要到亞伯拉罕、以撒、或雅各那裡去。 

我握住他的手，說：“博斯沃思弟兄，我們倆都信同一位神；我們

所信的是一樣的。靠著神的恩典，我將傳道，直到最後一口氣離開我的

身體。我將盡我所知道的對神保持真實。在福音上，我不向任何一方或

在任何地方妥協。我將盡我所知道的保持真實。博斯沃思弟兄，我將在

一片更好的土地上見到你，在那裡你將不再老了，而是年輕。” 

他說：“你也將在那裡，伯蘭罕弟兄，不要擔心。” 
227
 大約二個月後，在他去世之前一、兩個小時，我想他就要去世了；

我妻子進來看他（他總是很關心我妻子），還有博斯沃思太太。大約兩

個小時前……他一直躺著，睡著了。然後，他站起來四處看，從床上跳

起來。他說：“母親，哦，我很多年沒有看見你了。爸爸；吉姆弟兄，

瞧，讓我想想，你是我在伊利諾斯州喬利埃特帶領信主的。”那人離世

已經有五十年了。瞧？“是的，”他說：“這是某某姐妹。是的，我在

溫尼伯的聚會中帶領你歸主的。是的。哦，這是某某姐妹。很久沒看見

3 

 

幾個星期、幾個又幾個的星期，我們都講不完這一章。我們可以把整本

聖經跟這裡連起來講，跟這一章連起來講。 

哦，我真喜歡查考聖經。過去我們常常這樣作，講它一年半；也講

不完一本書，還在一直講這本書。 
16
 呐，這是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基業，這地上的基業，沒有任何人，

只有至親的親屬才能贖回那份基業。現在，讓我在這裡對你們做母親的

說一下，就是那天晚上我提到的小記號。多少人為你們家迷失的親人禱

告呢？是的。就是這樣，瞧？又提到了“你的基業。”瞧？ 

保羅告訴那個羅馬人，說：“當信主耶穌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救。”［徒 16:31］如果你有足夠的信心讓你自己得救，有足夠的信心，不

管那個男孩或那個女孩如何的任性，無論怎樣，他們都必得救。即使神

讓他們躺在那裡，躺在醫院裡，快死了，他們仍必得救。神應許了。這

是基業。哦！《以賽亞書》說，“他們必要在那裡。他們的後裔都同他

們在一起。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

的。” 

哦，我這裡有一點，希望今晚能給你們講出來；這點在我心裡燃燒，

我要講回到這一點。但現在我要接著講。 
19
 瞧，你們注意到摩西嗎？這位行偉大神跡的人，他帶領以色列人經

過那地，把他們帶往應許之地，並沒有給他們分配產業。他沒有分給他

們產業；他領他們來到那地，卻是約書亞將地分給他們。對不對？基督

把教會帶到一個地方，在這裡，他們承受了產業，產業賜給了他們，剩

下的只是過約旦河；但聖靈是那位設立教會次序的，是今天的約書亞，

他設立教會的次序，賜給各人恩賜、位子和職位。他是神的聲音，對基

督所拯救的人心裡說話：他是聖靈。 

呐，這一切你們都明白了嗎？呐，我們要去到《以弗所書》。呐，

他以同樣的方式把教會定位在他們所該處的位置上。呐，約書亞把他們

安置在天然的土地上。現在，聖靈正在給教會定位，在他們所屬的土地

上，在所屬的位子上，給他們分配產業。 
20
 呐，首先，保羅從這裡寫起，他寫了這封信。等會兒我們會發現，

這一切奧秘向他啟示了，不是在神學院裡，也不是藉著哪個神學家，而

是藉著聖靈的神聖啟示，這聖靈是神賜給保羅的。保羅說，他曉得神從

創世以來所隱藏的奧秘，已經藉著聖靈啟示給他了。聖靈在人們中間正

有序地設立各人的位子，使教會各就各位。 
21
 呐，首先，保羅在這裡要告訴人的是，把所有的…… 記住，這信是

寫給教會的，不是給外人的。對外人來說，這是一個奧秘，是謎語，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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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無法明白；超出了他的思想；他對此一無所知。但對教會來說，它是

磐石裡的蜂蜜；是說不出來的喜樂；是有福的保障；是靈魂的錨；是我

們的盼望和倚靠；是萬古的磐石；哦，它是一切的美善。因為天地都要

廢去，但神的道永不廢去［太 24:35］。 
22
 但是，迦南地以外的人對此一無所知；他仍然在流浪。不是說他不

是個好人，我沒有這樣說。我甚至沒有說在埃及的人不是好人，但直到

他進入了這個產業，這產業…… 

所賜給教會的應許不是一塊自然的土地，而是一塊屬靈的土地；因

為我們是有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彼前 2:9］。是有君尊的祭司、聖潔

的國度、獨特的民、蒙召的、蒙揀選的、被選上的、分別出來的，因此，

外面的整個世界都是死的。我們被聖靈引導；神的兒女被神的靈引導，

不是被人引導，而是被聖靈引導。 
24
 一切都在愛裡；現在，整個都捆在一起了。很多時候人們都想教導

這點，毫無疑問，那些偉大的神學家講起這點比我要深得多。但我竭力

要讓你們明白的，就是：一個在基督裡擁有聖靈的人，能夠容忍犯錯誤

的人，有忍耐、溫柔、有耐心。他甘甜、謙卑、忠心、充滿聖靈；從不

消極，總是積極的。他是個不同的人。 

不只是一個這樣的人，“我們曾經擁有它。如果我們喊叫，我們就

擁有了，我們是衛理公會信徒。哦，我們喊叫時，我們就在那片土地上

了。”那很好，沒問題，我也相信這個。 

接著，五旬節派信徒也過來，說方言；他們擁有了；每個說方言的

人都擁有了。我也相信這個。但我們仍然發現，許多人還是沒有。看，

瞧？ 
27
 呐，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隱藏的大奧秘裡，從創世以來它被隱藏起

來，但如今在這末日，卻向神的眾子啟示了。你們相信這是真的嗎？就

是神的眾子要顯出來。在我們看其他經文之前，讓我們翻到《羅馬書》

第 8 章，看一會兒，讓我給你們念一些經文。看看這是不是與我這裡要

說的相一致。現在，我們來看《羅馬書》8章，《羅馬書》8章 19節， 
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28
 切切地盼望，整個受造之物都在等候那個顯現，瞧？那個顯現。什

麼是顯現呢？使人知道。 

整個世界。那邊的伊斯蘭教徒，他們也在尋找。各處的人，每個地

方，他們都在尋找。“這些人在哪裡呢？”我們已經有了，已經有了一

陣大風；已經有了雷鳴電閃；已經有了油和血；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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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

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215
 沒錯。呐，弟兄姐妹，我這麼說，希望不是不存敬畏；那天，如果

是神帶我看見那個小小的……呐，我很興奮；我不是猜測我很興奮；我

只是從傳道中得到祝福。我太興奮了；我留你們在這裡，我知道都讓你

們疲乏困倦了。但是，哦，巴不得你知道我多麼想要你們去到那裡。瞧？

當時，我再說一遍；當時，他說……我說：“會有幫助的。” 

他說：“你想看到結局是怎樣的嗎？” 
216
 我回頭看，看見自己躺在床上。肯定的，你們認識我已經夠久了，

知道我告訴你們的是真實的。我要問你們一件事，正如撒母耳在膏掃羅

之前說的話；我奉主名告訴過你們什麼不真實的事嗎？那些話對嗎？它

一直都是真實的。我來乞求過你們的錢財或這類的東西嗎？沒有，我從

來沒有。我所做的事不都是盡力領你們到基督面前嗎？沒錯。 

呐，他們想說我是心靈感應專家，你知道，是超感覺的辨別者。當

然，那些東西會興起，聖經說他們會的。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

他們所做的幾乎跟摩西的一樣，直到攤牌的時候到了。沒錯。但記住，

雅尼和佯庇不能醫治。他們不能醫治。他們能帶來災殃，但不能把它們

除去［出 8:18-19］。瞧？是的。呐，神才是醫治者。神的道永遠是真理。 
218
 我盡力的對你們誠實；盡力的告訴你們真理。我站在這講臺上，大

約有三十一年了，斷斷續續有三十一年了；可能哪一天會離開講臺就走

了，去到榮耀裡。那裡有我妻子、女兒、父親、弟弟，一些寶貴的朋友，

他們都葬在那裡。我守護著他們的棺材，把鮮花放在那裡，我知道有一

天我的也會在那裡。呐，這是真的。但從內心真誠地說，我全心地告訴

你們，我相信，我傳給你們的是主耶穌基督真實的福音。我相信，你們

每個人都應該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並且領受聖靈的洗。無論何時你領

受了，它必給你帶來喜樂、和平、忍耐、良善、溫柔、溫和、耐心和信

心。 
219
 那天，那天早上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我還不能說，我

到底是在身體中見了一個異象，還是被提離開這裡而到了那裡。我不知

道；我無法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直都害怕死，那個刺痛人的小

地方。但不是害怕耶穌不來接我走；我不怕那個，因為我不懼怕那個。

但要是我遇見你，只是像一陣霧一樣在空中飄……但現在我看見了。我

看見了那些人，他們是真實的人。 
220
 如果真有哪一個人，是真正代表過五旬節運動的真正使徒的話，那

就是博斯沃思弟兄了；他清潔、正直，傳講真正的福音，瞧？就是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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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是名，一個都不是。就在十天後，彼得轉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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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到

處都是這樣。 
208
 所以，那裡有一些人曾受過別的洗，是約翰悔改的洗。保羅就說：

“你們得重新受洗。你們得再洗一次。”［徒 19:1-6］ 

“哦，可是，我們是讓一位偉大的聖人施洗的，就是給耶穌施洗的

約翰。” 

“是的，但這是福音。這是神的靈給我的啟示。我是主的使徒，如

果天上來的天使另傳別的福音……”［加 1:8］ 

讓我讀一下這經文。聖經說：“如果……”保羅說：“如果天上來

的天使傳別的福音，主教、大主教、教皇、監督，無論是誰，如果他另

傳別的福音，跟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們卻沒有

這樣的規矩［林前 11:16］。沒有，先生。沒有這樣的規矩。那麼，瞧？為

什麼人們看不出來呢？為什麼人們不願相信呢？［原注：會眾中有人說：“預定

的。”］瞧？有人說到點子上了，基恩。“預定的，”沒錯。為什麼？“凡

父所賜給我的人（什麼？），必到我這裡來。”［約 6:37］多麼正確！“凡

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 

我是怎麼了，我在這裡要找什麼呢？就在這裡。是的。 
212
 讓我讀一下這經文，然後我告訴你們保羅說的事。今晚我所傳的這

個信息，正是保羅對預定、奉耶穌的名的水洗、聖靈的洗、教會的設立

等所說的話。下面是他說的話。 
6我希奇（告訴這些加拉太人）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

們的，（換句話說，我為你們感到羞恥，你們讓人進來把你們攪亂了，

離開了福音）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

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要更改基督真正的福音） 
213
 注意。呐，記住，是保羅要求每個不是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的人，

都來奉耶穌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多少人知道這是真的？多少人知道是保

羅說這些奧秘從創世以來被隱藏起來，現在已經向他啟示了［弗 3:5］，即

我們被預定成為眾子，得著兒子的名分。這點被教導了。看這裡他怎麼

說的。 
8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

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不只是說：“我不同意你，先生。”而是他應當被咒詛。讓我讀下

一節。 

5 

 

西；但我們沒有聽到那個吸引先知的微小的聲音，他裹著外衣，走出來，

說：“主啊，我在這裡。”［王上 19:12-13］瞧？ 
30
 呐，整個受造之物都在歎息，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呐，第一步，

保羅要把教會準確地放在它所屬的位置上。呐，為了得到一個背景，我

們再來讀一下。 
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成聖

的信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呐，所以，會眾不要忘了；我們是怎麼進到基督裡的？我們是加入

教會進到基督裡的嗎？我們是認罪一下進到基督裡的嗎？我們是浸在水

裡進到基督裡的嗎？我們是怎樣進到基督裡的呢？《哥林多前書》12 章

說，“我們都從一位聖靈（一位，大寫的‘靈，’是指聖靈）受洗，進

入那應許之地。” 
32
 在這應許之地，在應許之地裡，一切都是屬我們的。柯林斯弟兄，

你看到了嗎？看，應許之地裡的一切…… 以色列人越過約旦河，進入應

許之地，為一切而爭戰。 

呐，記住，在應許之地，並不意味著你對疾病是免疫的；並不意味

你對患難是免疫的。但它的意思是（哦，讓這點深入你們的心）；它所

說的是：這地是你們的。只要起來奪取它。瞧？當它…… 
34
 記住，以色列中有人喪生的唯一原因，就是罪進入了營中。這也是

我們失去勝利的唯一原因，是因為罪進入了營中，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當亞干偷了那些金塊和巴比倫人的衣服時，罪就進入營中，戰鬥便失敗

了。 

今晚，你給我這個無瑕疵的教會，這群完全的人，擁有聖靈，完全

處在神的應許中，在聖靈裡行事；我可以挑戰任何疾病，或任何病痛，

或任何存在的東西，挑戰這個國家的每個喬·路易斯，帶著他一切異教的

東西，和所有的不信者；帶著任何疾病或痛苦進入這門，他們都必完全

健康地離開這裡。是的，先生。神賜下了應許，唯有不信的罪會使它失

效。 

呐，稍後我們要仔細講講這個小小的罪是什麼。 
1……在基督耶穌裡的……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

歸與你們！3 願頌贊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

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36
 當我們在基督裡，我們就有屬靈的福氣。在基督以外，我們有的是

感覺。在基督裡，我們有實在的福氣，不是假信，不是偽裝，不是做作。

但你若試圖說自己在應許之地，而事實上沒有，那你的罪就會追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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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你知道，你會發現自己不過是個假裝的，全都……正如我們在世

上所說的，出醜了。你會發現你並沒有得到你所談論的東西。但當你在

基督耶穌裡，他應許賜給你屬天的平安、屬天的福氣、天上的聖靈；一

切都是你的。你已在應許之地，擁有全部的產業。阿們！多美啊。哦，

讓我們來查考。 
4就如神……揀選了我們，…… 

呐，這就是最讓教會絆倒的地方。 
4就如神……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在誰裡面？基督） 

38
 我們發現，呐，回到《創世記》和《啟示錄》，《啟示錄》17:8，

即：創世以前神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呐，這個詞，讓我讀下一節。 
4創立世界以前，……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

預定我們…… 

呐，我想在“預定”這個詞上停一下。呐，“預定”不是說，“我

要揀選內維爾弟兄，我……我……我不揀選畢勒弟兄。”不是這樣的。

它是指神的預知，他知道哪一個對，哪一個不對。所以藉著預知，神知

道他要做什麼；藉著預知，他預定了，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羅 8:28］，使他能在將來的時代，使所有的一切在耶穌基督裡都同

歸於一。 
40
 讓我在這裡為你們畫一張圖。很好。我們回到……我相信那天晚上

我稍微講了一點，講到了《創世記》第 1 章，1:26；當時，神稱自己的

名叫“主神，”用到了這個字，“以羅，以拉，以羅欣，”意思是“獨

自存在的那位。”除了他，沒有別的東西存在。沒有空氣；沒有光；沒

有星星；沒有世界；沒有任何其他東西。那是神，只有神，以羅，以拉，

以羅欣。呐，他創造了那些。 
41
 在神裡面有許多屬性，它是指他是一位…… 在這位偉大的以羅，以

拉，以羅欣裡面，有一個屬性或…… 你知道屬性是什麼，讓我這麼說吧，

它是一種本性。這樣說，連小孩子也會明白。我也是一個小孩子，只能

那樣才能明白。 

在他裡面有一個本性要成為父親。但他是獨自存在的，沒有別的東

西使他可以成為父。呐，在他裡面還有別的屬性，他是神；神是一個敬

拜的物件；但他是獨自存在的：以羅，以羅欣，以拉，以羅欣，所以，

沒有東西來敬拜他。在他裡面，他是個救主。可是沒有東西失喪，需要

拯救。瞧？在他裡面，他是個醫治者，瞧？但沒有生病的東西，需要醫

治，或者說沒有東西生病。現在，你們明白了這幅圖畫嗎？所以，他的

屬性，他的本性產生了今天的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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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傑克·柯站在那裡。那個無神論者，基督會的人在那邊跟那個

無神論者握手，手把手。作為一個基督徒，卻跟一個像喬·路易斯那樣的

魔鬼握手，那人一開始就是個自由主義者，甚至詛罵神，說根本沒有神

這種東西，這些事發生在自稱為基督會的教會裡；他們跟他握手，站在

一起反對傑克·柯弟兄。這樣你還怎麼做事呢？ 

五旬節派也有很多人反對他；我們國家的每個傳道人本該肩並肩跟

他站在一起，說：“神啊，差下你的大能來。”看，就是這樣，我們還

無法定位。 
204
 以法蓮不願好好呆著。他們有個人到了這裡，我們發現瑪拿西剛好

到了這裡，說：“哦，主已經賜給我一片好玉米地。”然後又來了一個…… 

迦得說：“瞧，呐，等一下。我本該種燕麥，但我也想得到玉米。

哈利路亞！”瞧？你跟玉米沒有任何關係；去種燕麥，你的本分是種燕

麥。你本該牧放牲畜，就不該去牧養綿羊。神要使教會定位。但每個人

都想做同樣的事。“哈利路亞！”你無法告訴他們這方面的事。是的。

他們還是那種山羊的本性，“叭，叭，叭，叭……”看，你無法告訴他

們。沒錯。呐，這不是真的嗎？你無法給教會定位。瞧？ 
205
 教會本是預定要得著兒子的名分；一個人，神可以挑選一個人，收

養他歸入一個家，給他一些東西。首先要試驗，看看對不對。聖經說，

要試驗一切的靈。這人說了某件事；你試驗一下，看看對不對。如果說

得對，就與它同行。然後說：“主啊，差給我們別的東西。”繼續往前，

瞧？只要繼續往前，說：“每個人定好自己的位置。”然後，你就會看

到神的教會開始找到位置。那麼，這時候，非利士人就要撤退了。短裙

消失了；頭髮留長了；臉洗乾淨了；雪茄不見了。沒錯。當教會開始進

入她的大能，你就會看到幾個像亞拿尼亞和撒非喇這樣的事了。是的，

先生。當那個聖潔教會帶著大能站在一道，作為神的眾子各就各位時，

就得著兒子的名分，進入神的家中；你就會看到，大能的教會必站在她

的榮耀中。哦，這就是主來的目的。 
206
 弟兄們，看到我們偏離多遠嗎？人們甚至不能在經文上走到一起。

任何人，任何人若看不見聖經中奉耶穌基督之名的水洗，他要麼是瞎眼

了，要麼是精神有問題。這場大爭戰就在這裡。 

我告訴任何人，給我找出一處經文，在新約教會中有誰是用任何別

的名，而不是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的。或者，如果他用別的方式受洗，

他還得來奉耶穌基督的名重洗，以便領受聖靈。你來指給我看。沒有這

樣的事。沒有這樣的使命。耶穌在那裡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 28:19］父、子、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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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呢？要麼屬於神，要麼不屬於神。沒錯。要麼都是神的，要麼都不

是神的。事情就是這樣。 

但你要如何行動呢？瑪拿西不願留在他的地上；以法蓮不願留在他

的地上；迦得不願留在他的地上；便雅憫不願留在他的地上；他們全都

跑出去，跟非利士人混在一起了。這樣我們還怎麼定位呢？但我們大家

都是從聖靈生的。對不對？我們生下來要得什麼呢？被預定的。我們生

下來以後，就預定得兒子的名分，並定位在基督的身體裡。你明白我的

意思嗎？ 
198
 什麼是基督的身體？其中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師，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弗 4:11］。對不對？我們蒙召作這些。另外一些人有各種恩賜，說

方言，翻方言，智慧，知識，行神跡，有各種不同的恩賜［林前 12:8-10］。

現在他們怎麼做呢？他們運行這種東西。怎麼樣呢？一點也不加控制，

全都混亂了。一個站起來說方言，另一個繼續說。［原注：伯蘭罕弟兄模仿雜亂

無序的聲音］傳道人在傳道，做祭壇呼召，有人站起來說方言，“哈利路亞！

榮耀歸於神。”如果傳道人正在傳講信息，受了恩膏，然後，有人說：

“墮落的老傢伙。”看，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教導。 
199
 聖經說，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神不是叫人混亂的［林前 14:32-33］。

當我站在這裡，在神的恩膏下事奉。不管你多麼想說方言，你都要閉口，

等到神這裡的工做完了。那麼，如果你說方言，並不只是重複一些經文，

因為神說，不要用許多重複話。它的信息是直接針對某個人的。你說，

哪一次，指出哪一次，在聖靈辨別人心意念的恩膏下，我對人說話是一

遍一遍地重複經文呢？我都是告訴他們什麼事不對；他們做過什麼事；

他們必須做什麼事；或什麼事必須發生，或類似的事。對不對？ 

說方言和翻方言也是這樣。如果教會裡有人說方言，另一人翻方言，

就讓他們這麼說：內維爾弟兄站起來說方言，這位弟兄就翻出來，說：

“告訴這個人說，昨天他到這裡做了一件錯事。呐，醫生今天告訴他，

他得了癌症。去糾正那件事，回到這裡，與神和好。” 

這人說：“真的，這是事實。”這就是神與你們同在了。 
201
 但如果是這樣我們怎麼能做呢？瞧？只是……［原注：伯蘭罕弟兄作描述］，

只是隨隨便便，根本沒有定位。呐，你看，以弗所人想要……看，他們

錯過了這個。看，後來他們錯過了。我們被預定得兒子的名分。呐，多

少人明白我的意思，請舉手。兒子的名分！我們生在神的靈裡，真正領

受了聖靈，呼叫：“阿爸父！哈利路亞！榮耀歸於神。”我們是的。沒

錯。我們是兒女，但我們哪裡也去不了。我們打敗不了非利士人。 
202
 你看，葛培理站在那裡。那個回教徒說：“證明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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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些人說：“那麼，為什麼神起初不阻止這事呢？他是個心腸殘忍

的傢伙。”喬·路易斯在責備傑克·柯時就是這樣說的。瞧？他說：“神真

是個心腸殘忍的傢伙。根本沒有神這種東西。如果有這種東西，他肯定

是個……”哦，這人用各種惡名來稱呼神。瞧？這不過是因為他在這裡

得到許多知識，但他在這裡卻一無所知。 

呐，原因就在這裡。瞧？這道在這裡說了，然後神把它隱藏了。這

些奧秘被隱藏到現在，記住，聖經說：“從創世以來，一直在等候神的

眾子顯出來；”向教會顯明出來。哦。你明白了嗎？ 
44
 呐，我要在我的故事上稍微停一下，或我要講…… 等我講完這點，

我再講另一點。呐，記住，從摩西時代以來，從眾先知的時代以來，經

過所有時代，他們一直在等候這末後的日子，這些事要顯明出來，是照

著聖經說的（沒錯），因為它要啟示給神的眾子。為什麼？從遺漏的…… 

就像金字塔，正如我說過的，越造越窄，越來越窄。 
45
 正如我常常這樣說的，我說神造了三本聖經。第一本，他放在天上，

就是黃道帶。你們曾見過黃道帶嗎？黃道帶的第一宮是什麼？處女宮。

黃道帶的最後一宮是什麼？獅子宮。耶穌第一次來是藉著童女；第二次

來，他是作為猶大支派的獅子。瞧？ 

神造的第二本是在金字塔裡，在過去以諾的時代，人們建造了金字

塔。他們測量了那些巨石。我不懂得這個。但為了打仗，他們可以彎著

腰，用膝蓋走一段距離，就可以測量出戰爭的距離。你知道他們現在量

到了哪裡嗎？剛好穿過王的內室。當這個金字塔往上建時…… 今天我們

用任何方法都無法建造金字塔。我們建不了。 
47
 它像這樣往上建，最後到了一個尖頂上。但人們從未找到過那塊作

壓頂石的石頭。人們從未在金字塔頂上放過那塊壓頂石。我不知道你們

曉得不曉得這點。埃及的大金字塔，它上面從未有過壓頂石。為什麼？

壓頂石被棄絕了；基督，這頭頂石被棄絕了。瞧？ 

但我們一直在成長，從路德派時代，浸信會時代、衛理公會時代、

五旬節時代，現在我們到了這個壓頂石的地方，瞧？在等候、盼望那壓

頂石落下來，建築就完工了。你們沒有讀過經文說，“這石頭要被棄絕”

嗎？當然，我們曉得這是在講所羅門的聖殿。“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

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太 21:42］我這樣說，只是給你們勾勒出一幅圖畫。 

呐，在聖經中，我們正生活在末日，在金字塔頂上，在黃道帶中的

巨蟹宮時代［巨蟹座跟癌症是同一個詞］，在獅子宮快要到來的時代，在壓頂石

的時代，也是聖經中神的眾子顯出來的時代。瞧？看到我們在哪裡了嗎？

我們已在末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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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少人讀過這星期的報紙，赫魯雪夫他們說了什麼？哦，他們準備

好了，我們也準備好了。阿們！在東方…… 這沒問題。哦，何等的榮幸

啊！何等的時代啊！巴不得基督徒都能意識到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瞧！ 

你們怎麼想呢？這本書的作者看到了這事，看到了末日將有彰顯；

他歎息等候神的眾子在末日興起，在時代的末了帶著聖靈的大能，把創

世以來的隱秘事啟示出來，傳講出來。 
52
 呐，讓我們再回到創世之初，得到啟示，看看我們對不對。我希望

你們不會認為我是褻瀆，如果我稱神為“爸爸”。但我想這樣說，好讓

你們明白。爸爸，爸爸想有一些孩子，那麼，他怎麼做呢？他說：“要

有天使。”天使就來到他身邊。哦，很好。他們敬拜神，於是他就成了

神，他的屬性。記住，他是以羅，以拉，以羅欣，獨自存在的，除他以

外沒有別的。首先出來的是天使。天使所作的就是敬拜神。他們不會失

喪，所以他們不會生病，他們是不死的生命。所以，神無法顯示他的醫

治大能；無法顯示他的救恩。所以，那時…… 
53
 此後，神說：“我們要造一些可以摸得到的東西。”於是他造了地

球。當神造地球時，他造了地上的一切生物，後來又造了人。地上出來

的所有生物，是從蝌蚪或水母開始的，它們只是浮在水面上的肉，從那

裡開始形成了青蛙，他們宣稱，我們所能找到的最低等的生命，就是青

蛙。最高等的生命是人類。從青蛙開始到蜥蜴，從蜥蜴下來，一直下來；

每一次，聖靈一吹氣，“噓，”生命就出現了；“噓，”更高級的生命。

接著，某個照著神的形象被造的東西出現了，那就是人。所造的沒有一

樣比人更高級的了，過去沒有，將來也永遠沒有，因為人擁有神的形象。

瞧？後來… 
54
 當時，神造了第一個人。呐，當神造天使的時候…… 他造了人，“神

就造男造女。”他們在同一個個體裡。他既是男又是女，既是男性又是

女性。神造了亞當，把他放在一個肉身中。記住，在《創世記》第 1章，

神造男造女。在《創世記》第 2章，那時，還沒有人耕地［創 2:5］，沒有

肉身的人，沒有人拿東西去耕地，然而，卻有照著神形象造的人。“神

是個……”［原注：會眾說：“靈。”］沒錯。瞧？他造了第一個人，“他就造

男性造女性。”呐，神造第一個人時…… 
55
 呐，記住，這點完全都在他的思想裡。星期天晚上我講到了這點。

話是表達出來的思想。神想到他怎樣成為神；怎樣受敬拜；怎樣成為醫

治者；怎樣成為救主，他一說出這話，事情馬上就永遠成了。哦，巴不

得神的眾子現在能那樣持守住這道。當神說出一句話，事就成了。絕對

是的。他可能等候了…… 年代學家這樣說，哦，還有考古學家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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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呐，當神把耶穌帶到變象山上時，他對他兒子做了同樣的事。耶穌

帶了彼得、雅各和約翰上山，地上的三個見證人［可 9:2-8］。山上有耶穌、

摩西、以利亞和神。他們都站在山上。接著，你知道，他們一看，耶穌

在他們面前得了榮耀。對不對？多少人知道這是聖經說的？他怎麼做呢？

神給他披上了不死的袍子。他說：“他的衣服像烈日放光。”對不對？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彼得、約翰他們就臉伏於地。他們一看，有摩西

和以利亞站在那裡與耶穌說話。摩西已經死了八百年，葬在一處沒有標

記的墳墓裡。以利亞也在五百年前乘著馬車上了天［王下 2:11］。哦，但他

們仍然在那裡。他們在那裡與他說話。看，神帶耶穌上去見他們，看見

所有這一切是什麼，看見那裡，並指示他這些事。他們跟耶穌說話，與

他交談。 
193
 後來，彼得又回頭看，看見那榮光離開耶穌去了，他們只見耶穌一

人，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他的名

現在跟我的名一樣有效（沒錯）。你們要聽他。”這就是了，立了兒子

的名分，給兒子定了位。 

呐，在這裡，神竭力要在《以弗所書》中確立五旬節的教會。瞧？

你明白了嗎？我們得結束了，因為時間太遲了，瞧？孩子們都困了。我

本想在這裡一直講到 13節，但我講不到了，瞧？最後一部分是，“受了

所賜的聖靈為印記。”我們星期天再講。瞧？呐，你看。是這東西帶我

們進去，我們也靠它得蒙保守。 
195
 但說到“定位，”你怎麼樣？你首先藉著聖靈生在天國裡。多少人

知道這點？好的。接著，你被預定得著什麼？兒子的名分。那是什麼？

你被預定得著定位。 
196
 哦，斯科特姐妹，我相信她坐在這裡。你今天要回家，是吧？有個

教訓傳遍了世界一些地方，傳到全國各地，我聽到很多次了：說，耶穌

已經在地上，有人的身體，到處行走，他來了，行這些事。這是一個謊

言。是他的聖靈在這裡，正在給他的教會定位，使教會有次序，把它放

在應許之地，讓他們能進去。這樣，所有仇敵就能被趕出去。 
197
 瑪拿西不能占別人的土地。我無法舉辦醫治聚會，因為有一半的……

我去到那裡，傳講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三位一體論的弟兄就說：“哦，

他是唯有耶穌派的。”我無法到那裡去舉辦醫治聚會，因為有一半人說：

“神的醫治沒問題。” 

他們很多人喜歡主行神跡，說：“哦，我相信伯蘭罕弟兄是先知，

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只有當聖靈臨到他身上，他在辨別人心意念時，

他才是主的僕人。但他的教訓是腐爛的，沒有益處。”誰聽過這種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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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受洗，你就必得到聖靈。這是給凡願意的人的，讓他來吧，讓他來

這裡看看聖經是怎麼說的。’瞧？他們在那裡簡直高興透了。” 

“哦，那是我兒子！那是我孩子。瞧，你認為他很成熟了嗎？” 
186
 “是的。肯定成熟了；”聖靈說：“我已經試驗過他了。我這樣試

驗他，那樣試驗他。我把他推倒，生病了；我把他放在底下。我踐踏他；

我讓魔鬼盡其所能地攻擊他的一切；他又恢復過來了。他又起來了。我

讓他生病；我做這事。我把他扔在醫院裡。我把他帶出這裡，做這事，

做那事。我讓他的妻子反對他，我讓他的鄰居反對他；一切都跟他作對。

那沒有一點影響。他說：‘即使他殺了我，我仍然信靠他。’我殺了他

的家人。我拿去這個，我做這事；我做了這一切；我做這做那。他仍然

站起來，‘即使他殺了我，我仍要服侍他。他是我的。’” 

“哦！好的，我相信，我們應該把他叫到哪個特別的地方，使他得

兒子的名分。” 

呐，在舊約裡，當父親明白他的兒子成年了，老練了，可以得著兒

子的名分……他們生來是孩子，但到了那時，他們就是兒子了。過去，

他們只不過是孩子，只是一個普通的兒子，但等到他們成熟了，就顯出

他們是誰了。然後，父親就把兒子叫出來。 
189
 呐，教會，就是這樣。你們準備好了嗎？現在，時間有點遲了，你

們大家咬咬手指，掐掐靈魂，揪揪你的心，再一會兒。好嗎？現在，我

們要給教會定位。呐，當教會走到那個地步，神說：“瑪拿西，你屬於

這裡。以法蓮，你屬於這裡。” 

然後，父親把他們帶到某個地方，父親這樣做，把他兒子放在一個

像這樣的高處，舉辦一個儀式，其他人都聚集在周圍。父親說：“我要

大家都知道，這是我的兒子，我要使他得兒子的名分。我要每個人都知

道，從今以後，他的名字……我給他打扮好，穿上特別的衣服。我要你

們知道，他的名字簽在支票上就像我的名字一樣有效。他是我的兒子，

我使他得兒子的名分，歸入我的家，雖然他從生下來就是我的兒子。從

他領受聖靈時，就是我兒子了。但現在，我要把他定位在有權柄的位置

上。他解雇誰，誰就被解雇；他雇用誰，誰就被雇用。”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對這棵樹說，你們若對這座山說，

‘挪開，’心裡不疑惑，只信你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你成了。”［可 11:23］

瞧？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瞧？“他是我的兒子。”多少人知道這兒子

的名分，在兒子經過試驗以後，他們才給他兒子的名分。大家讀過聖經

的都知道，這是給兒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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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世界可能有幾百，幾百萬年了。我不知道；它可能有幾萬億，幾萬

億年了。我不知道有多久了。神不在時間中。從他說話到如今，他連一

分鐘的時間都沒有少。他仍然是神，在他沒有時間。 

直到那天晚上，應該說是那天早上，我才知道是這樣的。永恆，沒

有昨天，沒有明天，全部都是現在。你注意到“我是”這個詞嗎？不是

“我過去是”或“我將來是，”而是永恆，“我是！”看，“我是，”

一直是。 
57
 呐，但神要把一些東西放在時間裡。他要造出一些東西來敬拜他，

於是，他的屬性就產生了這個。後來他造了人。但在這個人裡，他看起

來很孤單。所以，現在為了顯明他偉大的思想，在基督與教會這幅圖畫

裡有什麼內容，他沒有拿不同的一塊泥土造一個女人，而是從亞當的肋

旁取出一根肋骨，從亞當的靈裡取出女性的靈，把它放在這根肋骨裡［創

2:21-22］。 

當你看到一個男人舉止像個娘娘腔，肯定出了什麼問題。當你看到

女人的舉止想要像男人，肯定也出了問題。看，肯定出了問題。他們是

兩個完全不同的靈。但他們一起，成為一體，“這二人是一體。” 

所以，神造男造女，他們永遠不會變老，永遠不會死，不會衰老，

永遠不會……他們吃喝，睡覺，就像我們一樣；但他們從來不知道罪是

什麼。 
58
 現在，我要跳過這點，講另一個題目，是關於古蛇後裔的。這點他

們要求我收回。讓我看看哪個人上來能給我指出不同的東西。這就是我

想要知道的。瞧？ 

呐，但後來，在這一切以後；那時罪介入了，發生了什麼呢？ 

在遙遠的太空，在幾百萬億英里遠的地方，有個這麼大的空間，比

如說那就是完全的、“愛加倍”的愛。每次你朝這邊走一步，它就窄一

英寸。那你知道它到達地球時會有多小。它就成了影子的影子的影子。

這就是你所擁有的，也是我所擁有的：是“愛加倍”這種愛的，影子的

影子的影子。 
61
 你裡面有個東西，這裡每個過了二十歲的女人裡面都有個東西，這

裡每個過了二十歲的男人裡面都有個東西，就是渴望留住青春。從十五

歲到二十歲，你只剩五年。過了二十歲你就開始死了。但從十五歲到二

十歲，你只是一個青少年。然後你成熟了，到了二十歲；過了二十歲，

哦，你說：“我的身體非常棒。”你只是這樣說，但你並不是。你正在

死亡，正在逐漸衰敗，不管你做什麼。神使你活到那個年紀，但以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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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死亡。呐，怎麼回事呢？呐，你開始死亡，但你裡面有東西說：“我

要再回到十八歲。” 
62
 現在，我要問你一件事。如果你是五百年前出生，一直保持十八歲

到今天，會怎麼樣呢？你就成了古董了，你的思想都是五百年前的，比

那些來到這裡的清教徒祖先們還早，你成了一個帶著那種思想的年輕女

士。瞧，你還不如自然變老，活它五百年。看，肯定出了什麼問題。 

你說：“可是，我現在感覺非常好，伯蘭罕弟兄。哦，我才十八歲；

我才十六歲，感覺很好。”親愛的，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如果你媽媽現

在不在教會裡，你怎麼知道她此時還活著？你怎麼知道你的男朋友或女

朋友幾分鐘前沒有被殺呢？你怎麼知道明天早上你在家裡不會成為一具

屍體呢？你怎麼知道今晚你會活著走出教堂呢？這是一件很不確定的事。

沒有一樣是確定的。如果你才十五歲、十二歲、十九歲、七十五歲或九

十歲，一切都不確定。你不知道你站在哪裡。但你仍然盼望回到十五歲、

十八歲去。是什麼使你那樣想呢？ 
64
 呐，如果你回到十八歲，一直都那樣，從不生病，也從不……你得

有別人跟你在一起，因為你活得比別人長。瞧？不斷有人會進入另一個

時代，而你會成為老古董。這比你跟他們一起變老更糟。但有什麼東西

呼喚你回到那裡。這就是那一小點“愛加倍，”那一小點影子使你…… 在

這上面的某個東西…… 
65
 呐，那天晚上或那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靠著他的慈愛和恩典，

聖靈帶我離開這個身體，我相信（我相信。我不說是或不是），我進入

那片土地，看見那些人，他們全都是年輕的。我見到了一生中所見過的

最漂亮的人。他對我說：“她們一些人曾是九十歲了。她們是你帶領信

主的。難怪他們喊著，‘我的弟兄，我的弟兄。’” 

呐，這是一個屬天的身體，我們死後，不是變成一個神話，而是成

了一個身體。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死了；如果原子彈此時把我們炸死，五

分鐘後，我們就會彼此握手，互相擁抱，叫喊，又蹦又跳，歸榮耀給神。

是的，先生。坐在這裡的斯賓塞弟兄和姐妹，我猜他們是這裡最年長的

一對夫婦，也將變成十八歲、二十歲。內維爾弟兄將是一個年輕人，我

也將是一個小夥子。我們都將變成…… 這完全是真理。“我們這地上的

帳棚若拆毀了，我們已經有另一個在等待著。” 
67
 在自然的出生中，當嬰兒從母親身上落地後，他的小身體蠕動著，

蹬著腿，等等。你們年輕婦女，請原諒這樣的表達。他這樣做，只是活

的肌肉在抽動。但當他來到地上時，第一件事，就是呼吸，一個自然的

27 

 

才是你們所需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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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38］是的，先生，這就是他說的話。” 

“哦，他真的那麼說嗎？” 

“是的，先生。他真的那麼說。” 

“瞧，我寫的道也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說的。” 

“哼，是的，先生。” 
180
 其中有句話說：‘你們要在耶路撒冷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

頭來的能力。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路 24:49;徒 1:8］當他讀到這裡，他

喊道：‘哈利路亞！這就是你們所需要的!’你知道他怎麼做嗎？他把他

們帶到那裡，直到他們領受了，就是這樣，跟他們呆在一起。” 

“如果他們開始爭吵，他就說：‘嗨，嗨，嗨，等一等，等一等。

那是山羊行事的方式，不是綿羊。瞧？’哦，有時候他們對他有些不高

興，但他只是拍拍他們的後背，說：‘等一等，噓，噓，噓，沒關係的。’

他真的知道如何管理那些綿羊。是的，先生，我告訴你。” 
182
 “你知道嗎？我看見某某大主教告訴他，他不能來這城舉辦聚會。

但你知道，我就引導他，我說：‘儘管去吧。’”（瞧？） 

“收回那些錄音帶，不要讓它們傳出去。” 

“它們還是傳出去了。他們來到這幾座城，說：‘那麼，我們不想

主辦……’” 

“你知道，魔鬼下到那裡，說：‘我跟你打賭，我可以讓他進不了

這城。’我說：‘不可能。如果我告訴他去，他就會去。我保證他會去

的。’‘不，不，不，不，不，我會告訴他。我要下去，說：呐，我的

所有代理人，你們都聚集在一起。你們不要讓那個老狂熱分子來這裡，

不要那些過時的神的醫治和聖靈等東西。很多年前它們就隨著使徒一起

消失了。你知道過去那些沒有用處。’想盡辦法給他們吃枯黃的雜草和

類似的東西。”他們…… 
184
 “但你知道嗎，他還是去了那裡。他到了那裡，就把苜蓿草都給扔

了出來；然後回來。你知道嗎？那些綿羊開始吃草，他們變得可肥壯了。

是的，先生。他們有醫治和聚會等，你知道，很多年輕人就開始……他

們也想要一大捆像苜蓿草那樣的牧草了。你知道他們用它來幹什麼嗎？

那草太好吃了，以致他們跑到鄰居那裡，說：‘嘗嘗這個，嘗嘗這個！’

他們說：‘年輕人哪，作好準備！’‘是的，先生，就像這個。就在這

裡，它就在這裡，就在這裡。瞧？現在，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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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偏離了道。你知道其他人做什麼嗎？嘲笑那些人，說，她們只是一

幫瘋子。” 

“哦，這樣說讓我感到太糟糕了。” 
170
 現在，讓我們換一下畫面。呐，天父，他的兒子是個好孩子。他的

父一直都……這是師傅，就是聖靈。那一條路是聖靈……他說：“我要

去走走。” 

師傅說：“我……” 

這孩子說：“我要與你同行。我要與你同去。” 

“哦，兒子，這山太高了。” 

“我要與你同去。我對你有信心。如果我開始累了，你會拉起我的

手，扶住我。” 

“但是，山上有獅子。” 

“只要你在身邊就不要緊，不會有什麼兩樣。我要繼續走上去。” 

“上面會有麻煩，岩石很滑。” 

“我不在乎，只要你抓住我的手；我要與你同行。我要與你同行。” 

“哦，你知道嗎？你爸爸以前就是這樣的。”瞧？ 

“那很好。是的，先生。” 
175
 到了山頂那邊。“哦，”他說：“父啊，你知道嗎？你兒子就像一

個模子裡卡出來的。他絕對的跟你一模一樣。你所說的每句話，他都對

它說‘阿們！’那天我讓他翻開聖經讀，經文說：‘耶穌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你知道他說什麼嗎？他喊叫起來，把手舉向空

中，他說：‘哈利路亞！阿們！’哦。你知道，在你的道中這樣說，你

知道，你在那裡說：‘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是的，我記得對我兒子寫過那句話。是的，我記得寫過那句話。” 

“哦，當他看到那句話，就大喊起來，跳上跳下，喊著：‘哈利路

亞！主啊。從我身上除去所有世界的東西。把我造成那樣。’是的，先

生。他所作的那些事……” 

“哦，”父親說：“我為這樣的兒子感到高興。真是個好兒子。是

的。再注意觀察他幾年；看看他怎樣。看看他表現怎樣，進展怎樣。” 
179
 後來，幾年過去了。“他這段時間怎麼樣？” 

“哦，他一直在恩典裡長進。哦，他真是……他越來越成熟了。我

告訴你，他真的……瞧，他照看那些綿羊，管理他們，就跟你一樣。他

從不讓他們吃海草，也從不讓他們吃毒草。當他們走到他身邊，說：‘我

們要加入眾教會。’他說：‘閉嘴吧，你們不需要那個。不，先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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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身體立即就進入那個嬰兒裡。自然而然地，他伸出小腦袋，靠在母

親的胸脯上，開始吃奶。如果他不吃奶，奶甚至不會分泌出來。 

你曾注意到嗎？小牛犢生下來後，它一得到足夠的力氣，就站了起

來。誰告訴它的？它走到母牛身邊，開始到處拱，開始吃奶。哦，是的。 
69
 因為當這地上的身體被帶到這裡，就有一個屬靈的身體在等著它。

當這個……哦，哈利路亞！“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另有一個正

在那邊等待著。”［林後 5:2］我們一跨出這個身體，就邁進那個身體：那

身體不需要喝一口涼水，也不需要喝任何水。那身體不需要吃，它們不

是出於這地上的塵土。但他們是非常真實的，能夠感覺，握手，只有愛，

一切都是完美的。那個身體正在彼岸等候著。這是它的一部分。身體有

三個部分。 
70
 在祭壇這裡，你就開始了你的永生。這是你開始永恆的地方。哦。

你就在這裡開始了永生。然後你重生了，成為神的一個兒子。當你死的

時候，你就開始……當死亡臨到你這個身體，心臟停止跳動，肉身生命

的輪子就停止不動，那個小影子，它是影子的影子，眨眼之間，它就變

成了影子的影子，接著它又變成了影子，再接著，它變成了一閃一閃的

東西，然後，又變成了一條小溪，然後，又變成了一條河流，然後又變

成了洋海；不久，你就站在了你親人的面前。他們站在彼岸，披戴著屬

天的身體—這一外衣，你們彼此認識，彼此相愛。你又轉變成年輕人或

年輕女人。絕對沒錯。這身體在那裡等候，直到主耶穌的再來。有一天，

他得榮耀的身體…… 

呐，記住，這是屬天的身體，不是得榮耀的身體，是屬天的身體。

有一天，那個屬天的身體要同耶穌一起離開天上。 
71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帖撒羅尼迦後書》第 5 章或《帖撒羅尼

迦前書》第 5 章，這個或那個，“我告訴你們，論到睡了的人，我不願

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沒有指望的人一樣。我們若信基督

死了並且在第三日復活了，那已經在基督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

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命令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

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或妨礙他們（這字最好）。

因為主的號要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帖前 4:13-17］這些

屬天的身體降下來，穿上地上的榮耀身體。“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

在一刹時，眨眼之間改變，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72
 “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也不再吃，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裡

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這是婚筵［太 26:29］。在三年半裡，敵基督將結

束他的統治，整個世界毀滅了。猶太人被召出來，約瑟與外邦人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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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是說與猶太人相認。記住，當約瑟和他的兄弟們相認的時候，沒

有一個外邦人在場［創 45:1-5］。他派人…… 

你們知道這故事。約瑟在各個方面都是基督完美的預表。約瑟派人

到他弟兄們那裡，他們就下來；他一看，看見了小便雅憫，看見弟兄們

都在那裡，於是他……他們說：“瞧，這個人！我們不該殺了我們的弟

弟約瑟。”當基督與他們相認時，猶太人才看到，他們已經犯了一個錯

誤。約瑟情不自禁，幾乎哭了，就打發他妻子、孩子、所有衛兵和其他

人離開，叫他們到宮裡。絕對沒錯！然後，只剩下猶太人在場，他說：

“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我是你們的兄弟。” 

他們便僕倒，開始顫抖，說：“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得到報應了，

因為我們殺了我們的兄弟。我們說，我們殺了自己的兄弟，現在，他是

這位偉大的王。” 

約瑟說：“神這樣做為了一個目的，是要保全性命。”這正是神這

樣行事的原因：為了救我們外邦人。但外邦人已在宮裡。哈利路亞！被

弟兄們棄絕的約瑟，娶了一個新婦；這新婦是外邦人，不是猶太人。是

的。 
74
 呐，現在你去到哪裡了？當我們穿上這榮耀的身體之後，這就是將

要來臨的那個偉大時代，那時，這榮耀的身體……這屬天的身體就變成

了榮耀的身體。現在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那時，我可以走過去，說：

“內維爾弟兄。”讓我給你們示範一下。我說：“休默弟兄，我們今早

去爸爸那裡吧。”他是神。我們現在認識他；他是救主，是醫治者。 

從來沒有“罪”這種被造物。這聽起來很彆扭，不是嗎？罪不是一

個被造物。不，先生。罪是個歪曲。只有一位創造主，就是神。罪是義

被歪曲了。什麼是姦淫？義被歪曲了。什麼是謊言？是真理被謬傳了。

肯定的。什麼是咒詛的話？是神的祝福轉變成咒詛的話，在神那裡，就

不再是祝福了。罪不是一個被造物。罪是個歪曲。所以，撒但不能創造

罪，它只能歪曲神所創造的。絕對沒錯。死亡只是生命的歪曲。 
76
 呐，注意這點，注意這個。然後，我走上去，我說：“休默弟兄，

你和我，還有畢勒弟兄和幾個弟兄，我們上到阿爸神那裡，說，讓我們

去旅行一下。那時，你們孩子都喜歡山。” 

“是的，我們是很喜歡。” 

“哦，在那個新世界，有綿延幾百萬英里的高山。去吧，到那散步

去吧。” 

“我必……每天太陽升到高處，我必垂聽你們。他們正說話的時候，

我就垂聽。”《以賽亞書》66章。沒錯。 

25 

 

“你不可以支援這種東西？” 

“哦，是的，是的，主教大人，肯定不。” 

“我來這裡，從你的道中告訴他真理。看，真理就在這兒。我讀你

的律法給他聽，確實告訴他作什麼，但他不願聽我。他說：‘哦，那是

給別的時代的，是給其它時代的其他兒子的。那不是指我。’”就是這

樣。呐，這是真的，朋友。現在，你難道看不出教會在什麼地方失去了

她的位置嗎？為什麼我們沒有復興呢？為什麼這些事不再繼續下去呢？

問題就出在這裡。 
167
 約書亞說：“迦得，我要你們……根據藍圖，你的位置就在這兒，

你的地方就在這兒，就在這兒。迦得，你進來這裡，留在這裡。便雅憫，

你下去這裡。現在，你們都要遠離非利士人的邊界。”約書亞回來，他

們都在非利士人那裡，正在進行一場大狂歡，像那樣跳舞，所有婦女都

塗脂抹粉，盡情跳舞，狂歡。約書亞撓撓頭，說：“呐，怎麼回事？”

呐，這完全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不都是，感謝神；不都是，但太多了。

是的。 
168
 呐，後來發生什麼呢？發生了這件事。難道你想像不到那位聖靈，

他在父面前要這樣說時，不會臉紅嗎？哦。“我告訴過他，但他不願聽。

我告訴他這個，讓他讀這裡的聖經。我讓一個小傳道人過來，給他看耶

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你知道怎麼回事嗎？他讓一個牧

養山羊的人過來，告訴他說那是給另一個時代的。瞧？每次他到那兒，

身上都變得很臭，有山羊的臭味（你知道，雪茄味等等，你知道），他

一到那裡，就變得很臭。但我告訴你，那個牧養山羊的人身上別了很多

的獎章（是的），我告訴你，如果你把他的名字寫在報紙上，他的訃告

需要半張的紙來寫他的頭銜。是的，先生。那個地區的人真的喜歡他在

那裡，但我告訴你，他真的不知道怎麼餵養綿羊。這是一件不對的事。

他就是不願聽我；”聖靈說：“我盡力要告訴他，你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遠是一樣的，但他就是不願聽。他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糟糕的膽小鬼。

是的。教會選他作監督、主教等等；所有人都聽他。後來，你知道怎麼

回事嗎？他們接受那些……他們在下面有一個稱作電視的小東西。你這

樣把一個小東西打開，那些女人就走出來了，舉止失常，穿著半截的衣

服；你知道，你的許多女兒是……” 

“哦，不會吧？”瞧？ 
169
 他說：“是的，他們是。是的，他們正在做。哼。他們一些人哭求

著要復興，父啊，他們一些人是真的想要。一些人是真的走在正路上；

一些人盡其所能地、真實地站在這道上。其他的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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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不與他同在。但如果他所說的成就了，瞧，就要聽他，因為我與他

同在。”［申 18:21-22］瞧？就是這樣。神就是這樣行事的。 
160
 呐，然後他到各處去。現在，如果那個師傅上去找那父親，你想他

會怎麼說呢？他說：“你的兒女行為糟透了。我告訴你：你的那個男孩，

他太悖逆了，簡直就是個痞子，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人。哦，你知道他做

了什麼嗎？你的那個女兒……哦，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處置她。哼。你知

道嗎？她看上去就像……瞧？她滿臉塗脂抹粉，跟那邊的一些非利士女

孩一樣。是的，先生。她就想跟她們那樣作。” 

“我的女兒？” 

“是的，你的女兒。”這就是聖靈對今天的教會所要說的話。難怪

我們沒辦法有復興。瞧？呐，這是真的。 
162
 “你兒子怎麼樣？” 

“哼，一樣的。” 

“什麼？” 

“哦，你知道，你總是說那些羊應該在那邊的草場上放牧，吃羊的

食物。是的，你知道他做了什麼嗎？他把羊趕到那些雜草堆裡。把它們

帶到那裡，丟在那個小溪邊，讓它們躺在雜草堆裡，吃那些枯黃的柳葉，

它們太可憐了，簡直無法從那裡出來。”就是那些主教和牧師，他們否

認神的大能。“哦，我告訴你實情；我一生中從未見過一群那麼緊張的

羊。”他不喜歡那樣。不。“你知道嗎？在這上面的牲畜，你知道，你

告訴他們要用上面的苜蓿草喂牲畜，你知道，會使它們長得肥壯。” 

“是的。”“但你知道他給它們吃什麼嗎？” 

“不知道。“ 

“吃那些枯黃的雜草。是的。他讓他們加入協會等等。你一生中從

未見過這樣的人。你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事。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嗎？

在外面抽雪茄，發脾氣。他老婆也跟他一樣，她穿著短裙，就像那邊的

非利士女人所做的。是的。”這就是聖靈對今天的教會所要發出的信息。

呐，你是怎麼看待這點的？ 

那是兒子的名分。神怎麼做呢？他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他賜給

我們聖靈；但等一下，兒子的名分，這是我們正在談論的東西。兒子的

名分。 
165
 “那麼，你知道他怎麼做嗎？那天，主教過來了，有人正在下面舉

辦一場小型醫治聚會；主教過來了。有個人，一位弟兄也過來，正在為

病人禱告。他說：‘你停止這麼做。’” 

“哦，哦，好的，主教大人，我這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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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你知道，我從那裡走過；我們大家都從那裡走過，大約有五百年左

右，只是一段小旅行，一百萬年，沒有什麼差別。瞧？呐，這聽起來發

瘋了，卻是真理。看，它是真理，因為那裡沒有時間，它是永恆。當我

走到那裡，我從那裡走下去，你知道我在那裡遇見誰嗎？我說：“哦，

這不是喬治婭·布魯斯姐妹嗎？瞧，喬治婭姐妹，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你了。”

但她看起來跟以前一樣。瞧？她可能是一千萬歲了，但她仍然像過去一

樣年輕。她正在給什麼東西撓癢癢，我看著那裡，是希塔，那只獅子。

我說：“希塔，今早你好嗎？” 

“喵喵，”就像一隻小貓。“哦，我去那兒跟幾個身邊開滿鮮花的

姐妹聊天去了；我們在那兒差不多有五百年了，瞧？到處看。”呐，這

聽起來很瘋狂，卻是真理。絕對沒錯。這正是神所想要的樣子。 
81
 瞧，神祝福你的心，喬治婭姐妹。傷害不會再有了，一點也不會有

了。黃昏的時候，我們要走到山頂上，說：“哦，阿爸神啊，我曾失落

過。哦，我曾處在罪的糞坑中，阿爸神啊，你救了我。” 

瞧，那些要這樣表達的人都發瘋了。瞧，那個寫完《哦，神的愛》

這詩歌的最後一節的人，被關進了瘋人院裡的大牆，他竭力要表達神的

愛。他怎樣降卑來拯救罪人，怎樣行事，他的愛下來拯救你和我。談到

敬拜神，天使對此一無所知。這種敬拜……天使只知道站在那裡，前後

扇動翅膀，喊著，“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但是，哦，神的憐憫！當

我知道我曾失落，今被找回，我曾死去，今又活著。哦神啊，我本是罪，

本是糞坑，本是在垃圾堆裡。 
83
 這是生活能給你的最好的東西。你們曾去過這裡的高露潔垃圾場嗎？

它是我所去過的最臭的地方。那些煙聞起來讓我噁心。在那些煙塵中，

太噁心了，就像喝了蓖麻油後，整個胃都要翻出來一樣。看，真是太噁

心了，老鼠在你身上竄，想來咬你，這就是那最好的生活。後來，有人

伸出手把你撿起來。你太老了，幫不了自己了。他把你撿起來，把你轉

變成十八歲的男孩，把你放在山頂上，是最健康的狀態，像那樣呼吸新

鮮空氣，喝一口清涼純淨的水。你還想再回到那個垃圾場去嗎？不，弟

兄，決不；決不再回到那個垃圾場去了。 
84
 呐，朋友們，這就是那個意思。這就是那個異象或轉變的意思，就

說是異象吧。我要說是異象，因為我若說是轉變，恐怕會傷到什麼人；

它就是那樣。呐，這就是神所作的，要把他的兒女帶來歸他。呐，這些

人是誰呢？他們是怎麼……這些人做了什麼事配得這些呢？他們是怎麼

做的呢？神在起初，在天使被造以前……多少人知道神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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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你們三位一體論的弟兄，我不是要傷害你們，但我奉神善道的

名說，你怎麼能把耶穌當作是與神自己分開的另一位呢？如果耶穌能叫

另一個人去，讓他受死以救贖這個人，他就不是公義的神了。神能這樣

做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來代替這個人。神成了肉身，使他可以嘗到死

的痛苦，把毒鉤和死亡從我們身上除去，叫我們可以被他自己所救贖。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受如此的敬拜。耶穌是一個人，肯定是的。他是一個

人，由童女馬利亞所生。但在他裡面的聖靈是沒有限量的神。神本性一

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他裡面［西 2:9］。他是耶和華以勒、他是耶

和華拉法、他是耶和華瑪拿西、他是耶和華我們的盾牌、我們的避難所、

我們的醫治者；他是阿拉法、是俄梅戛、是初、是終、是首先的、是末

後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他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

是明亮的晨星，瞧，他是一切的一切［啟 22:16,1:8］。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

有形有體地居住在他裡面。 
86
 死亡一直都有一根螫人的刺。“啊，”魔鬼說：“我得到你了，因

為你聽從了我。我要螫你，把你放入墳墓。綿羊的血根本幫不了你，那

不過是動物的血。”但神因著他的智慧，知道有一羔羊要來，是創世以

前被殺的。是的，先生。他等到那個時刻，等到日期滿足的時候來到。 

但有一天，這羔羊，這人來了，甚至撒但也糊塗了。撒但打量著他，

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做這事吧。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行一件神跡，

讓我看你行吧。讓我看你行神跡吧。哼，我要蒙一塊布在你臉上打你。

你若是先知，告訴我們誰打你。哼，我不信，我不信你是那個人。你若

是，就明明告訴我們吧，你是或不是。”［太 4:3-6;26:68］看，像這類的事。

“哦，告訴我們你是誰。”他並不開口。哦，那時，他真是蒙蔽了魔鬼

的眼睛。 
88
 耶穌看著門徒，說：“我可以向我父求，他就為我差遣十二營的天

使來。”［太 26:53］ 

“彼拉多不聽這話，你知道。你若是……你若是……哦，那不是他。

瞧，你看他在流血。嘿，你們一些士兵過去，吐口水在他臉上。”吐口

水，戲弄他，一把一把地拔他臉上的鬍子。“哦，他不是，不，這不是

他。我要把我的毒刺紮進他裡面，夥計。我要把他帶到那裡。現在我逮

到你了。” 

他最後喊道：“以利，以利！我的神，我的神！”那是一個人。“為

什麼離棄我？”［太 27:46］ 

在客西馬尼園，這恩膏離開了他，你知道。他必須作為一個罪人死

去。他作為一個罪人死去，你知道這點；不是因他的罪，而是因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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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他自己也需要悔改信主。是的，先生。但他在一些事上的觀點是對

的。他的行為，一個人因那樣的事而殺人，太可怕了；這是犯罪。是的。 
8這恩典是神……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153
 哦，等一下，我還沒有講“兒子的名分，”是嗎？我會太遲嗎？我

們看看這上面的鐘幾點了，現在幾點了？好的。是的，為了那些打老遠

來的人，我們再講十分鐘。看！ 
154
 你看。“兒子的名分，”讓我給你們看是怎麼作的。一位父親有個

很大的王國；他到處去。呐，他生了一個兒子。哦，他太高興了（呐，

這是神）。那麼，你知道那位父親怎麼做嗎？他找來最優秀的教養者，

師傅。你知道師傅是什麼，不是嗎？他就是學校老師。他到全國去找所

能找到的最優秀的學校老師。（下面，我們要講到了。聽著！） 

他找到了所能找到的最優秀的學校老師。他沒有隨便去找一個無賴；

他要他兒子成為真正的男子漢。 

你不想讓你的孩子那樣嗎？肯定想，把最好的給他們。是的，先生。

那麼，一個肉身上的人都會這樣想，你想神會怎樣為他的兒女著想呢？

把所能得到的最好的…… 
156
 所以，他要找一個誠實的人。呐，他不要這樣的人，說：“呐，你

看，朱尼爾，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親愛的。”“哦，是的，先生。

嗯，他不錯，他是個好孩子。”像這樣奉承誇獎他。不，不。那傢伙馬

上就會被解雇。肯定的。他要找一個誠實的人。如果那個兒子行得對，

就告訴他。如果行得不對，也告訴他錯在哪裡。 

如果地上的一位父親也這樣想……難道你不要人對你誠實，不要學

校老師對你的孩子誠實嗎？肯定要的。你想神會怎麼認為呢？他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但他知道。我們是有限的，我們說不出來。但神是無限的，

完全知道。 
158
 那麼，你知道天父怎麼做嗎？他從未說：“我要找一個教皇來看管

我的孩子。”他也沒有說：“我要找一個主教。”不，不。他沒有那樣

做，因為他知道教皇會犯錯，主教也會犯錯。瞧？他從未說：“我要找

一個總監督來看管我的教會。”不，不。 

 他找到聖靈。那是教養他孩子的師傅。是的。那麼，你怎麼知道聖

靈不……他藉著人類的口說話。那麼，你怎麼知道他說的是真理呢？當

你看到聖靈藉著一個人的口說話，每次都準確地說出真理，發出預言，

且完美地應驗了；就像撒母耳說的，那麼你便知道那是真的。它正確地

應驗了。因為神說：“如果他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就不要聽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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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長說：“瞧，比利。”我跟他很熟，他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就認得

他了。他說：“要不要我幫你幹點什麼？” 

我說：“沒問題。” 

他說：“你能幫她嗎？” 

我說：“我不能，但神能。”我說：“把她交給我。” 

所以，他們把她帶出來。不久，她就平靜地離開了。那是什麼？我

們發出一個禱告追她。阿們！她是那麼…… 

他們說：“你要我們找醫生嗎？”對她丈夫說：“你要我們找醫生

嗎？” 

他說：“醫生無法為她做什麼。”沒錯。她瘋掉了。“醫生拿她也

沒辦法了，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去那兒。” 

他說：“比利，我不明白這事。” 

我說：“我不指望你明白。瞧？不指望你明白。” 
148
 但是，哦，我也不明白。是的。哦，但弟兄，我記得，有一次我在

那邊也走偏了路。有樣東西來追我回去。阿們！不是因為我想要來，而

是因為有樣東西來追我回去。因為在創世以前，神就預定（哈利路亞！）

我們是屬他的，得著他的尊貴與榮耀。聽著！他預先所知道的人，他就

什麼？召他們來［羅 8:29-30］。對嗎？他呼召了你嗎？是的。為什麼他呼召

你呢？預先知道了你。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

稱他們為義。對不對？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阿們！這是聖經

說的。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召他們來：每個世代。所召來的人，已經

叫他們得了榮耀。什麼？現在，讓我讀這節經文。好的。 
5 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你們明白了嗎？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使他可以坐在那裡，永

世開始滾動向前時，他的兒女要喊道：“阿爸父！阿爸父！” 

那些天使說：“他們在談論什麼？他們在談論什麼？” 
151
 這點在那個浪子中完美地展示出來了。“我失落了。”“這是我的

兒子。他曾經失落，現在找到了。他曾死了，又活過來了。牽來肥牛犢，

穿上最好的袍子，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讓我們……”［路 15:22-23］難怪

當他們看到神的救贖計畫時，晨星一同歌唱，神的眾子也都歡呼［伯 38:7］，

神在創世以前就把你名字記在生命冊上。 
152
 瞧，你說：“加爾文相信類似的事。”我不相信加爾文。加爾文是

個殺人犯。加爾文因為有人奉耶穌的名施洗就把他處死了。他是一個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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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就在這裡，愛進來了，他這樣擔當了我的罪。哦，哈利路亞！他這

樣擔當了我的罪。 
92
 這就是他，他沒有開口。撒但說：“你知道，我相信他不過是個普

通人，不是童女所生的，所以我要把我的毒刺紮進他裡面。” 

撒但過來了，把它的毒刺紮進他裡面，但它找錯了時間，夥計。它

的毒刺被拔了出來，從那以後就再也不能螫人了；它的毒刺留在那裡了。 

耶穌在第三日復活，他說：“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

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 1:18］是的，先生。撒但沒有看

出他是誰。“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將來如何，還未顯明。”［約

14:19;約一 3:2］ 
94
 有一天，三、四天以後，耶穌升到了父那裡，又返回來，然後有人

說：“哦，他是個……他一定是個鬼魂。他一定是那個人的鬼魂什麼的。

你所看見的，是看見了異象。”“不，他是真正的耶穌。” 

多馬說：“讓我看看他的手，等等，我就告訴你是不是。”［約 20:25-29］ 

耶穌說：“我在這裡。”又說：“你們這裡有魚和餅嗎？給我一個

三明治。”他們給了他一個三明治，他就站在那裡吃了。他說：“呐，

一個靈能像我這樣吃東西嗎？一個靈能像我這樣有骨有肉嗎？”［路

24:37-43］瞧？他說：“我是他。我就是那位。” 
97
 保羅說：“我們將有一個什麼樣的身體，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我

們必有一個像他一樣的身體。”［腓 3:21］什麼？耶穌有沒有那個道的形體

呢？是的，先生。當他死了以後，聖經說，“他”是個人稱代詞，“他

去到陰間，傳福音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魂聽。”［彼前 3:19-20］哈利路亞！他

是如何做到的呢？他有感覺；他有聽覺；他有說話的感官；他帶著那樣

的身體傳道，就像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那些榮耀的身體一樣。他向陰間

的魂傳道，就是那些在挪亞的日子神寬容等待的時候不悔改的人。 

但他在復活節復活了；那個身體必不會見朽壞，因為先知大衛預先

看見，就說，“我必不將他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我的聖者見朽壞。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為他必不將我的魂撇在陰間，也不叫我的聖

者見朽壞。”［詩 16:9-10］在七十二個小時開始出現朽壞之前，那個道的形

體，那個身體去向那些在監獄裡的魂傳道，就是那些在挪亞的日子神寬

容等待的時候不悔改的人；他復活了，必死的穿上了不死的，他站在那

裡吃喝，並告訴我們他是一個人。哈利路亞！ 
99
 埃文斯弟兄，我們將要這樣見到他。那時，他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哈利路亞！那時，我們要上去下來，我要跟你們一同旅行，用一百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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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穿山越嶺，瞧？其實才幾天，才幾分鐘，我們就到了那邊，大家

圍坐在那邊。 

到了吃飯的時間，你知道，接著，你知道，伍德姐妹說……我說：

“伍德姐妹，瞧，這段時間你都到哪去了？我沒有見到你，在我看來好

像有十五分鐘了。” 

“哦，是兩千年前了，伯蘭罕弟兄。” 

“哦，你感覺怎麼樣？”哦，你的感覺當然好了。 

“嘿，夥計們，到這裡來。弟兄，我親愛的弟兄，我要給你們看這

些東西。這是泉水，是你喝過的最好的泉水。還有，哦，我們要喝一口

清涼純淨的水。我要走到那裡，摘一大串的葡萄，然後，大家坐在那裡

吃。”那不是很美妙嗎？的確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103
 我們怎麼得到這個？我們怎麼知道這點？神在創世以前就預定了我

們。誰？那些在應許之地的人。 
5……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

分，6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叫我們能像他所說的那樣稱讚神。那

就是他，是神，我們要稱讚他）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

在愛子裡賜給我們的。（在基督裡賜給了我們。）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

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104
 我得回到兒子的名分上，但我想在“過犯”這裡停一下。你注意到

“過犯”這個詞嗎？你知道神不因罪人犯罪而定他的罪嗎？神定他的罪，

是因為他是罪人。如果一個罪人抽煙，神並不因此定他的罪，不管怎樣，

他都是罪人。瞧？他沒有任何罪，罪人沒有。他只是罪人，瞧？他沒有

任何罪。但你們作基督徒的，你們有過犯。你注意這裡，保羅是對教會

說話。保持教會正直。瞧？“過犯得以赦免，”過犯。我們有過犯。但

罪人就是罪人，神不赦免他。 
105
 呐，你說：“瞧，他走出去，開槍打了一個人。你怎麼辦他呢？”

那根本不關我的事。我不是改革者，我是傳道人。法律會管這事的；他

們是改革者。他們是……你說：“他犯了姦淫。”那取決於法律怎麼看。

那是他跟法律之間的事。我不是改革者，我不是去改良人。我要叫他們

悔改信主。我是傳道人。瞧？我的工作是叫他歸向神。如果他犯罪，那

是他的事；因他是個罪人。神在更高的標準上定他的罪。他一開始就是

罪人，一開始就被定罪。他連第一步都還沒走，他哪兒都還沒去呢。他

一開始就是罪人。他沒有任何過犯，他是個罪人。 
106
 你不能走到外面說：“這一塊是夜晚，那一塊不是夜晚。”不，它

都是夜晚，全都是夜晚。這是神說的。沒錯。他就是一個罪人，就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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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談。沒有哪個魔鬼能動搖他們；他們很堅固，仰望永生。忘記背後，

向著標竿直跑，就是基督耶穌從上面來的呼召［腓 3:13-14］。他們是這樣，

你們也是這樣。這就是那教會。 
134
 他們怎麼到達那裡？你不能說：“哦，主啊，你知道，有一天我開

始抽煙。我跌倒了，然後，我想我……”哦，不，不，不，不。 

藉著預定，神呼召了我們，我們跟從他，這時，我們說：“神啊，

我們本是失喪的，該滅亡的。我們根本就沒有想過要救自己。我們就好

像，本性就是豬，我們一開始就是豬。” 

你去到豬圈，看著一頭老母豬，說：“呐，你看，豬老太，我要告

訴你一件事，你喝泔水是不對的。” 

它會說：“呼嚕，呼嚕。”瞧？呐，這就跟你想要救自己完全一樣。

絕對沒錯。 
138
 你說：“女士，你不該穿那種衣服，你應該穿著端莊。你應該這樣

作。你不該去……你不該參加這些棋牌派對。你不該抽煙。你不該作這

事。先生，你不該那樣作。” 

他說：“呼嚕—呼嚕。我屬於這個呼嚕—呼嚕。”呼！“呼嚕，”

他們就只知道這麼多。“瞧，我要讓你知道我跟你一樣好。呼嚕—呼嚕。”

看，他們拒絕聖靈的引導，因為聖經說，你若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

的愛就不在你裡面了。 
140
 什麼使他們變得特別？你們是聖潔的國度。你做了什麼？你從那片

土地出來，進入了另一片土地。你怎麼去到那裡？那是應許之地。什麼

樣的應許？“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進入這個應許之地。阿們！弟兄姐妹，哈利路

亞！有清潔的心、沒有嫉妒，沒有憎恨，什麼也沒有。我不在乎哪位弟

兄是不是迷失了，不管他做什麼，你會去追他回來。 
141
 不久前，一位弟兄迷失了，我去追他回來。一位年輕人對我說：“讓

那個壞蛋去吧。不要管他。” 

我說：“如果我到了一個地步，我的心不向著我的弟兄，那麼，這

時我就要去祭壇悔改，因為我從恩典上墜落了。”我說：“只要他身上

還有氣息，我總會在什麼地方把他抓回來的。”是的，先生。結果我抓

到他了（哈利路亞）！把他帶了回來。是的，先生。現在他安全地回到

了羊圈。是的，先生。他絕對是迷失了。 
143
 不久前，我見到那個可憐的婦人坐在那裡，警長打電話給我，說：

“瞧，她應該穿上約束衣；她已經精神失常了，她大腦不正常了。”他

們把她關在一家旅館裡，等我來。我說：“沒問題。” 



20 神眾子的顯現 

 

上，今天……”後來神賜給他們另一個安息，“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

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進入這個安息！因為我

們進入這個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在安息日歇了他的工一

樣［來 4:10］。肯定的。這就是你的安息日，安息。你真正的安息是在應許

之地。 

聖靈是神給人的一個應許。為什麼人們想要受過教育、學者式的傳

道人呢？這些人允許女人穿短裙、剪頭髮、塗口紅；允許男人賭博、喝

啤酒、說笑話、作這作那、行為不端正，還稱他們是教會的成員。瞧，

他們會接受那樣的東西，卻拒絕聖靈的引導。聖經說，神的道比一切兩

刃的劍更快，甚至骨頭與骨節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

能辨明［來 4:12］。是的。 
131
 我們若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愛就不在我們裡面了［約一 2:15］。

耶穌說：“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太 22:14］。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太 7:14］。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到我這裡來，在

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

外面去。他們說：‘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做這事嗎？我們不是傳道

嗎？我們不是某某博士、某某牧師嗎？’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

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我不認識你們。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

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 7:21-23,8:11-12］這

才是。 
132
 要進入這個應許之地。我們如何進去呢？我們是藉著神的預知，預

定進入這教會的。預定得到什麼？藉著他的恩典，得到他的榮耀、尊貴

和敬拜，並神的榮耀。阿爸父起初坐在那裡，獨自存在，周圍什麼也沒

有，要有東西敬拜他；於是，他在創世以前就預先定下，預定了一個教

會，把他們的名字記在創世以前就被殺的羔羊生命冊上，使他們可以在

末日顯現，歸榮耀與頌贊給神，使一切都歸入這位基督耶穌裡。哦。榮

耀！這就是了。這就是了，我的弟兄姐妹。決不要偏離這點！ 
133
 神藉著揀選的恩典呼召了你。神藉著揀選的恩典使你成聖。神藉著

揀選的恩典和能力給你施洗，把你放進這片安息之地。那進入安息的，

乃是從他們的迷途中歇了工。他們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

樣。他們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生命樹在他們裡面開花。他

們有忍耐、溫柔、良善、忍耐、信心，信心，信心、溫柔、柔和，等等。

生命樹在他們裡面開花，因為他們的盼望錨定在基督耶穌裡，有聖靈作

證，用神跡奇事隨著信徒。“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可 16:17］他

們走出去，醫治病人、趕鬼、說方言、看異象。他們與神同行；他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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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呐，他做了這事。這一塊是夜晚，而這一塊是明亮的夜晚。”我

知道，但它全都是夜晚，就是這樣。瞧？ 

呐，我不能說：“這裡這麼多是光。”它都是光，它是光；你說不

出有多少。瞧？但如果這裡面有一個黑點，裡面就有黑暗。 
108
 所以，“過犯，”這過犯，我們的過犯藉著他的什麼得以赦免？他

的血，寶血。 
7……乃是照他豐富的……（我們怎麼得到它呢？因為我們配得嗎？

我們做了什麼事叫我們的過犯可得赦免呢？他的什麼？）……恩典。 

哦！主啊，我手裡沒帶什麼來。我什麼也不能做；沒有一件事是我

能做的。你看！他預定了我；他呼召了我；他揀選了我。我從未揀選他，

是他揀選了我；是他揀選了你；是他揀選了我們大家。我們沒有揀選他。

耶穌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 15:16］他說：“若

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

我這裡來。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到

應驗。”［約 6:37,44;17:12］瞧？這裡說：“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

來。” 
111
 哦，我搞得太晚了，是吧？我還沒有講完這點呢。我還沒開始講這

點呢。我要快點。我這裡要講一些東西；如果趕緊，我們現在就快點講。

我要回到兒子的名分上講一會兒。哦，你們能寬容我一會兒嗎？讓我們

講這點。這裡有些人是從大老遠的喬治亞州來的，只為聽今晚的道，願

神祝福他們的心。呐，你們從喬治亞州、德克薩斯州來的弟兄們，不管

從哪裡來的，請聽這個，第 5節，讓我們在這一節上多留一會兒。 
112
 
5……預定我們去得…… 

“去得”這個詞，“去得”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它是指我們正走向

什麼東西，去得，“我正走向泉源；我正走向椅子。”休默弟兄，你明

白了嗎？“我正走向桌子。”呐， 
5……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

分， 

有多喜悅？是誰的喜悅，誰的良善？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意旨所

喜悅的。 
114
 呐，什麼是兒子的名分？呐，現在我來講這點，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可能沒有時間全講完，但我要提一下。要是有問題，稍後你們可以問

我這信息裡的內容。聽著！你兒子的名分不是你的出生。你兒子的名分

是你的定位。當你重生時，我相信是在《約翰福音》1:17。當我們由神

的靈重生時，我們就是神的眾子。因為我們是預定的。呐，這就是我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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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你們明白的，因為這末日的眾子，你瞧？瞧？我們被預定去得兒子

的名分。 

呐，就是這兒。呐，這一點有些讓五旬節派信徒受了傷害。他們說：

“我重生了。讚美主，我得到聖靈了！”很好。你是神的孩子。沒錯。

但這還不是我要講的。看，你被預定得兒子的名分。兒子的名分是給兒

子定位。 

我離話筒太近了，因為百加曾告訴我，我離話筒太近了；你們後面

的聽不到。太靠近了。瞧？ 
117
 一個兒子……多少人知道舊約裡兒子名分的規定呢？當然，你們知

道的。你看。一個兒子出生了。我相信在某篇講道裡講過了。基恩，是

哪篇講道，你記得嗎？它錄在磁帶上。哦，是哪一篇？我講到了兒子的

名分。哦，是的，我知道了，是《你們要聽他》，《你們要聽他》，講

到孩子得兒子的名分。 

呐，在舊約裡，當一個孩子生在一個家庭裡，他生下來就是一個兒

子，因為他是由他父母生的；他是這一家的兒子，是所有產業的繼承人。

呐，這個兒子由師傅來教養：《加拉太書》5 章 17 到 25 節。是的。他

由師傅、撫養者、老師等來教養。呐，比如說，我若生了一個兒子，呐，

比如說，我是一個父親。 
119
 這就是為什麼在英皇欽定本聖經中，他們讀英皇欽定本，很多人覺

得不可思議，它說“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房子，”一個家，有許多房子？

瞧？其實，在詹姆斯王翻譯聖經的時候，“一個家”是翻成“一片領地。”

“在我父的領地上有許多房子。”［約 14:1］不是一個家有許多房子，而是

他被稱作這片領地的父親。這樣翻是很符合聖經的，聖經所說的就是這

樣。 

一個父親擁有幾千英畝的大農場或別的什麼，他有一幫人住在這裡。

他雇了一些幫手住在這裡照看羊群；也雇了一些人在這裡照看牲畜；他

雇了一些人去到一百英里遠的高地牧場；也雇了一些人在那裡照看山羊；

又雇了一些人照看騾子和不同的牲畜等。他有一個大的王國。他騎上驢

子，騎到每個地方，查看他們辦理得怎麼樣，有剪羊毛等等的事。他沒

有時間…… 

我從這裡走開，你們會聽不清。我儘量站在這裡。你們現在能聽得

清嗎？注意。 
122
 他騎著驢出去，儘量要照看好他的王國。現在，他要……那個兒子

要成為他一切產業的繼承人。他是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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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生在神的王國裡，我們就是天國的繼承人，與

耶穌同為後嗣，因為他代替了我們的位置。他成了我們（就是“罪”），

叫我們可以成為他的義［林後 5:21］。瞧？他成為我，好叫我可以成為他，

瞧？與他同為後嗣。是的。呐，記住，這是給你們每個人的。 
124
 呐，記住，神藉著預知預定了你，使你能來到這裡。明白的人，請

舉手。神藉著預知，預定你來到應許之地。什麼是給今天基督徒的應許

之地呢？如果你知道，請舉手。“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

切在遠方的人。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徒 2:39,17］在《以賽亞書》28:18，“他命上加命，律

上加律，這裡一點，那裡一點；善美的要持守。主要藉結巴的嘴唇和外

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這就是安息，是主說他們要進入的安息，安

息之地。這些話，他們卻不肯聽，而是搖著頭，走開了，卻不肯聽。”

瞧？正是這樣。 
125
 那是什麼？完全跟那些人一樣，他們從迦南，哦不，是從埃及出來，

一路穿過曠野，來到了邊界，他們近的已經可以嘗到那地所出產的葡萄

了。弟兄，瞧，那些人要我收回關於《希伯來書》6章的說法。我怎能收

回呢？那些是邊界信徒；他們永遠過不去。他們不能過去。耶穌說……

他們說：“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約 6:31］ 

耶穌說：“他們每個人都死了。”［約 6:49-51］那就是隔絕。他們每個

人都死了。沒錯。他又說：“我是由神那裡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

若吃了這糧，就永遠不死。（沒錯。是的，先生。他若吃了這糧就有永

生。）我是伊甸園裡的生命樹。” 
127
 呐，你看，這些人已經走得很近了。看，如果你注意到《希伯來書》

6章，我不是要再講這個，在《希伯來書》6章，“這些人曾經是有分的，

走得很近了，並嘗過天恩的滋味。”他們圍坐在那裡，看見醫治的事發

生；看見人們擁有神的大能；看見生命改變了；但他們卻不想參與。是

的，先生。是的，先生。“他們嘗過來世的權能；他們斷不能從新懊悔，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

［來 10:29］ 

“我屬於一個相信成聖的教會。”就這一點來說很好，但你走得還

不夠遠。瞧？是的，先生。曠野使他們成聖了。是的，的確是的。他們

在那裡有銅蛇、銅壇等等，成聖了；但他們進入巴勒斯坦地是為了得安

息。 
129
 查考一下《希伯來書》4章，他不是說有另一個安息嗎？神造了第七

天，在第七天，賜給他們安息。另一處他提到安息，說：“在大衛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