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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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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想一想，想一想。你能搖一搖自己嗎？做出這應許的這位神，他正

在這裡顯明這應許，今天在這地上證實它。這裡是他的經文，不需要任

何人來解釋它，它已經得到解釋了。神為我付出了救恩贖價，你不願意

接受這救恩嗎？［原注:伯蘭罕弟兄繼續哼這首“我愛他”的歌。］ 
293
 呐，如果你已經是個基督徒，並且你想要活得與神更加親近，想要

更親近地與神同行，當我們再唱一遍時，讓我們舉起手，低著頭。你相

信這就是真理，即我們正生活在末世了。 

  我愛他…… 
294
 願神與你們同在，朋友。不要錯過，不要錯過；要相信他。我愛他，

現在要用你的全心來愛他；將自己降服於他。他就是道，給這個時代的

道。 

  因為他先愛我…… 

 

 

 

一場庭審 
1
 ……讀一部分的經文，我今晚的講題是……我認為耶穌基督在希律

的法庭上，在彼拉多面前沒有受到公正的庭審。我相信他沒有受到公正

的庭審。我想，在以下的四十五分鐘裡，我們要對他作一場庭審，因為

他再次受到了質問。 
2
 現在，他受到質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道，而我相信那道。所

以，今晚我來想讀一下經文中最受爭議的一處地方，那就是《馬可福音》

16章。 
3
 呐，如果我們對著國旗宣誓效忠，或是在聽“星條旗”國歌時，我

們都會起立。我想，如果為了紀念我們所擁有的美好國家，我們都能那

樣做，那麼對神的道我們就更應該如此行了。所以，讓我們站起來一會，

我要讀一下神的道。 
4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16章，從第 9節讀起。當我們讀這幾

節時，讓我們仔細地聽。現在，我們正處在復活的期間，處在我們主剛

從死裡復活的這段期間，他也曾以不同的形象向人顯現。第 9 節是這麼

開始的： 
9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

穌從她身上曾趕出七個鬼）。10她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

他們正哀慟哭泣。11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卻是不信。
12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

形象向他們顯現，13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不

信。14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

信，心裡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15他又

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16信而受洗的必然

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17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

趕鬼，說新方言；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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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20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跡

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5
 現在讓我們低頭一會兒，做個禱告。如果可以，我想請一位弟兄，

馬文·史密斯（昨天他對我們真是太好了，昨晚還讓我跟他一起在禱告隊

列中），請他在我剛才所讀的聖經的話語上祈求神的祝福。 
6
 史密斯弟兄，你來吧。［原注：馬文·史密斯弟兄做禱告。］阿們！主啊，求你

應允。是的，主啊。求你應允，主啊。求你應允，主啊。求你應允，主

啊。是的，主啊。求你應允，主啊。阿們！ 



2 一場庭審 

 

 謝謝你，大家請坐。 
7
 我有很多朋友在這裡，我真想介紹他們大家，但就像弟兄所說的，

我們沒有時間這樣做了。那邊的奧特羅弟兄，是我從鳳凰城來的一位親

密的弟兄加朋友，還有莫斯利弟兄，以及這麼多不同的弟兄，我實在沒

有時間一一地提到他們。但我肯定你們明白，我並不是想漏掉你們。 
8
 呐，今晚這道就擺在我們面前；我想要就這段經文講幾件事。不管

我們去到哪裡，都會發現這點，這是那些不信的人最愛挑剔的經文。 
9
 不久前在這裡，你們許多人都知道佩里斯·雷赫德；他是蘇丹宣道會

的主席。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基要派宣道會。他和唐……我叫不出他

的姓來；他是查塔努加市一間浸信會大教會的牧師。雷赫德來到我在傑

弗遜維爾的家，他說：“伯蘭罕弟兄，我們曉得你是浸信會的。” 
10
 我說：“是的，先生。我是在宣道浸信會被按立的。” 

 他說：“我聽說你跟五旬節派來往。” 

 我說：“是的，先生。我是他們中的一員。” 
11
 他說：“哦，我想問一件事，他們聲稱擁有聖靈，你認為那就是聖

靈嗎？” 

 我說：“是的，先生。” 
12
 他說：“瞧，但有一件事我不能理解，那種尖叫、呼喊和舉止失常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13
 我說：“瞧，如果你……如果你不能把蒸汽拿來驅動車輪，它就會

從汽笛裡噴出去，就是這樣。”我說：“要是他們能……那就是我跟他

們在一起的原因。”我說：“只要你能讓那個東西運作起來，用那種熱

情去贏得靈魂，它就會征服世界。”但我說：“那就是我在那裡的原因。” 
14
 他說：“瞧，我小的時候，”他說：“我從神那裡得到了一個呼召。

母親整天在洗衣板上給人洗衣服，掙錢供我上學。”又說：“我以為我

拿到文學士後，就會在那裡找到基督，但沒有找到。”他又說：“現在，

伯蘭罕弟兄，我已經拿到了很多學位和榮譽學位，足以貼滿你的牆壁。”

又說：“但在這一切教育當中，基督在哪裡呢？” 
15
 我說：“弟兄，我只受過小學教育，我不是那個可以說這些教師錯

了的人。”但我說：“他們所說的事也都是對的，但他們沒有……這道

還有更多的東西。” 
16
 他說：“那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他說：“在學校裡，我們培養

了一個優秀的印度男孩，他是從印度來的。我想，他是要學習成為一

個……我想，他主修的可能是土木工程什麼的。他要回去幫助他的人民。”

他說：“我帶他去坐船，哦，是去坐火車，他要趕去那裡坐船，然後回

到印度去。我說：‘孩子，你就要……你就要回去了，現在你都準備好

31 

 

到你們領受了從上頭來的能力。”他從未說：“一天，兩天，十天；”

他說：“留在那裡，直到你們領受了從上頭來的能力。”主啊，他們留

在那裡，直到那個證據回來，藉著他們說話，說，那就是神的聖靈。 
284
 呐，願這些互相按手的人，今天下午在這個法庭上站在神面前的人，

站在我剛才所讀的神的道面前的人；我們為這點作證了，即我們相信神

持守他的道。願每一個人都得醫治，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285
 從此刻起，你們所有相信的人，作為信徒而站起來的人，你是一個

信徒，你們是信徒，你已經作證了，今天下午在本庭面前作了證，說，

你相信神是公義的，並且持守他的道。不管耽延多久，它都一定會發生。

你相信這個嗎？請舉起手［原注: 會眾說：“阿們！”］。你接受這個嗎？神祝福

你們！我全心地相信它。 

 現在讓我們低頭一會兒。 
286
 這裡還有不是信徒的人，還有人不是基督徒嗎？我要給你機會走上

這裡來，在本庭面前做一個承認，並說：“我一輩子都是個懷疑者，但

從今天起，我接受耶穌基督。” 
287
 我知道聖經說：“在那個日子，好像約拿的日子，他三日三夜在大

魚肚腹中。” 

 他們對耶穌說：“顯個神跡給我們看。’” 
288
 耶穌說：“一個邪惡淫亂、所多瑪的世代求看神跡，他們會得到的；

他們會得到一個神跡。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在地

裡頭。”我們所讀到的這些門徒，他們誤解了，他們不相信那些在耶穌

從死裡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 
289
 我們已經看見了他，我們知道這是真的；他從死裡復活了，我們相

信這個。我們正生活在這些日子裡，就像約拿的日子一樣，各個城市都

被歪曲了，陷在罪惡中；約拿從大魚肚腹中出來，好像人從死裡復活一

樣。今天，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了，作為神的兒子，他歷

經了各個教會時代，現在正在顯明他自己並充滿這時代，要在末世應驗

他的應許，將自己作為人子顯明給亞伯拉罕王室的後裔。 
290
 神祝福你們！現在我們安靜、敬畏地低著頭，我們來唱一節歌詞，

“我愛他，我愛他，因為他先愛我。”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而你想要成

為基督徒，今晚要在這個邪惡的日子選擇跟主被藐視的少數人站在一樣

的立場，就像在挪亞的日子，在所多瑪的日子；當我們低頭唱歌、大家

禱告的時候，請你們上來。 

  我愛他，我愛他，因為他先愛我， 

為我付出救恩贖價，在各各他。 
291
 現在當我們哼這歌的時候，讓我們低頭。［原注:伯蘭罕弟兄開始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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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證明了是義的。因為這些話靠著道的亮光被真實地講解了，它就是真

理。法庭，你們有多少人相信這個？請舉起手，說：“在神面前，我相

信它是真理，我相信它是真理。”現在，你們把手放下來，有多少人要

說“我是個信徒，相信你所說的話。我相信它是完全的真理，它是神的

道”？請舉起手，好的。 
274
 現在，我要你們把手伸到桌子對面，按手在其他信徒身上。把你的

手伸到桌子對面，按手在另一個信徒身上。我們都是信徒嗎？主是怎麼

說的？“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 
275
 法庭，你們已經做出決定了嗎？說：“阿們！”［原注: 會眾說：“阿們！”］

“我的裁決已經做出了。”對不對？“阿們！”神的道是真的嗎？“阿
們！”《馬可福音》16章是真的嗎？“阿們！”那麼，“信的人必有神

跡隨著他們。”他們必定會好的。耶穌這麼說了，不是嗎？ 
276
 現在，照著你在自己教會中的禱告方式，為你所按手的那個人禱告；

他們也為你禱告。“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會發生什麼事？從此

刻起，你的行為將會證明你真正的裁決是什麼。 
277
 現在你們每個人都低下頭，為你所按手的那個人禱告。 

278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啊，我請你再次注意這點：這些男人女人已經藉

著他們的證詞聲稱他們是信徒。他們已經站起來了，正互相按手在對方

身上。主啊，我們相信你的道，在這個教育的偉大日子裡；在這個倫理

和一切教育體系不斷發展的偉大日子裡，然而，在這一切當中，你的道

仍是真實的，是一樣的。 
279
 今天下午，我們在這法庭已經叫出了證人，主啊，要給你一次公正

的庭審；不是嘲弄的庭審，不是像希律或其他人那樣對你嘲弄。我們在

這裡給了你一次公正的庭審，並證明了。你的子民已經做出決定：1964

年的神的道，在我們現在所生活的這個時刻，你還是像從前一樣是同一

位神；你所應許的一切話都是真理。他們作為信徒，已經把手按在對方

的身上，他們正在為對方禱告。 
280
 你說：“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你從未說什麼時候，你說：“病人就必好了。”呐，那些人是…… 
281
 我是主持人，這些人是陪審員，也是法官，主啊，他們藉著互相給

對方按手、為對方禱告已經為這點作證了。 
282
 呐，從今以後，他們的行為肯定會證明他們的裁決是什麼。願他們

當中再也沒有一點抱怨說他們生了這個病或是攪擾他們的任何事。願他

們知道神已經應許說他要這樣做。 
283
 有時候主遲延，正如他在挪亞的日子所做的，在摩西的日子所做的，

在所有的日子所做的。但他從未告訴五旬節的人說：“去耶路撒冷城，

二十四小時內我必把聖靈賜給你們。”他說：“你們要在那裡等候，直

3 

 

了，也接受了教育，就要回到你的人民那裡去。為什麼你不帶著一位又

真又活的神回去，忘掉你拜的那位已死的先知穆罕默德呢？” 
17
 這小夥子是個伊斯蘭教徒。“哦，”他說：“先生，”他說：“你

的耶穌能為我做的會比我的先知為我做的更多嗎？” 
18
 “哦，”他說：“我們的……我們的耶穌能賜給你生命，你的先知

做不到這點。” 
19
 他說：“但他應許過要這樣做。”嗯，他說：“你知道，我們伊斯

蘭教徒正在等著看你們基督徒去做你們的領袖說過你們要做的事。” 

 他說：“那是什麼事？” 
20
 他說：“哦，你們的……瞧，穆罕默德只應許死後會有生命。”但

他說：“耶穌應許說，他所做的事，你們也要做。” 

 他說：“哦，瞧，”他說：“你瞧，他們以前是做過了。” 

 他說：“他們？我們講的是你，是現在的你。” 
21
 他說：“那麼，先生，”他說：“我告訴你，你讀過新約嗎？” 

 他說：“哦，讀過了很多遍，滾瓜爛熟。” 

 他說：“舉個例子，你說的是哪段經文？” 
22
 “哦，”他說：“很多地方，《約翰福音》14:12，等等，”他說：

“《馬可福音》16章。” 
23
 他說：“哦，”他說：“你瞧，《馬可福音》16章，我們知道，其

實有一些經文，它是不可靠的。”他說：“《馬可福音》16 章，從第 9

節開始，”他說：“這段經文在最古老的手抄本裡是找不到的。”他說：

“只是後來加上去的。” 
24
 呐，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從哪裡得出那點的，要是附近剛好有個好批

評的人在，呐，我查考聖經歷史已經有二十年了，瞧？肯定的，愛任紐、

玻利卡和他們所有的人都認可這段經文，瞧？肯定的。這段肯定在上面，

梵蒂岡不認可。他們肯定不會的。但這些真正的作者都承認那是耶穌說

的，是可靠的經文。 

 所以他說：“從第 9節開始，就不是默示的了。” 
25
 那個伊斯蘭教徒說：“哦，雷赫德先生，那麼哪部分是默示的呢？”

他說：“我要你知道整本可蘭經都是默示的，不只是這部分是，那部分

不是。”敗得太慘了！所以他說：“瞧，”他說：“瞧，如果它不是，

如果那部分不是默示的，我怎麼知道其它部分是不是默示的呢？”呐，

這是個好的…… 
26
 他說：“瞧，耶穌從死裡復活了，但穆罕默德還在墳墓裡。” 

27
 他說：“他從墳墓裡復活了嗎？”他說：“他說：‘如果他復活了，

他就會在你們裡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所做的事，你們也要做’。” 
28
 雷赫德先生對我說，他說：“伯蘭罕弟兄，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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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瞧，耶穌的確從死裡復活了。” 
29
 他說：“你們用了兩千年的時間來證明這點，但世上百分之九十的

人對此幾乎還是一無所知。要是穆罕默德復活了，二十四小時之內，全

世界的人就都會知道了，”沒錯。你們一些宣教士如果到過他的墓地，

就知道，他們每隔四個小時就會換一匹白馬；他一從死裡復活，就會騎

著白馬征服全世界。 
30
 “但我們用不著等候耶穌從死裡復活，他已經從死裡復活了。” 

31
 他就說：“證明它！他應許了這點，如果他從死裡復活的話。”所

以他說：“那麼，你又怎麼知道他復活了呢？” 

 雷赫德先生說，他說：“他活在我心裡。” 
32
 他說：“穆罕默德也活在我心裡。”他說：“雷赫德先生，伊斯蘭

教跟基督教一樣能產生出這種心理作用。” 
33
 他說：“然後我就踢著地，伯蘭罕弟兄，我是一個被打敗了的基督

徒；我就對自己說，我一定要來跟你談談。”瞧？ 
34
 哦，整本聖經都是默示的。神看顧他的道，將來有一天神必要審判

世界。 
35
 如果他要藉著教會審判世界，會藉著哪個教會來審判呢？如果他藉

著天主教會審判世界（這是你們天主教徒說的），是哪個天主教會呢？

希臘東正教，羅馬教會，哪一個呢？如果他藉著浸信會審判世界，你們

衛理公會就失喪了。如果他藉著衛理公會審判世界，你們浸信會就失喪

了。如果他藉著五旬節派審判世界，你們兩個就都失喪了，瞧？他不會

藉著任何教會來審判世界的。 
36
 他會藉著耶穌基督來審判世界，而耶穌基督就是這道。《約翰福音》

第 1 章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們中間。”所以，神要藉著耶穌基督來審判世界，而他就是道。聖經說：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37
 神既是無限的，起初就藉著他無限的智慧和知識，把他的福音分配

給了每個時代。我們發現，眾教會把這福音都搞亂了，於是神就差遣他

的先知出場。而“主的道臨到先知；”他們怎麼知道那是主的道呢？它

就是那個時代所印證出來的信息。呐，是什麼呢？ 
38
 摩西來的時候，他照著所應許的來了，要是他帶著挪亞的信息而來，

會怎麼樣呢？那肯定行不通的。摩西不可能建造一隻方舟來拯救以色列

人，神應許給摩西那個時代的道，是必須要得到印證的道。 
39
 每個先見和先知的時代都是這樣的。但我們發現人們正活在其它光

的反光之中。正如耶穌說的：“你們修飾先知的墳，然而正是你們把他

們送進去的。”瞧？他們在一個信息上建造一些東西，活在那光的反光

之中，卻拒絕行走在給那個時代的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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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呐，你看，你們每一個人，藉著這個斷斷續續的小信息，你們已經

得出某個結論了。你在頭腦裡已經做了決定，因為你們是陪審團。從今

以後，你的行事方式，將證明你的裁決是什麼，瞧？從今以後，你所活

出的方式，將證明你的裁決是什麼。呐，如果你出去，說：“哦，我還

是生病，跟進來的時候一樣，”這就表明了你今天下午在本庭上做出的

是什麼樣的裁決。 
266
 我認為，耶穌已經受到了一次公正的庭審，他作為道被帶了上來，

他被證明是道；他被確認是道。如果我今晚死了，我所講的這些話也是

真實的。這個世界知道這點，科學的世界知道這點。那是同樣的火柱，

是同樣的主的天使！多少人見過他的相片？照片就掛在華盛頓特區，是

唯一被拍下來的超自然之物。如果我今晚死了；我永遠也見不到你們了，

但我所說的話是真理。神已經見證了它，它就是真理。經文就在這裡，

它說，現在應該是時候了。如果你想稱它是魔鬼，你就叫吧。那將是你

和神之間的事。瞧？ 
267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他正照著他所應許的在

證實自己。我們能說的還有很多！在這末後的日子裡，作為人子，他以

他子民的樣式在他們當中顯明出自己，看到嗎？不是作為神的兒子，不

是大衛之子，而是人子；神的兒子是超自然的。 
268
 就像亞伯拉罕，他看見了聲音，聽見了那些話，看見了光，等等。

但就在那應許之子來到之前，神以一個人的樣式在肉身中顯現，讀出了

在他後面房間裡的撒拉心裡的意念。多少人知道那是寫在經文中的［原注: 會

眾說：“阿們！”］？ 
269
 耶穌說：“所多瑪的日子怎樣，神的兒子降臨的日子……哦，人子

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人子要顯現出來，”不是在教會時代裡的神

的兒子，他已經被趕出了教會。現在，他是正在顯現自己的人子。這道

要在我們中間成為肉身。 
270
 哦，我的朋友，法庭啊，請打開你的眼睛，然後再做決定。做出你

的決定，全心地相信它。寫在聖經裡的這些經文在他看來是義的；他所

說的話在他看來也是義的，我能證明這點。我知道神是對的，神的確證

明瞭這點。 
271
 他不需要任何人來解釋說：“這個是那個，這個是那個。”他說他

要這麼做，他就做了，問題就解決了。他是他自己話語的解釋者。 
272
 你們相信這個嗎［原注: 會眾說：“阿們！”］？有多少人是信徒，請舉手，

說：“我是個信徒。”我想要這裡的每個信徒都站起來，不信者請繼續

坐著，信徒請站起來。 
273
 在這次庭審中，在它休庭之前，我要感謝主，因為本庭已經做出了

決定；陪審團已經得出了這個裁決，即耶穌基督放在他道中的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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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我正看著一個坐在我前面的婦人。如果我沒搞錯的話，我想她是長

老會信徒。不久前她到我家裡。她得了癌症，只能活到星期三；正坐在

房間裡。剛才我碰巧看到了她，就坐在我一個朋友的旁邊。城裡的醫師

說，她只能活到星期三。他們現在還大惑不解。今晚她就坐在這裡，看

起來很好、健康，仍然活著。你為此很感謝神，是嗎，姐妹？請舉手，

如果說得對的話。你看她正坐在這裡，瞧？快死了，說她只能活到星期

三，大約是幾個月前了。現在，醫生都感到吃驚，搞不懂這是怎麼回事。

那是主如此說。他的道仍然是真實的。 
259
 經文在這裡說“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了”，如果你信的話；“這些神跡必隨著信徒，”它們會隨著的。神從

未說什麼時候，如果你是個真信徒，就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你與它隔絕。 
260
 聽聽亞伯拉罕的見證；聽聽他們其他人的見證。今天我可以叫好幾

百個人出場，向你們顯明神持守他的道；不管是什麼，只要你相信這道，

並站穩在那裡，你心裡就知道它必會成就。 
261
 我們要提一下這個女士，呐，剛才有人告訴我（對不起），剛才有

人告訴我，那女士從排隊買飯的隊伍中經過；他說：“伯蘭罕弟兄，你

還記得這裡的這個女士嗎？不久前你為她做出了信心的祈禱，幾年前她

患上了癌症，都快死了。”那位婦人在場嗎？有人把她指給我看了。如

果你坐在這裡的什麼地方，請舉一下手。一個婦人從隊伍裡經過，某個

頭髮灰白的弟兄把她指給了我看，說，她曾患有癌症，都快死了；但現

在她還活著。那位女士現在在這會堂裡嗎？剛才她在飯廳裡。有人指著

那裡，哦，是的。是沃爾德羅普太太，在後面；十五年前，她死在了禱

告隊列裡；十七年前她的醫生用 X 光給她檢查，發現癌症已經吞噬了她

的心臟，但這是主如此說。 
262
 任憑批評者興起，隨便他們說什麼去吧。我是個證人，見證耶穌基

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他那個時候怎樣，今天也還是怎樣。

他不是“我過去是”，“我將來是”；他是“現在是”，現在時的，昨

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耶穌和他的道是一樣的，他就是道。你們

相信嗎［原注: 會眾說：“阿們！”］？ 
263
 他說了什麼呢？“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

好了。” 
264
 在我們向法庭陳述之前，你們是陪審團，你們已經聽了這個案子。

我們可以叫多少個證人出來？不管檢察官能叫多少別的證人出來，這些

人的話都作證反對他。他曲解了聖經，多少人相信這些人的話是真實的？

有多少人是信徒？請舉手［原注: 會眾說：“阿們！”］。好的，聖經這樣說：“出

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來。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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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那就是當耶穌基督來的時候他們拒絕承認他的原因。所以，耶穌就

勸誡他們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

就是這經。”但他們已經有了那麼多的信條和遺傳等等，以至耶穌說：

“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每個時代一直都是這樣。 

 神必藉著耶穌基督來審判世界。 
41
 許多時候你看到問題就是，我們人試圖要對道擁有自己的解釋，就

說：“《馬可福音》16章從第 9節開始，都不是默示的。” 
42
 它為什麼不是默示的呢？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釋者，他就是他自己的

解釋者，神自己來做解釋。聖經說：“經文是不可隨私意解說的。” 
43
 起初，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不需要解釋。 

44
 他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事就成了。那不需要任何的解釋，

事就成了。儘管事情成就了，那個時候事情成就了，但人們卻完全被信

條塞滿了，以至都明白不了這事。它就從人們的頭頂上越過去了。 
45
 每次都是那樣發生的，將來也還會那樣發生。呐，我們發現正是那

樣，人們就是那樣做的。基督和教會……我們發現，我們所生活的這個

時代，跟任何別的時代沒有任何區別。人、教會，總是讚美神所做過的

事，總是談論神將要做的，卻嘲笑他正在做的。教會的歷史一直都是這

樣的，今晚也還是一樣。這是因為那些人造的理論攙進了道裡面，把道

全都攪亂了。當真正的道為自己辯護時，瞧？他們被信條塞滿了，直到

那反光完全蒙蔽了他們，使他們無法接受這道。 
46
 瞧，路德派、衛理公會之所以……你們衛理公會的人……剛才在這

裡獻唱的這個衛理公會的好小夥子，那小夥子……是什麼原因？瞧，路

德派的人生活在路德的反光中，正因為這原因，衛理公會的信息就無法

很好地傳過去。當五旬節派出現時，他們全都生活在衛理公會的反光中，

直到五旬節派出現了。但你瞧，所有這一切，只要你仔細查考一下聖經，

留意各個教會時代和每一個教會要做的事，你就會發現我們正生活在哪

裡了；我們正生活在這個時代。 
47
 現在，由於對神的道有這麼多的非議，基於這點，今晚我想取這個

主題，叫作“一場庭審”。 
48
 在希律的日子和彼拉多的日子裡，耶穌未受到公正的庭審。但今日，

我想看到，今晚，在這一小群人中（如果你們跟我一起坐的話），我想

要看到他受到一場公正的庭審，因為他仍然是道；他仍然是道。多少人

同意這點？［原注:會眾說：“阿們！”］“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仍然是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要看到他受

到一場公正的庭審。 
49
 現在，我要把這兒當作好像一個法庭，請你們容忍我一下。我知道

這聽起來有點不尋常，我們只是一小群人聚集在這裡，我們要把這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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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因為我宣稱這就是神的道；我要在這裡為它辯護。現在我們要把

它帶到法庭去庭審，完全就像當時希律，或者說彼拉多在彼拉多的院子

裡，審訊耶穌的情形一樣。現在是 1964年，1964年 4月 27日，我們要

在拉馬達旅館這個大廳這裡帶耶穌出庭。 
50
 現在，我們要把這兒當作法庭，你們就是法庭的法官和陪審員；我

來作主持人，我們要把這聚會當作一場庭審。庭審結束時，你們自己做

出決定，就像任何陪審團必須做出他們的判決一樣。從今以後，你的行

為就會證明你做的是什麼樣的判決。不管你現在說什麼，你的行為都會

證明你的判決。今天這案子是，朋友們…… 
51
 我現在要扮演主持人的角色，這就好像是一宗真的案子，對他進行

庭審，請你們容忍我一會兒，並為我禱告。 
52
 呐，這是神的道與世界對峙的案例，因這世界不信神的道。這案例

是：神的道對峙這世界。起訴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履行承諾，即：引發這

個案例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履行承諾。 
53
 呐，我曉得，在正規的庭審中，檢察官總是代表政府；我想是這樣

的。在這個地方，檢察官代表世界；檢察官是撒但，他在今天下午的這

個法庭上代表世界。 
54
 被告是神，他的道，因為神一直都是道，看到嗎？ 

 而被告的證人就是聖靈。 
55
 檢察官的證人是不信先生、懷疑先生和沒耐性先生。這三個人出來

作檢察官的證人；檢察官就是撒但，他代表世界。 
56
 現在，我們正式開庭；呐，讓我們叫檢察官來，讓他叫他的第一個

證人到證人席來，作證起訴這道。 
57
 現在仔細聽！呐，我或許不能……我儘量快點在三十或四十分鐘內

把這點講完，我可能會漏掉一些東西，如果我漏掉了，願聖靈現在就把

漏掉的啟示出來，因為法庭開庭了。 

 記住，你們既是法官又是陪審員。 
58
 現在，檢察官叫來他的證人，第一個證人，上證人席作證。他叫來

不信先生，他就上證人席作證。不信先生聲稱，神所有的道，神的應許

之道，不都是真的。那是他的申訴，說，神的道，一切的道，不都是可

信靠的。“一部分的道沒問題，但所有的道……”不信先生，他聲稱自

己是個信徒。他聲稱他是個信徒，但他說：“神一切的道不都是可信靠

的，不都是真理。” 
59
 他聲稱他參加了一個所謂的聖靈聚會，那裡人們聲稱《馬可福音》

16章是真理。許多人聲稱他們得了醫治，因為《馬可福音》16章的經文

說：“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這人說，他聲稱自己相信神。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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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呐，記住，在亞伯拉罕的日子裡的這一位；呐，亞伯拉罕是選民。

他不在所多瑪；他被召出了所多瑪。那個造訪他的使者從未去所多瑪。 

 但那些下去所多瑪的使者，你注意他們做了什麼事。 
249
 注意這個使者對被揀選的教會做了什麼事。耶穌叫你注意這同樣的

事，要在末世發生，“人子要在人的肉身中顯現自己，”就是那曉得人

心秘密的道。經上說：“這道比兩刃的劍更有能力，連心中的思念和主

意都能辨明。”就像眾先知所行的，像耶穌自己所行的，卻被人叫作別

西卜。在這末世又被棄絕了。 
250
 我懷疑那個瞎眼的解釋者有沒有想過這個？我懷疑他是否意識到這

些預言到這個日子的經文都必須成就？你們有多少人相信那經文必須要

在這個時候成就［原注:會眾說：“阿們！”］？儘管延遲，仍是神的道。然而這

一切的事、這些教會時代都過去了，我們最上一次見到這種事情已經是

幾百年前的事了，但神應許說這會出現在這個時代。 
251
 他將自己啟示為神的兒子，神的兒子，施洗的聖靈。五旬節的教會

和一直下來的教會，帶來了跟主所行的一樣的神跡、奇事、異能。他們

在這些的大異象等一切事中看見了神。 
252
 但教會從未看到神的兒子彰顯在人的肉身中，來揭示出人心中的意

念，直到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是看見所多瑪被焚燒和應許之子回來的時

代。我不知道那個瞎眼的解經人想過這個沒有？我想要法庭記住這點。

記住，不管多久，不管延遲多久，它都必定會發生，必定會發生。 
253
 這些證人所作的見證，絕對地見證了真理，證明這是真的。神說：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254
 但外面的世界想要你相信，你一按手，你就必……殘疾的腿就伸直

了，你就跳上跳下了。但神從未那樣說，他也從未那樣應許。 
255
 他說：“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來，”神從未說

什麼時候。“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從未說什麼時候。他說：

“你們禱告的時候，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他沒有說什麼時候。 
256
 呐，如果我們是真實無偽的信徒，當這些經文傳給我們時，就沒有

任何東西能告訴我們別的東西；沒有任何東西能說它是錯的。不管有多

少人會興起來、多少個無神論者、多少個不信者，多少人能解釋這個、

那個等等，神都會持守他的道。《馬可福音》16章就像《約翰福音》3:16

一樣，都是默示的。全部經文都是神的道，聖經的每個字都是默示的。

全部的道都是神，你只要照著聖經所說的方式去讀。 
257
 今天，我想要教會開庭審理。在你稱任何東西是魔鬼之前，你最好

記住，這應許將要出現在今天，瞧？要記住這點，因為，說一句干犯聖

靈的話，今生來世就永不會得赦免，就是當你看到聖靈彰顯出了自己，

在行同樣的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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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瞧？是《瑪拉基書》第 4 章！注意，將會出現一個跡象，而那

個跡象還必須是符合聖經的跡象。 
238
 耶穌說：“我從神那裡來，又回到神那裡去。”他是那在燃燒的荊

棘中的火柱。 
239
 有一天，他們站在那裡，說：“你是個還不到五十歲的人。”耶穌

看上去可能比他實際的年齡要大一點，他的事工很重。聖經說：“他無

美貌使我們羡慕他，”或許只是個小個子。猶太人說：“你說……你還

不到五十歲，瞧，你還不到五十歲，還說你見過亞伯拉罕？” 
240
 耶穌說：“還沒有亞伯拉罕，我是。”他說：“我從神那裡來；我

是那在曠野的火柱；我從神那裡來。” 
241
 他成了肉身，是神的兒子。神蔭庇一個童女，創造出了一個血細胞，

生出了他的兒子，即神住在那個兒子裡。“神在基督裡，使世人與自己

和好。” 

 “我又回到神那裡去，”這是他受死、埋葬和復活以後。 
242
 掃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光即那火柱擊倒了。你認為那個

猶太人會稱某種幻覺為“主”嗎？當他抬起頭來，看見了那火柱時，他

知道那就是他的祖先所跟隨的，他們跟隨著它出了埃及。他說：“主啊，

你是誰？” 
243
 他說：“我是耶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244
 摩西所持守的，正是那個在摩西的荊棘叢中向他說話的聖經的聲

音。 
245
 我七歲時，這同一個聖經的聲音也在樹叢中說話。我今天仍然站在

這裡，說這是真理。因為，摩西看見了那道必須成就；我也看見了這道

必須成就。“人子必須顯現出來，”正如聖經所說的。注意，經文應許

了這點：不是神子，而是人子！瞧？人子、大衛之子、神的兒子。 
246
 但在教會時代的日子之後，耶穌被趕了出去，接著，他再次將自己

啟示為人子。因為，我們在基督裡死了，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我們是

他王室的後裔。有多少人同意這點，即教會是他王室的後裔［原注:會眾說：

“阿們！”］？你瞧，神做在亞伯拉罕身上的事，他也正在做同樣的事。 
247
 現在請原諒這點。呐，你們那些說自己非常熟悉歷史的人，請告訴

我，在教會的歷史中，什麼時候曾經有一個領袖去到你們那裡，與你們

衛理公會、浸信會、長老會、路德派，或無論是什麼，在一起的？所差

給你們的人中，什麼時候有一個名字是以 h-a-m 結尾的，直到現在的

G-r-a-h-a-m［譯注：葛培理］呢？你們有了桑基、慕迪、芬尼、諾克斯、加

爾文，卻從未有一個像亞伯拉罕的“h-a-m”。但 G-r-a-h-a-m只有六個

字母。 

 A-b-r-a-h-a-m是七個字母，神的道，是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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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個所謂的聖靈傳道人的講道，也聽到了這群得到聖靈的人所做的各

種見證。 
60
 他的身體生病了，於是，他就在這場聖靈的聚會上讓這些人按手在

他身上。那是在兩個月前，然而什麼事也沒發生。他的病還是像被按手

的那個時候一樣，他沒有一點的改變；病得還是跟以前一樣。因此，他

說：“神把那樣一節經文放在聖經中是不公正的，因為他沒有能力來支

持這經文。把《馬可福音》16章放在聖經中是不對的。”因為他證明了

神沒有持守他的道，所以，他想要起訴神把那樣一個應許放在他的道中。

好的，我們要請他下去。 
61
 現在，我們要請懷疑先生接著走上來作證；懷疑先生就上證人席作

證，他說他要講真話。他聲稱自己是個信徒；他說他病了很長時間，他

的病是由過去的一場大病造成的。後來，他聽到有人在街上作見證，說

有一個屬神的牧師，這教會的這個牧師在講道，說到了《雅各書》5: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們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用油抹他

們，為他們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們起來。他們

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

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62
 他說他是作為一個信徒去到講臺上的。他想要告訴這個法庭的是：

“我帶著完全的真誠去到了臺上，我請了那個教會所謂的屬神的牧師，

許多人聲稱在牧師為他們抹油並禱告後，他們就得了醫治。那牧師自己

也說，神回應了那道，《雅各書》5:14 的話是真實的。也有許多人作見

證說那是真實的。”於是，他就走上台去，那牧師，那屬神的人，就照

著《雅各書》5:14 的吩咐，用油抹他，並為他禱告。那已經是六個月前

的事了，但他沒有一點好轉；病情還是像當初一樣。 
63
 所以，懷疑先生說，那經文不可能是真的。“《馬可福音》16章不

是真的，《雅各書》5:14 也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因為神沒有持守他

的道。如果這是神的道，那神就沒有持守他的道，因為他作為一個信徒

真誠地去找這個牧師（別人聲稱他們藉著這個牧師得了醫治），讓牧師

為他抹油，做了他在別人身上所做的同樣的事。那是六個月前的事，之

後他沒有出現過一點好轉。因此，他也要起訴神，因神把自己支持不了、

如此不切實際的應許放在了他的道中。” 
64
 這是一個很棘手的案子，不是嗎？讓懷疑先生退下去。 

65
 下一個證人是沒耐性先生，他是個無賴。現在他要走上來，也要作

證。他上證人席作證，說，有一天他在讀《馬可福音》11章，現在不是

16章，而是 11章 22節和 23節，經文是這樣說的：“你們若對這座山

說：‘挪開此地！’你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你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你成

了。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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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他說他的腳瘸了，已經拄了二十五年的拐杖了。當讀到這節經文時，

他的牧師也教導他說，所有的經文都是神所賜的，都是默示的。所以，

他若對這座山說：“挪開此地！”也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

給他成了。凡他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67
 呐，他說他絕對真誠地禱告了；他說他能丟掉拐杖，從那個地方走

出去。老實說，他全心相信自己所說的是對的。那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

了，而他現在還是像以前一樣是瘸腿的。他說：“呐，神既然會持守他

的道，那為什麼他不持守他的道呢？” 
68
 現在，我只是拿出三段經文或三個證人來，但我要讓檢察官再多叫

幾個出來。現在我們讓…… 
69
 不信先生，他作證了；懷疑先生，他作證了；不信先生作證反對《馬

可福音》16章；而懷疑先生作證反對《約翰福音》，哦，是《雅各書》

5:14。 
70
 沒耐性先生，他作證反對《馬可福音》11章耶穌親口說的話。還有，

《馬可福音》11:22和 23節，他作證反對這些經文。現在，我們要請沒

耐性先生下去。 
71
 呐，總而言之，我們已經讓所有的人都出庭了。現在，檢察官必須

為他的案子蓋棺定論了。於是，檢察官上來，要為這案子蓋棺定論；這

個代表（對不起！）世界、撒但的檢察官，他站在控方席上。於是，今

天下午或者說晚上，在這個法庭上，他聲稱，他要……這個檢察官，魔

鬼，想要法庭明白，這些人都是信徒；並且這些話也確實是寫在了道裡；

“這所謂的神的道，”他說，這都寫在聖經裡；他也聲稱這些話出自聖

經的不同地方。這些人作證說，這些話並不是那麼回事。 
72
 他想要對本庭說，這檢察官說，他想要本庭明白，神不公正，把如

此不切實際的應許記在了聖經中，要那些信他的兒女們接受，而他卻不

能看顧和印證他所應許要做的事。檢察官在這裡有三個證人；而三個證

人就是一個確認，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整個聖經中都是這樣。他有三

個證人，各拿出了三處不同的經文，說神不公義，把像那樣的話語放在

他的道中，讓他親愛的兒女們仰望，並照著他說的去接受、相信，而神

卻冷酷地使他們失望了。 
73
 還有，他聲稱，這些兒女們是極其真誠地這麼做，但這些人，他們

失敗了。“真正信神的兒女因著所謂的神的道而失敗了；他們接受這些

話語，是因為這都寫在聖經上，然而卻是別人把這些話強加在裡面的，

並不是神的道；所以，聖經是不可靠的。因為，這裡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和三種證詞證明了那是錯的。”現在，檢察官正在為他的案子蓋棺定論。

因為他，檢察官，想要指出並引起本庭的注意，說，這裡的這些人真誠

地接受了這道，相信它是神的道，但神卻沒有尊重他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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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但你們可以作證。第七個教會時代，就是老底嘉教會時代。那麼，

我們認同這就是老底嘉教會時代嗎［原注:會眾說：“阿們！”］？記住，他，就

是這道，被趕出了教會，對不對？被趕出了教會！他在門外，想要再進

去：“我站在門外叩門。”［原注:伯蘭罕弟兄敲了三下講臺.］“你說：‘我是富

足，一樣也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可憐、瞎眼、赤身、困苦的，卻還

不知道。”耶穌，這道，正在門外。 
231
 那是什麼？是我們的遺傳。我們的衛理公會、浸信會、長老會、五

旬節派的遺傳已經拒絕了這道，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人合作了。人人都

不想碰他，都想要稱它是邪靈。 
232
 你明白嗎？耶穌說，在末後的日子，在末時來到之前，他要再次顯

現為“人子”，而不是“神子”。那就應驗了《瑪拉基書》第 4 章和亞

伯拉罕得到的其它所有應許，並亞伯拉罕所得到的最後跡象。他正在等

候一個要來的兒子，他得到的最後一個跡象是神在一個人裡顯現。耶穌

說：“羅得和所多瑪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的日子也要這樣。” 
233
 呐，請你們原諒我，我在這裡要做一個更深一點的說明。我想要問

你們神學家一件事：查考聖經，查考聖經的歷史；正如這個星期你們所

告訴我的，你們是鑽研聖經的人，你們也是……你說使徒的時代結束了，

而你們也通曉教會的全部歷史。我想要你們注意這點，如果這樣做不對

的話，願神原諒我把這點抖出來。 
234
 世界正處在這種時候。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處在如此所多瑪的

境況。上個星期在佛羅里達，佛羅里達州，百分之六十多的學校老師因

為同性戀而被趕出了學校。去年加利福尼亞的同性戀者增長了百分之四

十幾。學校，神學院，到處都充滿了同性戀者。這國家完全處在了那個

日子所多瑪所處的光景中。神有責任……如果神不因他們的罪而懲罰這

個國家和世界，他在道義上就有責任叫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人復活起來，

並因焚燒了他們而道歉。看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刻。 

 法庭，在你做決定之前，好好想想。 
235
 呐，耶穌從未說：“在那些日子，神的兒子要顯現。”他已經在教

會時代顯現了，但教會把他趕出去了。 
236
 那時，他要以人子的身份顯現，“人子顯現的時候，”神像那個時

候一樣彰顯在人的肉身當中，是人子，說預言的。 
237
 《瑪拉基書》第 4章應許了一個先見要帶著一個聲音來到。不是《瑪

拉基書》第 3 章，“差遣我的使者……”是《瑪拉基書》第 4 章。不要

把它們兩者搞混了，因為如果搞混了，你就會錯過它。《瑪拉基書》第 4

章不是《瑪拉基書》第 3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而是《瑪

拉基書》第 4章，當這個使者來的時候，世界要被焚燒，千禧年要引入，

“惡人要焚燒成灰，義人要踏在惡人的灰燼上。”這事沒有發生在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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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那是基督在以西結裡面；基督在摩西裡面；基督在大衛裡面。那是

耶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什麼？道藉著這些先知被彰顯了

出來。 
221
 注意聽這個，法庭，然後你們再做決定。道臨到先知；耶穌說，你

們的律法說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耶穌承認他們是神。他說：“那麼，

如果你們稱他們並認他們是神，你們的律法也說那些承受神道的眾先知

是神，當我說我是神的兒子時，你們怎麼能定我有罪呢？”因為他就是

那個時代被印證的道。他們說他們相信先知，而這一位就是全備的道，

但他們仍然不信，因為他們有了自己的信條和遺傳。 
222
 現在注意了，法庭，聽完後你們再做決定，讓我們再說得深一點。

注意，人子，他們稱他是魔鬼，但你知道，他們卻想要強逼他作王。 
223
 瞧，瞎子巴底買跟在他後面，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他

就得著了所求的。 
224
 但那個敘利腓尼基族的婦人，一個希臘人，外邦人，跟在他後面時，

也說：“大衛的子孫啊，”耶穌卻連頭也沒有抬。她沒有權利稱耶穌是

大衛的子孫，耶穌對她來說不是大衛的子孫。但當婦人說：“神的兒子，”

或“主啊，”就是神的兒子，她就得著了所求的，瞧？外邦人沒有權利

稱耶穌是大衛的子孫，他是王；但他對我們來說是主。 
225
 耶穌啟示了自己是人子，正如聖經所說的，他將是人子。“不，先

生，”他們拒絕了他，“他不是先知；”他們無法相信這個。他們已經

幾百年沒有先知了，他們無法相信他是先知。 
226
 當耶穌告訴了那個婦人她有多少個丈夫時，她也正是處在那種光景

中，但她是預定得生命的。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

彌賽亞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幾百年沒有先知了，但我知道，他來的時

候，這就是他所要行的神跡；因為他將是那道，他知道我心裡的意念。” 
227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那婦人的見證使得全城的人都

歸向了基督。是的，他們都相信了。 
228
 呐，你看，作為大衛之子，是他跟猶太人的關係。但作為神的兒子；

呐，你看，作為人子，是先知，看到嗎？作為大衛之子，是王。他們沒

有認出他是先知；他們想要讓他作王，他們想要從羅馬帝國的手下被拯

救出來。 
229
 但在教會時代裡，他被稱為神的兒子。呐，任何人都知道神是個靈，

對不對［原注:會眾說：“阿們！”］？這聖靈就是神的兒子，他是超自然的。人

子是先知，是一個人；大衛是一個王；但神是個靈。在教會時代，他被

啟示為神的兒子，我們相信這個。你若不信他是神的兒子，你就失喪了。

對教會時代來說，他是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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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再者，他想要聲稱他們是信徒，因為他們說自己是信徒。還有，檢

察官想要引起今天下午這個法庭的注意，說，神還在聖經中的另一處地

方應許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這是經上記著的。那是另一個案子：

凡事，不管是什麼事，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這些人也聲稱是信徒，我

想要法庭明白；檢察官此時正在控方席上為這案子蓋棺定論。 
75
 “還有，他宣稱他死後還活著，即：耶穌宣稱他死後還活著。檢察

官想要問問本庭，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你們見過他嗎？他手上的釘痕

在哪裡？戴在他頭上的荊棘冠冕在哪裡？他額上的傷痕在哪裡？如果他

從死裡復活了，他在哪裡呢？” 
76
 “還有，他在《希伯來書》13:8 說，神的道說，他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遠是一樣的。檢察官想要本庭記住這點。那麼，如果耶穌是一樣的，

他在哪裡呢？”他想要看見耶穌。他又聲稱這經文不是那麼回事。他聲

稱《路加福音》17:23不是那麼回事；他聲稱《啟示錄》3章不是那麼回

事；他聲稱《馬可福音》4章不是那麼回事，他聲稱所有這些有關耶穌復

活的經文，它們絕對都是虛假的。他想要指出這點，說那是虛假的。 
77
 “耶穌還聲稱天地都要廢去，但他的話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檢

察官想要你們本庭明白，今天下午他有證人在這裡證明那些話是錯的。

現在，當我們思想的時候，他請法庭考慮這點。 
78
 呐，現在我們問檢察官，他是不是為他的案子做了最後的陳述，引

述完了經文；聲稱這些經文是不對的；作證它們是不對的，即它們不是

默示的。“它們毫無意義；它們不可依靠；它們不可信賴。”他有幾個

證人證明了這點，即那些經文是不可信賴的。現在，我們手上有了一個

棘手的案子。 

 現在，我們讓檢察官和他的證人下去。 
79
 現在，我們要叫被告的證人出來，被告的證人有權利為被告作證。

呐，這被告的證人，他就是聖靈；我們讓他上來，聽聽他的證詞。 
80
 首先，你們已經聽過了檢察官所說的；聽過了他的證人所說的；聽

過了經文，也聽到他們念了。這些證人說，那些經文不是真的。 
81
 呐，正如我所說的，聖靈是被告的證人，他被叫上來了。首先，他

要叫……被告的證人，聖靈，要提請法庭注意，在這個案子上，檢察官

並沒有正確地向你們解釋神的道。他還要你們注意，這個代表世界和不

信，給你們解釋神話語的檢察官，正是起初夏娃見到的同一個解釋者。

是的！他只是把神的道曲解了一點點。 
82
 呐，我想要在這裡暫時休庭一會兒，來說說這點。如果神使所有的

疾病和痛苦臨到了地上；如果因著他的公正，他必須這樣做以便持守他

的道；那麼，如果他不持守自己的道，他就不可能是公義的。他要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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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必須持守他的道。這對神的聖潔來說是理所當然的，這對他來說是

理所當然的。如果夏娃，不只是…… 
83
 撒但沒有，這檢察官沒有曲解全部的道；他只曲解了一兩個字，就

導致死亡臨到了全地。每一所醫院、每一聲警笛、每一例死亡、每一個

掙扎、每個戰死沙場的男兒、每個可憐、生病、痛苦的嬰孩，所有的這

些，都是因著不相信神話語的一個字而引起的。如果因著不相信一個字

就導致了這一切的事，那麼當你不信一個字時，你還怎能再回到神那裡

呢？ 
84
 神必須要藉著某樣東西來審判世界，那就是耶穌基督，神的道。你

必須相信全部的道。 
85
 注意，他說：“這些人所聽到的一直都是對這道的錯誤解釋。檢察

官沒有……他把道解釋錯了，他給你們解錯了這道，就像他對夏娃所做

的。這應許只是給信徒的，不是給表面信徒、懷疑者或沒耐心之人的；

它只是給信徒的。如果……” 
86
 讓我來說說這點。如果說有誰該知道這些人是不是信徒，那應該就

是被告的證人，因為他是這道的啟動者，瞧？這就像你的身體，你的身

體只是一塊肉。但除非那靈在裡面啟動那個身體，不然它就是死的。除

非聖靈啟動那道，不然那道也是死的。如果聖靈是道的啟動者，他就應

該知道這些人究竟是不是信徒。我想，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被告證人，

他應該知道那對不對，因為……他成了一個很好的被告證人，因為他是

道的啟動者。 
87
 還有，被告的證人要人們注意在這裡受到質問的神的道，就是我們

剛才所讀的，檢察官試圖要立案起訴這道。但被告的證人想要讓你們注

意，神的話從未設定疾病得痊癒的具體時間，他從未說是什麼時候。他

只是說：“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沒有說他們當時就會跳起來；

這道沒有那樣說。《雅各書》5:14 說：“當用油抹你的時候，”他說：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來。”這道沒有說他們當時

就會跳起來，它沒有說；《馬可福音》16章沒有說手按病人，就必有奇

事發生。他只是說：“病人就必好了，”它只應許這點。 
88
 呐，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不信者一直都在向你曲解這道，說：“哦，

這個人接受過禱告了，為什麼他們沒有起來呢？我就在聚會中，我根本

沒看到任何事發生。”你看到他們的那個解釋者了嗎？看到他們在聽什

麼了嗎？ 
89
 被告的證人今天下午想要向本庭指出，這道並沒有說病人當時就會

跳起來。他說：“病人就必好了，”那就是神所應許的。他從未設定任

何確定的時間，那道只是給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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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亞伯拉罕稱他是“以羅欣”。有誰知道以羅欣是什麼意思？是“全

備的”那位；是全能的神自己彰顯在肉身中。亞伯拉罕怎麼會那樣稱呼

他呢？因為他看到，那人就是道。 
210
 《希伯來書》4章 12節說，神的道比兩刃的劍更快，連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當耶穌來並藉著辨明他們心中的意念行了那個神跡時，

他們卻稱他是別西卜。 
211
 但在那些先知裡面的道，總是能夠預告和辨明；那就是給那個時代

的道。確認他們是先知的，就是這個。記住，神應許了世界將會處在那

種光景中，並且在他再來之前會再次得到那個跡象的。注意，在《路加

福音》17章這裡，主說：“所多瑪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的日子也要這

樣；那時人子要顯現出來。” 
212
 法庭，請允許我再用一點時間，在這裡給你們揭開一些事情，就一

會兒。可以嗎？因為我也是證人。 
213
 你們注意到嗎？在這裡他從未說“那時神子要顯現出來”，他是說

“人子”。耶穌以三個稱呼而來，人子、大衛之子、神子，都是同一位。 
214
 這就像三位一體：父、子、聖靈，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元，是神

的三個屬性。 
215
 瞧，就像我是三個一樣。對我妻子來說，我是丈夫；對坐在這裡的

女兒來說，我是爸爸；對坐在那裡的孫子來說，我是祖父。呐，只有我

妻子能宣稱我是她丈夫，我這裡的女兒不能叫我“丈夫”，因為她是我

的孩子。我孫子不能叫我“爸爸”，沒錯。他沒有權利叫我是爸爸。他

可能會那樣叫我，但並不是這樣；他是我的孫子。然而，我卻是同一個

人。 
216
 那是神顯現他自己，親自降下來，這樣他就能……過去他以火柱的

樣式在上面；後來他彰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現在正在藉著聖靈向我

們顯現出來。注意！他來的時候。 
217
 你知道“人子”是什麼意思嗎？看看《以西結書》第 2 章，你就會

發現；《以西結書》2:1。耶和華親自稱先知以西結為“人子”。他稱所

有的先知為“人子”。 
218
 為什麼耶穌稱自己是人子呢？因為他必須照著先知說他要來的那種

方式來到。在《申命記》18:15，摩西說：“主你們的神要興起一個先知，

像我。”他以人子的身份向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啟示自己，他們卻說那

是魔鬼的作為。 
219
 王室的後裔也幹了同樣的事。那聽起來很刺耳，但卻是帶糾正性的，

是愛。今天，王室的後裔也幹了同樣的事，他們試圖稱那是“讀心術或

是某個魔鬼。”但那是人子，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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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須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這些神跡必隨著他們，直到世界的末了。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198
 我也想要你們知道，彼得在五旬節那天，他擁有天國的鑰匙，在《使

徒行傳》2:38，他站起來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

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 
199
 使徒時代什麼時候終止了？這就是那使命：“往普天下去，凡受造

的，每個信的人。”我想要法庭明白這點，即：那是神的應許。 
200
 我也想要你們明白，這個給人們做解釋的瞎眼的解釋者並不明白聖

經。主說，在《路加福音》17 章 30 節這裡，他說：“所多瑪的日子怎

樣，”現在回頭去看，耶穌正在引用我們所引用的同一本《創世記》。

“所多瑪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的日子也要這樣。”現在，回頭去看所

多瑪的日子是怎樣的，然後再看看我們是在哪裡了，看看現在應該會發

生什麼事。當所多瑪的日子…… 
201
 亞伯拉罕，他是一個預表；我們，只有在基督裡死了，才能成為亞

伯拉罕的後裔，並且照著應許與他同受產業。今天下午，你們本庭的人

都知道這點。 
202
 注意看亞伯拉罕！他從那位元以光的樣式行走在祭物中間的超自然

的神那裡得到了各種的跡象。他接受了發出聲音的神，等等。但亞伯拉

罕在遠離所多瑪的山上，在外邦世界被毀滅之前所得到的最後跡象，是

神自己以人的形像出現。法庭，你們明白嗎［原注:會眾說：“阿們！”］？有三

個使者朝亞伯拉罕走來，三個使者；他就出去迎接他們。 
203
 其中有兩個使者，一個是現代的奧洛·羅伯茨、一個是葛培理，他們

下去所多瑪傳福音，用他們的福音蒙蔽了那些人。 
204
 但這位坐在後面，吃牛肉、喝從母牛擠來的奶，吃餅，亞伯拉罕給

他洗了腳；他坐在那裡，是一個人。他說…… 
205
 呐，記住，他的名字一天前還是叫亞伯蘭，但已經被改成了亞伯拉

罕；撒萊被改成了撒拉。注意他，他這樣說：“你妻子撒拉在哪裡？”

（S-a-r-a-h）；“亞伯拉罕（A-b-r-a-h-a-m），你妻子撒拉在哪裡？” 
206
 他說：“在你背後的帳棚裡。”撒拉沒有出來，她不像今天的婦女

那樣，要出頭露面。但撒拉是在他背後的帳棚裡。 

 他說：“到明年這個時候，我必來見你。” 
207
 撒拉心裡懷疑這話，就在心裡說：“這些事不可能吧，”因為你瞧，

他們倆早就沒有房事了。亞伯拉罕一百歲了，她也九十歲了。她說：“我

跟我主豈有這喜事？外面的他也已經老邁了，這怎麼可能呢？” 
208
 這人背對著帳棚，說：“撒拉為什麼疑惑，說，‘這些事不可能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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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在今天下午的庭審中，被告的證人也想要讓你們注意，耶穌基督說

神的道就是種子。種子只有落在肥沃的能使它被啟動的地裡時，才能生

長。如果這粒種子落在肥沃的充滿信心的地裡，它就必會啟動那種子。

但如果那裡什麼也沒有…… 
91
 這就像如果你要輸血，你去到白蘿蔔那裡，把一根管子一頭插在你

身上，另一頭插在白蘿蔔裡面，你怎麼會得到血呢？那裡根本沒有血。 
92
 照樣，神的道也不可能在不信者或懷疑者的心裡活過來。它必須落

在那相信天地要廢去，而神的話卻永不廢去的真實的信心裡，像亞伯拉

罕一樣，在無可指望的時候，稱那無有的仿佛有的，因他相信神。 
93
 呐，我們發現，這位被告的證人想要人們注意這點，即：這道就是

撒種之人所撒的種子。這點記在經文中，說，道就是種子；種子必須落

在地裡。經文說：“有些種子落在石頭地裡，空中的飛鳥叼了去；有些

落下去，時間只夠讓一些根長起來，然後荊棘和蒺藜就把它擠住了；但

有些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一百倍。”他想要你們注意這點。 
94
 他想要說，即：“如果這道，在聖靈的聚會中，人們在那裡按手，

它只適用于信徒。對不信者來說，在他裡面除了與神永恆的隔絕，再也

沒有別的應許了。這應許只是給信徒的！” 
95
 不久前，有人對我說：“我不在乎有多少，我都不信。” 

96
 我說：“當然了，它不是給不信者的；它只是給信徒的，就是那些

信的人。” 
97
 現在，被告的幾個證人，哦不，是被告的一個證人，想要叫一個證

人出庭。他也有權利叫證人出庭。所以，被告的證人想要叫他的第一個

證人出庭反對這點，支持神的道。 
98
 今天下午，我們要叫挪亞上臺，出庭為被告作證。挪亞只是一個普

通的農夫，但他是先知，而“主的道臨到先知，”聖經這麼說。挪亞曾

活著，想要作證說，他曾活在一個比我們現今生活的這個時代還要偉大

的科學發達的時代。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人們能夠建造金字塔，建造獅

身人面像，而我們建造不了。我們沒有那種機械來建造。挪亞活在一個

偉大的時代，他活在一個科學的時代。 
99
 接著他說，主的道臨到了他；在他成為一個被印證了的先知之後，

主的道臨到他，說：“你要預備一隻方舟，因為天要下雨了。”在當時

的整個世界歷史中，還從未下過雨。基於他的證詞和他為神而作的見證，

他說神這樣告訴了他：“凡在這方舟外面的，都要滅亡。” 
100
 在那個日子，科學家們可以用雷達等儀器發射信號到月球上，因為

耶穌說：“好像挪亞的日子那樣，”這個時代也是一樣。他說，他們可

以證明上面沒有水；所以這裡的不信先生、譏誚先生和懷疑先生，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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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他相信這種如此不切實際的事而糾纏、取笑他。那時他們也聲稱自

己信徒，但卻說：“神並沒有說會有那樣的事。” 
101
 然而，挪亞是先知，主的道臨到了他，告訴他要這樣做；他就去預

備了一隻方舟。他做好準備，就開始造方舟。他把方舟造完之後，懷疑

先生和沒耐心先生等等那些人，就走過去圍著方舟。 

 你瞧，你說：“那時候也有這種人？” 
102
 聽著！神取去他的人，卻從未取去他的靈。在以利亞身上的聖靈降

在了以利沙身上，一直這樣下來。降在耶穌身上的聖靈，降在了教會身

上，一直這樣下來。 
103
 魔鬼取去他的人，也從未取去他的靈。這同樣的靈，宗教的靈，一

直存留了下來，與過去在法利賽人身上的靈一樣。這靈現在也在亞利桑

那州的圖森，跟那個時候一樣，還是一樣的不信，一樣的死守信條和遺

傳。這靈不但在圖森，也在全世界。 
104
 聖靈也是這樣，他今晚跟過去任何時候一樣的真實，仍然是耶穌基

督。 
105
 注意，挪亞想說，這些人取笑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如此不盡職的人，

使得他的頭腦和智慧竟然會去相信水要從沒有水，也從未下過雨的地方

落下來。然而，挪亞說，他堅定地持守著，相信天會下雨，因為神這麼

說了。他知道神能夠做任何他說他要做的事。於是他就造了方舟。 
106
 方舟造好之後，他坐在方舟的門口。“他們說：‘呐，你這個狂熱

分子，’不信先生、譏誚先生這樣說，這被告的證人，哦不，是檢察官

的證人；”挪亞說：“他們從我身邊走過時；他們說：‘現在方舟造好

了，方舟的門也裝好了，你的雨在哪裡呢’？”他說：“有時看起來相

當糟糕，然而我知道，神能夠持守他的道。他從未說什麼時候要下雨；

他只是說要下雨，事情就是這樣的。他從未說什麼時候要下雨，他只是

說要下雨。我也知道要下雨，因為神吩咐我造這方舟；我就堅定地持守

住。” 
107
 接著我們發現，五月十日，一天早上，挪亞進了方舟，門就在他身

後關上了，沒有人能打開它。 
108
 這時，不信先生和懷疑先生，他們走到方舟周圍，嘲笑他，取笑他，

說：“呐，你這個老頑固，是你關了那扇門的，我猜你希望我們相信是

別的什麼東西把門關上的；我們知道你的花招，你只不過是個術士。你

只是個想耍花招的傢伙，那只是一種騙局，是你把門關上的。” 
109
 “但是，”他說：“面對這一切，我都站在那裡；我看見是神的手

把門關上的。” 
110
 第一天，我們會說：“我們要看看會不會下雨。”第一天，沒有下

雨；第二天，沒有下雨；第三天，沒有下雨，哦，一直到了第七天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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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我的弟兄們對我說：“那是屬魔鬼的；”我的浸信會弟兄們說：“那

是屬魔鬼的。” 
189
 我說：“你知道，我只是站在那兒，”我說：“接著，你知道，這

就像魂遊象外或是什麼的。”我說：“我看見那樣的事不斷在發生。在

那座橋架好之前二十二年，主就告訴我，那橋的跨度有多長；什麼時候

會架好，會有多少人喪命，每一次都完美地應驗了。” 

 後來一些人說：“那是魔鬼。” 
190
 一天晚上我去到了山上，開始哭泣、禱告。我說：“主耶穌，你知

道我的心；我愛你，讓我死吧！不要讓我有任何……不要讓魔鬼跟我有

任何的關係。我寧願死，也不願做你的假證人。” 
191
 就在那個時候，這道光又回來了，把經文指給我看，說，在這個日

子，這些事一定會發生。現在這話就擺在這聖經中。從那個時候起已經

三十三年了，但我是個證人，見證這是真理。我是這些事的一個證人，

見證它是真理。 
192
 我要提請這位對聖經瞎了眼的檢察官注意。呐，這聽起來會讓人可

笑。這位檢察官對聖經是瞎了眼的。在《路加福音》17 章 30 節裡，耶

穌說：“這好像所多瑪的日子一樣。” 
193
 呐，你們想要知道這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人在哪裡嗎？

你們想要知道那些釘痕、鞭傷等等在哪裡嗎？任何偽君子都能那樣裝出

來。 
194
 基督的生命是以聖靈的樣式回來，而不是一個釘痕。他肉身的身體

正坐在神的右邊代求，但聖靈已經回來繼續他的工作。我想要你們知道，

在《約翰福音》14:5，耶穌說：“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

也想要你們知道《約翰福音》14 章，哦，是 15 章說：“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枝子怎麼能結出與葡萄樹不同的其它種類的生命或果子

呢？ 
195
 你們眾人怎麼能說使徒的時代終止了呢？你從哪裡得到這個的？葡

萄樹怎麼能長出來並結果，今天，長出來結了柳丁，明天又結了南瓜呢？

要這樣它就必須改變生命。在《瑪拉基書》第 3 章，神說：“我是神，

我永不改變。”他那個時候是什麼，今天就還是什麼。他過去一直是，

將來也永遠是。 
196
 我想要你們注意，這位檢察官試圖告訴你們說，神說“我過去是”

或“我將來是，”但這是錯的。神是說：“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

樣的。”這位檢察官曲解了神的道。 
197
 耶穌曾吩咐他的門徒往普天下去（在《馬可福音》16章），傳福音

給凡受造的聽，多遠？“普天下，”根本沒有達到這點。“凡受造的，”

也沒有達到這個。“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凡受造的聽。信而受洗



20 一場庭審 

 

法去池塘後面釣魚。我一邊哭一邊從有差不多一條街那麼遠的馬棚那裡

提水。那天晚上，我往那兒提水，冷卻蒸餾器的盤管。 
180
 我坐在一棵白楊樹下哭。髒兮兮的小臉蛋，頭髮垂了下來，玉米棒

子墊在腳指下，免得被撞到；你知道，就像那樣走路，從學校回來。其

他所有的男孩子都到那結冰的池塘旁邊釣魚去了。我坐在那裡哭著，我

心想：“為什麼我得做這事呢？其他孩子都不用做。” 
181
 就在那時候，一個聲音就像一陣旋轉的風，像一陣旋風所發出的聲

音，吹進了那棵樹裡。我站起來，回頭看。記住，我現在是在證人席上。

有一個聲音從那樹上對我說話，說：“你永遠不要抽煙、喝酒，或玷污

你的身體；因為你長大後有一項工作要你去做，”這把我嚇得魂兒都沒

了。我繼續生活；很多事情就開始發生，我就開始預言一些事情，並照

樣發生了。呐，當時我還只是個小男孩，大約七歲。 
182
 那事之後過了大約十七年，我成了一個傳道人，浸信會傳道人，宣

道浸信會的傳道人。羅伊·大衛斯博士按立我作當地的一個牧師。這樣，

州政府就給了我權利為人證婚、埋葬、施洗等等。後來宣道浸信會教堂

被燒光了，那個時候我是那裡的助理牧師。羅伊·大衛斯博士就回到德克

薩斯州他所出來的大衛斯山區裡去了，那裡靠近德克薩斯州的范霍恩，

他們就是從那裡來的。所以他走了以後，我就開始接管會眾；搭了一個

帳篷，開始在那城裡講道，我當時只是一個青年傳道人。 
183
 1933年 6月中旬，大約是 6月 16日或 18日，我正站在河裡舉行一

場洗禮的事奉。我站在那裡，幾個星期來，天氣一直都很熱，已經有兩

三個星期沒下雨了，那整個地區都快被烤焦了。我猜，當時岸上將近有

七、八千人；我走進水裡，要給第十七個受洗的人施洗。我一施洗，剛

開始要施洗時，我說：“我是用水給你施洗，願主耶穌……” 
184
 我正說這話的時候，就有東西臨到了我，說：“抬頭看！”它那樣

說了第三遍之後，我就轉過身去觀看，看見仿佛黃銅似的天空中有一塊

大約十五平方英尺的地方在上下翻騰，從那裡降下了那個在我嬰兒時就

進來的同樣的光柱；那天它在燃燒的樹叢……我是說，在那裡的樹叢中

對我說話，進入那片樹叢，然後又出現，懸在幾千人的上方。 
185
 報紙刊登了這事，傳遍了全國，一直傳到了加拿大。我們有這些剪

報，上面說：“在講道或施洗過程中，神秘的光出現在了當地的浸信會

傳道人的頭上。” 
186
 那個聲音降下來，說：“正如施洗約翰被差遣預告了基督的第一次

到來，你的信息也要預告基督的第二次到來。” 
187
 怎麼可能會這樣呢？怎麼可能會這樣呢？這看起來好像是不可能的。

當那話說完後，又過了幾天，我就開始看見那些異象，這樣的事不斷發

生。它真把我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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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我想在挪亞的見證這裡停一下，讓你們知道這點，有一個時候要到，

男人女人們，教會，將會繼續傳道，也相信他們得救了，但門將被關上，

就像以前那個時候一樣。如果你還不在裡面，現在就進去，因為神會把

門關上，那時就不再有憐憫了。主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的

日子也要這樣。” 
112
 記住，有一次，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什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

那些門徒問。 
113
 耶穌說：“他已經來了，你們卻不認識他。”他們這才明白那是指

著施洗的約翰；他已經來到地上，被砍頭，去到榮耀裡了。他們正在仰

望的事已經成為過去了。 
114
 有朝一日，男人女人必要大聲哭喊，那時就太遲了，太晚了，門將

關上。耶穌說，到時會那樣的。“那些童女來敲門，說：‘讓我們進去。’

他們想要得到一些油。”但他們本該在分油的時候得到油。他們在敲門，

經上說：“他們被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現在，

我只是從神的道中向法庭陳述被告這邊的觀點。 
115
 呐，挪亞說：“但是一百二十年後，一天早上，雲開始出現，雨就

下了起來。神應許過這事；他從未說什麼時候要下雨。他們以為在神告

訴我的那個星期就會下雨，我也以為那個星期就會下雨。我也確信當我

造完了方舟時就會下雨，但並沒有下雨。但我堅定地持守住，因為神做

出了這應許。他從未說就是那天要下雨，他只是說要下雨。”於是，證

人挪亞下去了。 
116
 第二個證人上來了，他是先祖亞伯拉罕；我們要叫他出庭。他說：

“哦，是的，我認識這裡的譏誚先生；我認識不信先生、懷疑先生，哦，

還有那個沒耐心先生。在我的日子，我也是個先知。主的道臨到了我，

說：‘你與這些人分開，因為你要從你妻子撒拉得一個孩子。’她當時

六十五歲，我七十五歲。她已經過了更年期大約有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了。

我娶了她，她是我同父異母的妹妹。她還是個姑娘、我還是個小夥子時，

我就娶了她。我們的年齡相差十歲，我娶了她；她成了我的妻子。這些

年來我們一直住在一起，但她不生育，我也不會生。然而作為一位先知，

主的道臨到了我，說：‘你要從撒拉生一個孩子。” 
117
 “哦，我把這話告訴了撒拉，她就進城去買了一些線，做成嬰兒鞋，

把別針和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二十八天過去了，我說：‘你覺得怎麼

樣，親愛的？’” 
118
 “她說：‘沒什麼兩樣。’但我堅定地持守住，因為我知道那是主

的道。”是的。 
119
 “我們去看醫生，結果他把我們趕出了他的診所。”一個七十五歲

的老頭，和一個六十五歲的老太婆，想要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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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你知道，當你接受神的道時，不管你的情形如何，神已經應許了。 

121
 他說：“我去看了醫生，醫生把我們趕出了診所。” 

122
 “醫生說：‘像你這樣的一個老頭？瞧瞧他，他頭腦有點古怪；這

老頭哪裡不對勁了。’” 
123
 頭一個月過去了，那些譏誚的人開始來到他周圍，說：“亞伯拉罕，

你要從撒拉生的那個兒子在哪裡呢？他們對我說她身體沒問題。”第一

年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亞伯拉罕，多國之父啊，你現在有多少個

孩子了？”十年過去了，仍然沒有什麼兩樣。那些譏誚者！ 
124
 “沒耐心先生，他一直對我指指點點，說：‘你瞧，根本沒有這回

事。嗯，如果真有這回事，你十年前就該有孩子了；都十年了，怎麼樣

那個孩子也該出來了！” 
125
 但亞伯拉罕說：“我堅定地持守著，因為我深信神所說的話。神從

未告訴過我什麼時候會得到那個孩子，他只是說我會得到那孩子。” 
126
 “但二十五年後，我一百歲、撒拉九十歲時，那孩子生了下來。”

他是個非常好的證人。“我等了二十五年，從未因著不信而對神的應許

起疑惑。” 
127
 我們聲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卻無法從今天晚上等到明天晚上，這

只能證明我們不是，沒錯。注意，我們去到了錯誤的一邊。 
128
 “瞧，”他說：“我等了二十五年。神並沒有對我說‘下個月撒拉

要懷孕。’他說：‘你要得到那孩子。’我深信，不管我年紀是多麼老

邁，我都知道，我必會看到它發生，因為那將是我的孩子，阿們！沒有

任何事能傷害到我。衰老、疾病、死亡或其它的事都不能傷害到我，直

到那個應許應驗了。我沒有因不信而對神的應許起疑惑。” 
129
 “但每天當撒拉說‘我沒覺得更好’，我就更堅固了。每年當她說

‘哦，我今年沒有生孩子’。‘那你這年就會生孩子’。‘我去年還是

沒有生孩子’。‘那我們今年就會生孩子。’這樣一直下來，一年又一

年過去了，過了二十五年。一天，我看見她又變成了一個年輕的女子；

我也開始看到自己的力量來了。二十五年後，這孩子出生了。” 
130
 這道從未說他什麼時候會得到那個孩子，只是說他會得到孩子。 

131
 “亞伯拉罕，我知道你可以做很多的見證，但請下去吧；我要叫出

另一個證人。”好的。 
132
 被告的證人現在要叫他的第三個證人出庭，那就是摩西。摩西說：

“我出生時，我是生為一個先知的。”他想要你們知道，恩賜和選召是

與悔改無關的。 
133
 你從這些書店裡讀到的書，不管有多少書說神並沒有行過那事，聖

經仍然是真實的，即“恩賜和選召是與悔改無關的”。你生到這個世界

上是什麼樣，你就是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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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但主說：“當這些事臨到，你們要挺身

昂首。”以色列已經複國；一切都為了主的再來而準備就緒了。 
169
 呐，當我還是個小嬰孩時，我的家人，當然，他們是愛爾蘭裔的，

也許以前我們是天主教徒，但我父母根本就不上教堂。在肯塔基州山村

的一個小家庭裡，一天早晨，1909年 4月 6日，在一間甚至連窗戶都沒

有的破舊小房子裡，只有一扇小門，好讓光線透進來。那時，主耶穌允

許我來到了地上，成為我父母的長子；媽媽十五歲，爸爸十八歲；我生

在了一張草墊子上。 
170
 我猜你們這附近的人從未聽說過草墊子是什麼東西。但我們……有

多少人知道草墊子是什麼？哦，你們是從肯塔基州的哪個地方來的？ 
171
 當時，有一張草墊子，草墊子上有一個用穀殼做的枕頭，那個房間

裡只有那一張小床。一個小房間，和一個小廚房，所有面積加起來，整

個房子長度還不到二十英尺。破舊的小木屋，根本沒有地板，桌子是由

樹樁做成的。 
172
 在那裡，在那個小房間裡，耶穌基督允許我來到了世上。我說的這

些，只是根據我那不信教的父母的見證。但他們沒有像我們現在所用的

這種電燈，甚至連煤油燈也沒有。 
173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曉得油燈是什麼？拿一些豬油放在一個罐子裡，

再放一根絨線在油裡，把它點著，它就會燒起來。 
174
 清晨的光線還不夠亮到讓媽媽看清我是什麼樣子的，或我的長相。

他們打開了朝東面的那扇小窗戶，因為有幾隻知更鳥正停在外面的樹叢

上唱著歌；當時正是清晨五點鐘。 
175
 他們一打開那扇窗戶，就有一道火柱，光，穿過窗戶飛了進來，懸

在小床的上方，我母親尖叫起來。當時，只有接生婆在那裡，我們沒有

醫生；接生婆在那裡，她們不知道那道光是什麼。 
176
 大約兩個星期後，我被帶到了一間叫作負鼠王國的浸信會小教會裡，

那位傳道人把我抱在手臂上，將我奉獻給了神。 
177
 山裡人不知道該怎麼看待那光，他們告訴了人。他們認為可能是媽

媽頭腦不正常了，或只是她頭腦的想像。 
178
 三年後，我們來到了印第安那州，爸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是個騎

手，為牧場主和農場主等人馴馬。他去到那裡為一個住在尤蒂卡、名叫 O·

H·沃森的富人馴服了幾匹拉車的小馬。他擁有科諾家族的大部分財產，

還擁有 R·E·沃森釀酒廠，以及所有在路易斯維爾、O·H和 R·E的釀酒廠。

爸爸為他馴那些騎用的馬；後來他受了傷，就成了他的私人司機。 
179
 大約七歲的時候，我開始上學了。九月的一天下午……我不願說這

個，但我現在是在證人席上。我父親是個真正的愛爾蘭人，一個地道的

肯塔基人，他自己釀酒。我正在給他的那個小蒸餾器打水，所以，沒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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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這道作證，不是摩西那時候的道；不是門徒那時候的道；不是路德

那時候的道；不是五旬節運動那時候的道，也不是衛理公會那時候的道。 
160
 而是今日的道；我想要在證人席上為它作證。請你們諒解這些針對

我個人的事，因為，這必須要是個人的證詞，而且必須是真的。因為，

我知道我們是在為誰辯護，神必知道那是不是真理。 
161
 我相信我們正生活在末世，其它日子的信息不可能適合今日，不可

能的。它必須是給今天的信息，不是給十年前的信息，是給這個時刻的

信息，給這個世代的信息，這道講論到了這事。因此，如果這道應許了，

就必須要有東西來印證它。 
162
 那就是耶穌第一次來到地上時他們沒有接受他的原因，因為他們正

在靠著遺傳生活。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查考聖經，給我作見證的就是

這經。” 

 他們說：“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163
 他說：“你們若是摩西的門徒，就必信我，因為摩西的書有指著我

寫的話。查看一下聖經！” 
164
 那些瞎眼的、死守遺傳的人，然而他們都是好人，聖人，沒有人能

指責他們的不是，他們都是祭司；他們的生活是個楷模。他們是一些無

可指摘的人，因為，如果你能指責他們，他們就會被石頭打死。他們是

好人，照著律法，他們必須得是好人。他們世世代代，他們的兒子、孫

子和曾孫，都必須要被撫養成為祭司，作利未人。然而，這些人受了那

一切的訓練之後，除了神學院和聖經，他們對別的東西一無所知，他們

眼睛瞎到無法認出耶穌來。 
165
 有沒有可能我們也會墮入那種光景呢？記住，同樣的經文說我們會

的，絕對沒錯，它說我們會那樣做的。呐，作為我個人的證詞……有時

候，我們把事情變得如此的形式化，以至我們在這件事上變得如此僵化，

說，這就是那信條；這就是我們必須做的事，以至我們偏離神的道有十

萬八千里。我猜想我們還會做同樣的事，因為聖經說我們會的。 
166
 呐，雖然這是個人的事，但不要讓這個絆倒你。我希望這只是因為

我站在證人席上向本庭作證。 
167
 我相信我們正處在主就要再來的時刻；我相信，這些地震和我們正

在遇到的事，這月亮的事，他們在這裡的天文臺等東西上觀察月亮。有

血一般的物質在從月亮裡面噴發出來；耶穌說，月亮將會變為血，在他

再來之前的日子，地上到處都會有地震。他說，那日子將準確地照著聖

經所說的樣子臨到。 
168
 我相信，法庭，今天下午我想要對你們說一件事，即：我現在看不

到還有任何東西是攔阻他的再來了。如果我有時間，我可以向你們證明，

這世界，甚至名字和位置都跟主再來時它所該處的狀態完全一致。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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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呐，注意。摩西，他得到了一個跡象，就下去顯給百姓看，並且有

一個聲音隨著那個跡象。然而，當他帶著神所賜的一個跡象下去時；現

在，法庭，不要不明白這點；當他帶著神所賜、從神而來的這跡象下去

時，法老牧師想讓他說那只是個魔術，從而抹黑神給他的那個恩賜。他

有幾個人，幾個術士，能行同樣的事。他想把神賜給摩西的跡象，變成

一種低級的魔術表演。 
135
 那個時代的法老牧師沒有都死，瞧，“那只是某種的讀心術，是某

種撒但的能力。”但問題是，他們叫了幾個低級的魔術師上來，也行了

摩西所行的同樣的事。 
136
 “但是，”摩西說：“那沒有動搖我，因為我知道，在那棵樹裡對

我說話的那聲音是一個符合聖經的聲音。他說：‘我百姓所發的哀聲，

我已經聽見了；他們所受的困苦，我也看見了；我記得我的應許。’這

聲音……” 
137
 儘管在當時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是非常離奇的，他們能耍各種魔術般

的花招。神賜給了摩西一樣東西，一件神跡（但那看起來就像是某種低

級的魔術表演），用來試驗他的僕人。哦，神啊！但他堅定地持守著，

因為那差遣他的聲音是一個符合聖經的聲音，他也知道那是神。 
138
 你知道，神應許我們在這末世也要發生同樣的事，同樣的事要重演，

那些雅尼和佯庇要再回來，抵擋這真實之事的運行，但他們的愚昧必會

顯露出來。 
139
 所以，法老試圖找來某個屬肉體的模仿者，去叫某個人過來，試圖

去模仿神賜給摩西的那恩賜，使這恩賜看起來就像是某種低級的把戲。 
140
 但今天下午，摩西想要你們大家知道，正如他所作證的，不管那牧

師怎麼試圖使他的恩賜看起來很可疑，像是某種低級的魔術表演，但他

知道那是從聖經來的，因為對他說話的那個聲音是神的聲音，所以他就

站穩在那裡。他想要讓你們知道，雖然此後過了很長的時間，但神仍持

守他的道，將他帶回到了那地方，就是神說摩西要同以色列人一起去到

的地方。 

 摩西，請下去吧。 
141
 讓被告的證人叫另一個證人出庭；我們要叫約書亞出庭。約書亞想

在這裡提供一個非常好的證詞。 
142
 他安撫了百姓，他說。當時，摩西從每個宗派裡都找出了一個人來，

打發他們去到應許之地，看看那地是不是真的在那裡。神已經吩咐過了

他們，憑著信心，他們走過了那麼遠的路。 
143
 於是，摩西從長老會、路德派、五旬節派和所有宗派中各挑出了一

個人，他從每個宗派裡各選出了一人，打發他們去到應許之地。當他們

兩個人帶著證據回來時，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全會眾開始懷疑神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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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因為他們看到敵人如此強大，對方如此的強大，“哦，”他們說：

“我們站在那些亞瑪力人和赫人等人的旁邊時，看上去就好像蚱蜢一樣，”

又說：“我們……哦，我們看起來好像蚱蜢一樣，我們無法奪取那地。” 
144
 約書亞想要作證，“我安撫了百姓，”他說：“安靜！”那是在加

低斯·巴尼亞，審判座安放在那裡。他說：“你們大家都安靜，讓我把這

道講給你們聽。從前，神藉著摩西，哦不，是藉著亞伯拉罕，告訴了我

們，這地是我們的。他差遣那在燃燒的荊棘中對我們的先知說話的火柱

來到了我們中間；這位先知所說的話一直都是真的。神也告訴了我們，

他已經把這地賜給了我們。我們足能奪取這地，因為它已經屬於我們了。”

他說：“我安撫了百姓，讓他們安靜下來。” 
145
 但你知道嗎？四十年後他們才奪取了那地。本來，從加低斯只要大

約兩天的路程，他們就可以進入應許之地了。 
146
 我可以在這裡停一會兒嗎？你們長老會、衛理公會、浸信會或你們

五旬節派，五十年前我們就該得到那應許之地了，但你們非要互相爭吵，

在一邊搞起組織來，這個得到了這個，這個得到了這個，又得到了新的

啟示，卻不一直跟隨著這道。現在，我們處在全備應許的這邊已經有五

十年了。 
147
 但是記住，約書亞想要你們大家知道，神持守他的道，用了四十年，

帶出了嶄新的一代。他完全照著所應許的奪取了應許之地，因為他把百

姓安撫在神的道上，要讓他們知道是神做出了這應許，他們正在跟隨的

這位先知並不是假先知，因為他所行的事與經文完全一致。不管法老說

那是多麼虛假；不管術士們試圖說那是多麼虛假；不管他們如何能行同

樣的事，哪怕是每個人都能行同樣的事。 
148
 約書亞想要你們知道，那裡有一個人想要從他們當中建立起一個組

織，他的名字叫大坍，他和可拉。他們興起來，說：“這裡有比你更聖

潔的人。” 
149
 神從來不跟一群人打交道，只跟單個的人。神不改變；神第一次是

怎樣行事的，他就要永遠以那樣的方式行事。 
150
 看，起初，神藉著一個無辜之人所流的血來拯救人；這點從未改變

過，神從未改變。我們試圖為人們建造城市；我們試圖建造塔樓；我們

試圖教育他們；我們試圖為他們成立宗派，我們卻總是在越偏越遠。只

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讓人團契的，那就是來到那無辜者所流的血底下。那

是我們要相信的唯一方式；我們能聚集在一起的唯一方式，就是來到那

無辜者所流的血底下。神從未改變他的方式。神沒有一次不是跟單個的

人打交道的；他拯救你，不是因為你是衛理公會的或因為你是五旬節派

的；他拯救你，你是作為單個的人，不是作為一群人，神從未那樣做。

他拯救單個的人，一個人；他只跟單個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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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摩西在主面前哭喊，主說：“摩西，你分別出來；是我為這信息而

召了你。”神就讓地把他們吞了下去。所以，約書亞也想要你們明白這

點。 
152
 呐，約書亞下去之後，我們要趕快再叫出另一個證人，這樣我們就

不會拖得太長了。我要叫以賽亞出庭；我可以叫出幾百個來，但我再多

叫出幾個來，然後就停住。 
153
 先知以賽亞，他說：“在我的日子裡，主印證了我是他的先知；我

們知道這道臨到先知。所以，我所說的一切話，神都尊重了，並使它成

就了。從我小時候起，所說的一切話都成就了。我在民中被印證是一個

先知。” 
154
 “接著有一天，神讓我去說一句簡直不可思議到極點的話。他說：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我要給他一個超級的兆頭；我要給以色列人和世

人一個超級的兆頭。他們求要一些兆頭，我就給他們一個超級的兆頭。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我，作為一個被印證的先知，說出了一句如此不

可思議的話，但我知道那是神的聲音。” 
155
 你知道，你可能會這樣說。以賽亞今天下午可能會向本庭作證，這

樣說，當時幾乎以色列的每一個童女都把嬰兒衣服準備好了，因為她們

都認為自己將成為那個懷孕生子的童女，沒錯。她將要成為那個童女；

每個童女都準備好了。她們知道，下個月她們中的一個童女就要懷孕了；

她將是一個懷孕的童女，因為先知以賽亞是一個被印證的先知。他奉主

的名無論說什麼，都必成就。現在他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156
 婦女們生下了小女孩，就說：“我的女兒會是那個童女。”另一個

說是這個，這個很漂亮，“她會出自這個群體；她會出自這個群體；她

會出自那個群體。”所有這些人，他們每個人的女兒都說她將會生出這

孩子，因為先知說是這樣的。 
157
 那個世代過去了，以賽亞死了；應許還沒有成就，但八百年後成就

了。神沒有說什麼時候童女要懷孕生子，他只是說童女要懷孕生子。他

想要你們知道那點，神並沒有說“在這個世代，或在這個時候，或某個

時候或某件事，這童女要懷孕生子”。他只是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在八百年後，那個童女才懷孕生子了。瞧，神持守他的道，你們相信這

個嗎？［原注：磁帶空白。］……童女懷孕生子的時刻到了。 
158
 呐，我可以在這裡叫出各種各樣的被告的證人，或者說讓被告的證

人給出各種各樣的見證；我可以從這聖經裡叫出人來。但如果本庭可以

原諒我，我是否可以有幸成為下一個證人？ 
159
 我不是要談論摩西和他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或談論五十年前發生的

事，或一百年前或五百年前發生的事。我要談論的是現在發生的事。我

想……我相信……我想要成為下一個證人，今天來作證，為神應許給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