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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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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癱瘓的人，躺在擔架上。通過麥克風，你能聽見我的聲

音嗎？我不認識你，你只是一個躺在那裡的女人。如果我能醫治你，我

就會醫治你，但是我不能醫治你。沒事，這個人是在為他的孩子得了醫

治而高興。我不認識你，你是一個女人，我是一個男人，我想這是我們

有生以來第一次見面。是這些人把你抬來的。坦白地說，這是你第一次

到這裡來，他們把你抬了進來。你來自很遠的地方，你被死亡的陰影籠

罩著，你得的是癌症而不是癱瘓，是癌症。醫生已經對你束手無策了，

這是事實，你確實快死了，醫生已對你毫無辦法了。 

 有一次，有三個長麻瘋的人坐在撒瑪利亞城門口，那些長麻瘋的說：

“為什麼我們坐在這裡等死呢？”因為大家都快餓死了，甚至彼此交換

孩子來吃。他們說：“如果我們去到敵人，就是亞蘭人的營地裡；他們

若殺了我們，那我們也是死；但如果他們救了我們，我們就可以存活。”

他們就抓住了機會。因著他們的信心，他們不但救了自己，而且也救了

整群的人。 

 現在，如果你只是躺在那兒，你很快就會死去。但現在不是要你像

那些人一樣去到亞蘭人的營地，乃是邀請你去父的家。 
196 你得了致死的癌症，除非神，否則你不能活。你不是本地人，也不

是附近來的，你從很遠的地方來。你是從密爾沃基來的，是真的，沒錯。

我看到這個城市，我知道，沒錯。你相信嗎？你願意接受神作你的醫治

者嗎？若你願意，不管你多麼軟弱，也不管你怎麼臥床不起，我奉耶穌

基督的名要你起來行走，拿起褥子回家去吧，過一個榮耀神的生活。作

為神的先知，你願意聽我說的嗎？那就站起來，回家去吧，你得醫治了。

你得醫治了！不要害怕。離開那個擔架，神會醫治你的，明白嗎？ 

 過去幾個人扶著她，讓她起來，恢復一些體力。你相信神嗎？讓她

恢復一點體力，她會好的。對了，姐妹。奉主耶穌的名，她站起來了。 

 讓我們起來將讚美都歸給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

的！主耶穌基督祝福你。 
 

 

 

 

這個麥基洗德是誰 
1 讓我們低頭禱告。 

 親愛的天父，聽到這首歌“只要相信”，使我們認識到要想承受神

任何的應許，那我們只有一件事要作，就是相信這些應許。因為經上記

著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我們也像那個得了癲癇病孩子

的父親，哭喊著說：“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可 9:24］ 

 我們為你偉大的能力獻上感謝，感謝你在這末日將你自己的偉大啟

示賜給了我們。這使我們的心無比歡喜快樂，知道我們是來到這裡跟永

生的神交通。正如你在過去的日子中所做的，你也應許了這個時代，在

物質世界裡印證了這啟示。我們的神啊，我們真是感謝你。在這黑暗的

時代裡，看起來沒有人知道該走哪一條路，但我們非常高興，因為我們

找到了安全島，避難所。 

 主啊，今天晚上，當我們傳講你話語的時候，求你祝福我們。願我

們用心看護主所賜給我們的應許，存敬畏的心來珍視你的話，用真正聖

潔的紀律來遵守它們。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4 愛心奉獻？他們不該這麼做，誰幹的？是你幹的嗎？我在責備這個

經理。他說他為我收集了愛心奉獻，他不該這樣做。謝謝，神知道我來

這裡絕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謝謝你們，願神祝福你們。我會盡一切力量

將這些奉獻用到海外的宣教事工上，這樣我就知道它是被用在了神的國

上。如果是神的旨意，我會親自將這些奉獻和你們這星期坐在這裡所聽

到的，相同的福音帶到各地去，這樣我就知道這些錢是按照你們的意願

處理了，神會幫助我這樣做。 

 我非常感謝這麼多人來參加這星期的聚會，也非常感謝你們今晚再

次通過電話收聽的人，我們感謝你們每個人。 
6 今天早上，比利對我說：“爸爸，今天早上如果天剛亮你就同我一

起來到這附近走走的話，你會看到母親們在車裡面喂著她們的孩子，那

些可憐的人站在雨中，等待著禮堂的門打開。”你看，如果我告訴你們

的不是真理，那我豈不成了天底下最虛偽的人啦？那我就成了何等罪惡

的一個人！有時我不得不刺痛一些人，但這並不是我想做的；刺痛你們

的不是我，而是真理。但我相信你們來這裡的原因正是這個，因為我對

你們非常非常地誠懇，盡一切的力量來幫助你們。願神幫助我們大家，

幫助我們每個人。 
7 現在，我要謝謝你們的大力合作，以及這裡的市民，他們給了我

們……讓我們租用了這個學校的校舍、禮堂和體育館。我要謝謝校方的

有關人員，如果你們在這裡的話。並且我也要感謝瑟斯頓·科爾文，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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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管理員，感謝他的全力合作，幫助我們得到這個聚會的禮堂，而

且每晚都與我們在一起。 

 我們感謝傑弗遜維爾的員警來到這裡，維持治安。他們收費很低，

我想每小時只要兩塊錢。他們到這裡擔任停車場監督的特別任務，指揮

停車，確保沒有任何意外發生，一切都很順利。為此我們非常感謝大家。

還有在臺上的那位工程師，我看到他了。所有跟這次聚會有關的人員，

我們衷心地感謝你們。 
9 我還要感謝你們大家給我們帶來的禮物。比利下午剛轉交給我一些

禮物，有禮盒，還有糖果等等。其中有一件禮物是一幅登山寶訓的畫，

背景是基督傳道。這幅畫真的很美，我太謝謝你了。這麼多的禮物，我

不知道要如何感謝你們才好。我還要感謝你們對聚會的支持以及財政上

的贊助，我們確實衷心地感謝你們，願神豐豐富富地祝福你們每一位。 

 比利說這段時間裡有很多人要求私人會面，也有許多人要將他們的

孩子奉獻給神。哦，我真的很想這樣做！但你們知道我這次來的很急，

所以我不得不將全部的時間放在學習神的話語及禱告上，以便能夠傳講

這些信息，瞧？這些信息對我們來說是極其非凡的，因為這是在尋求神

的旨意，然後才傳講出來。所有這些信息必須是相互一致的，然後我們

求神告訴我們要解開的是哪一個。 
11 主願意的話，我們會再回到這裡，只要我們能夠騰出一天的時間。

我曾提出一個建議，我說了一些有關復活節的安排。我最好還是再看看，

因為我想那時候我可能正好在加利福尼亞有所安排，也可能記錯了。不

管怎樣，當我們再回到這裡時，我們會髮卡通知你們，這邊的教會會告

訴你們日期和時間。也許到時候再…… 

 我還沒有安排出時間為病人禱告。我們還沒有舉行一個聚會，讓你

們將病人帶來以便為他們禱告。我們已經發出了邀請。我們這裡的弟兄，

李維爾弟兄以及別的弟兄們，他們也講道並為病人禱告，為人們施洗，

以便讓我能專心在神的道上。我感謝這些弟兄們，他們做了非常出色的

工作。 
13 這裡有好多我想要見的朋友，我看到約翰和厄爾弟兄，以及李維爾

博士，他是這次大會的經理之一，還有羅伊·博多斯弟兄。這些人，我甚

至沒有機會和他們握手。我想到那些來自肯塔基的朋友們，這裡的朋友

們，傳道的同工們，我多想和他們握握手。布雷爾弟兄，我那天就注意

到他在這裡了。還有許多我所愛的弟兄，他們曾經參加過好幾場的聚會，

但我甚至沒有機會跟他們握手。我盡力……不是我不想這樣做，只是因

為我沒有時間，我真是太忙了。 
14 當然我很願意為孩子們舉行奉獻禮，我自己的小孫子，小大衛本來

也要在這個聚會中奉獻給主，但我沒有時間這樣做。就是小大衛。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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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神向我啟示你的問題，你會把他當作解決你問題的贖罪祭來接

受他嗎？我不知道那問題是什麼，但是我知，你也知，某件事正在發生。 

 讓我來說說你現在的感受，你就會知道了；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甜

蜜、舒適的感受。我現在正注視著它，就是那光，黃綠色的光懸在那女

人的上方。她患有胃病，是一種長在她胃裡面的腫瘤。她不是本地人，

不是的，你是外地人，對嗎？是的。你是從威斯康辛州來的，對嗎？沒

錯。現在你已得了醫治，你的信使你痊癒。 

 告訴我，這個女人摸到了誰？我離她有二十五碼遠。她摸到了耶穌

基督，那位大祭司。你們相信嗎？ 
186 現在我看著一位婦人，正向她說話，就是這個婦人，我正看著她，

因為她正迫切地為一個男人禱告。她說有一個男人……她從沒有告訴我

任何事，但是她的名字叫沃爾德羅普夫人，來自鳳凰城。她曾從死裡活

了過來，她的醫生帶來了 X 光的照片，上面顯示她患有心臟癌。她在禱

告的行列中死去，沃爾德羅普夫人，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十八年前，

然而，今晚她還坐在這裡，是一個活的見證。 

 她的醫生來到聚會中，帶著……他說：“這個女人怎麼可能活著？”

但是她就在這裡，沒有半點癌症的跡象。她帶來一個人，她正在為他禱

告。他快要死於糖尿病了，那就是我所知道的。但由於你的禱告……你

知道我不認識他是誰，沃爾德羅普太太。 

 他來自密蘇裡，他的名字叫庫帕先生，是的。現在，你相信嗎？先

生，你可以回去了，願你得醫治。這取決於你，如果你相信就會好的。 
189 這裡有個女人，她患有哮喘病，併發症。她不是當地人，她坐在後

面的人群當中，就在那兒。她不是本地人，是喬治亞州的人。麥肯尼小

姐，你全心地相信，相信神會醫好你嗎？如果我們互不相識，而且我說

的是事實，請你站起來。耶穌基督醫治了你，你相信嗎？ 

 在我的後面，有一個男人坐在我的背後。他正在與神接觸，他需要

什麼呢？他有個孩子得了心臟病，這個孩子的心臟有雜音，醫生是這麼

說的。那個人是考克斯先生。考克斯先生，請你站起來。“他說出了撒

拉在他背後所想的事。” 

 越過這人旁邊的通道，離這位弟兄稍微遠一點的地方，坐著一個外

地人，他來自新墨西哥州。我以前從沒有見過他，我現在正看著他，他

在我的背後。他是來自新墨西哥，這個人有一個他非常關心的女孩，這

女孩的嘴有毛病，她嘴裡的上牙堂有毛病。這個人的名字叫韋斯特先生。

先生，請你站起來。我一點也不認識他，但是主神會醫治他的孩子。 
192 你現在全心地相信嗎？你們多少人現在全心地相信？耶穌基督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你們現在接受他為你們的救主嗎？請舉起

手來。你相信他是你的醫治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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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曾說過要醫治病人嗎？”有的！我剛才讀到的聖經，《希

伯來書》說耶穌基督現在是我們的大祭司，可以體恤我們的軟弱。多少

人知道這是真實的？聖經上是這樣說的。他現在是一個大祭司，可以體

恤我們的軟弱。如果他還是同樣的那位大祭司，他現在會怎樣行呢？如

果他是同樣的那位大祭司，他必須做他以前所做的同樣的事。我不是你

們的大祭司，你可以摸我，就如摸你的丈夫，或你的弟兄，或任何其他

的人一樣。但是讓你的信心摸到他，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177

 如果我是神的僕人，已經告訴了你們真理，神就會印證它是真理。

這樣就證實了耶穌基督依然活著，今晚就站在這裡，不是嗎？你們若有

信心……一次一排。你們後面的要有信心，我最好還是站在麥克風前面，

否則他們就聽不到我了。 

 你們只要仰望神，說：“神啊，那人不認識我，他根本不認識我，

我對他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人。但是讓我的信心摸到你，主啊。你知道

我的問題。主啊，你知道我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是誰，就像你知道彼

得，知道拿但業，知道那位患了血漏的女人的毛病一樣。這個人告訴我

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那麼，主啊，讓我的信心摸到

你。” 

 如果我們的主這麼行了，證明他自己是永不落空的神；如果他至少

行在一、兩個或者三個見證人的身上，你們多少人會全心地相信他？神

祝福你們！ 
179 父神，這完全不在於人，它必須是超自然的神跡。因此現在我禱告，

求你幫助我。主啊！我將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按你認為合適的方法使用

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現在不要緊張，只要謙卑，存敬畏的心說：“主啊，我要事奉你，

那是真實的。如果我可以摸到你的衣裳，那麼你就通過那個人對我說話，

這樣就可以向我證明那個人所說的是真理。”對嗎？ 

 多少人見過那張光的照片？這照片傳遍了整個國家，到處都有。科

學已經記錄並檢驗了它。現在，他就在這裡；就是揭示“結婚與離婚”

這一奧秘的那位；就是在山上震撼山崗的那位；就是 1933年在俄亥俄河

上出現的那位。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182 有一個女人，她意識到有件事情發生了。那光正懸在她的上面，她

就坐在這裡，穿著綠色的毛線衫。我不認識這個女人，我想我們彼此不

相識，是這樣的。你相信神在這裡嗎？你需要某種東西，你相信神可以

向我揭示你的問題嗎？如果他這樣做了，你知道那必須是超自然的能力，

因為我不認識你；這一定是超自然的。這取決於你的態度，你可以站在

祭司一邊，稱它為魔鬼，你也可以如信徒那樣稱它為神。無論你相信哪

一個，它就是你酬報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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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做了兩次爺爺了，所以梅先生，如果他今晚在這裡，他給了我一根拐

杖，看來不久我就會用上它了。 

 我告訴比利，我說：“聖經上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但這整個

任務並不是都給你一個人的。”這兩個孫子來得太快了。但你們要記住，

我的兒媳婦開始時是不能懷孕的，她不能生孩子。有一天離開聚會的時

候，神告訴我說：“羅伊絲，你會生一個男孩，神已經祝福你了，你的

婦女病已經好了。”九個月後，小保羅就出生了。 
16 在第二個孫子出世之前的兩個月，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桌子旁吃早餐，

羅伊絲和比利坐在我的對面。我看到羅伊絲正在喂一個小嬰兒，是用粉

色……哦，是用藍色毯子包著的。比利坐在角落裡喂著小保羅。我說：

“比利，我剛看到一個異象，羅伊絲正在喂一個包在藍毯子裡的一個嬰

兒。” 

 比利回答說：“我的打獵旅行要告吹了，那剛好離現在有九個月。” 

 十一個月之後，小大衛就出生了。我還沒有時間把他奉獻給主，要

等到我們回來之後才行，所以你們明白整個情況了吧。 
17 我愛大家，還有跟你們的交通。我們的弟兄已經為病人禱告了，我

知道是很成功的。每天晚上我們都為病人禱告，彼此按手，我們大家都

這樣做，這樣每一個人都會被按手禱告。如果是神的旨意，下次再來的

時候，我們會在發出去的通知卡上寫清楚。我很樂意再擠出兩、三天的

時間專門為病人禱告，我們會盡力這樣做的。 
18 我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助。現在我想提一下今天早上的信息。毫無疑

問，我今早沒有把全部的內容傳講完，但我想你們都能明白。你們肯定

不知道我傳講這個信息的時候，是何等的心情。 

 對你們來說似乎是非常簡單的，但你們知道我在幹什麼嗎？我是在

代表神來宣佈某件事。在我這麼作之前，這信息必須是從神那裡來的答

案。神必須降下，將他自己明明地彰顯出來，賜下啟示，因此這個信息

是給教會的。明白了嗎？記住我所說的，這些信息只是給教會。 

 所以，你們應該相信並知道，這是那位在不可能出現松鼠的地方向

我說話的同一位神，他對我說：“說話！你說松鼠在哪兒出現。”當時

松鼠一共出現了三次。如果神的話曾經在不可能有松鼠的地方創造了松

鼠，那他的話在審判的日子裡豈不更是鐵證如山嗎！明白嗎？人們看到

並且知道了這些事，就像保羅以前所說的。當時有一個人跟他在一起，

他感到地在震動，但卻沒有聽到聲音，但他們都看到了火柱。 
21 當這個信息講完之後，我看到丈夫和妻子互相抱頭痛哭的時候，我

心裡非常感動，我知道他們都是真正的基督徒。聽著，朋友們，神藉著

神跡奇事確認他的話，證明那說出來的道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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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住，是那雲中的光賜下了啟示。我的小女兒撒拉告訴我說，那

天在亞利桑那她學校裡的人，都看到了那沒有一絲雲彩的天空中，卻有

一個奇異的雲朵在那座山上，一上一下，有黃綠色的火焰在其中燃燒。

那天學校的老師也解散了學生，帶他們出去，說：“你見過這種東西嗎？

你看那雲彩。”記住，那同一個黃綠色的光也出現在那塊岩石上。所以，

這是同一位神，同一個啟示，他說：“告訴他們如此行。”這正是今天

早上我向你們傳講的，就是這樣。 
23 如果我的好朋友羅伊·羅伯遜弟兄也在圖森收聽講道的話，羅伊，你

還記得那天我們出去站在山上時所見的異象嗎？當時你來到我旁邊，雲

彩就在山頂上。然後你下山，你知道他向你說了什麼，後來我也在那間

房子裡告訴了你。是的，羅伊。不用再擔心了，孩子，都過去了。 

 你實在無法理解這個的含義，那是恩典。他愛你，你也愛他，在你

剩下的日子裡當存著謙卑的心侍奉，敬拜他。當歡喜快樂，一直向前走，

繼續過你現在的生活。如果你幸福，就繼續走下去，不要再像以前那樣

做任何錯事。只要朝前走，這是神的恩典。 
25
 在我們進入神的話語之前，讓我們再次禱告。有多少人願意為我禱

告？我一個聚會接著一個聚會，你們願意為我禱告嗎？在我們進入神的

話語之前，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唱一首歌。這樣我們知道神……就算是一

個小小地奉獻。你們以前聽過“他看顧你”這首歌嗎？“無論是陽光普

照，還是陰翳憂愁，他看顧你。” 

 這位走到鋼琴旁的年輕女士，我也想說謝謝這位女士。我甚至不知

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這裡一個執事的女兒。我非常……是惠勒弟兄

的女兒，她已經長大了。以前她坐在我的腿上還只是個小不點兒，如今

她已經是一個大姑娘了。我非常感謝她將自己的才幹發揮在音樂上，她

鋼琴彈得非常美。姐妹，請為我們起個調，好嗎？我們大家一起來唱： 

  他看顧你，他看顧你， 

  無論是陽光普照，還是陰翳憂愁； 

  他看顧你。（你們喜愛這首歌嗎？讓我們再唱一遍） 

  他看顧你，他看顧你， 

  無論是陽光普照，還是陰翳憂愁； 

  他看顧你。（道奇弟兄，他也看顧你！弟兄。） 
27 你們愛他嗎？讓我們低頭禱告。親愛、仁慈的天父，我這裡有一張

條子，上面記著一些要向會眾說的事情，還有提到今早的信息，因為人

們來到這裡就是想要知道這些。神啊，我祈求你讓人們認識到神愛他們，

看顧他們。不是我帶給他們今天早上的信息，主啊，它是真理並已經得

到了印證。因此，親愛的主，我祈求你的愛永遠留在人們當中。今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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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告訴他們的是真理。神啊，求你應允，我奉耶穌的名求，再給我們一

次，阿們！ 
167 我不認識你們，只認識一些人。我認識坐在這裡的這個小男孩，認

識坐在這裡的比爾·道奇，還有布雷爾弟兄、羅德尼·考克斯弟兄。在後面

的，我很難看清楚。在這邊，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我所認識的人。 

 這裡有多少人不認識我，請舉起你們的手；這兩邊的人知道我完全

不認識你們的，請舉起你們的手。在這裡多少人有病或有某事，而且知

道我並不瞭解這些情況的，請舉手。對我來說，要知道你們的事是完全

不可能的。所以，它只能是來自聖靈的啟示。正如我在這幾個晚上所告

訴你們的，今晚我們的主仍然活著，就在我們當中，並應許要行相同的

事。根據《瑪拉基書》4章以及《路加福音》，他應許在末日會再次以人

體的形式出現在他的子民當中，行相同的事，彰顯相同的跡象，即彌賽

亞的跡象。你們多少人知道這一點？你們讀聖經，知道這個真理的人，

請說“阿們！”［原注:會眾回答：“阿們！”］看來你們一定都是讀過聖經的人。 

 我知道對今天的人來說這是陌生的，但它依然是真理，這也就是他

們認不出拿撒勒人耶穌的原因。他們知道他們教會的教條，但是他們不

認識主。他就是以聖經所說他要來的方式來到，不是作為神學家，不是

作為祭司，而是以一個先知的身份來到，然而他自己的人卻不接納他。 
170 如果神信守他的話語，如果這個辨別剛好落在我所認識的人身上，

那麼我就會另換一個人，明白嗎？我要我不認識的人，我要你們禱告。 

 曾有一次，有一個女人得了一種疾病，她花了許多錢看病，醫生們

也拿她沒有辦法。她心裡說：“如果我可以摸一摸那個人的衣裳，我就

會好了。”你們記得這個故事嗎？他們所有的人都想阻止她向前，但是

她擠到前面去，摸到了耶穌的衣裳，回去就坐下。 

 注意聽，當她摸了以後，耶穌回過身來說：“誰摸了我？” 

 門徒彼得就責難他，彼得可能這樣說：“主啊，不要這樣說，人們

會以為你神經有問題。因為當你要他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時，他們已

經認為你有問題了。現在你又問‘誰摸我？’你看，大夥都在摸你。” 

 耶穌說：“是的，但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這與一般的摸

不同！任何人都知道能力就是力量，“我覺得虛弱了，能力從我身上出

去。”他掃視會眾，直到他看見了那個女人，並說出了她患的是血漏。

她感到她身上的血漏已經停止了。不是嗎？耶穌說：“你的信救了你。”

希臘文中的“救了”是“蘇佐”（Sozo），它的完整意思是“身體上或

靈魂上的得救”，是一樣的。他拯救，他是你的救主。 
175 如果那是昨日的他，他這麼做是要證明，他作為應許的彌賽亞在人

們當中；他也是這樣來使自己與聖經中的應許認同，那麼，他今日也要

做相同的事。難道不是嗎？難道他不會做相同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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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神以人的形象降下，並說出在他後面，帳棚裡的撒拉心裡所想

的，這是在外邦人的世界要被火毀滅之前的最後一個跡象。教會已經得

到在整個世界被毀滅之前的最後跡象，這個外邦國度將要被火和神的憤

怒所摧毀，你們相信嗎？ 

 那個麥基洗德以肉身，以人的形象代表了神自己，然後他成了肉身。

今晚，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你們相信嗎？ 

 那麼，到底誰是這個麥基洗德呢？是昨日今日…… “無父，無母，

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他與亞伯拉罕相遇，彰顯了什麼跡象呢？後來

當他成了肉身，他說，在末日這個跡象要再次顯現。你們相信嗎？我相

信。讓我們禱告。 
163 親愛的神，我相信聖經所說的，你說過，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

遠是一樣的。主啊，我衷心地相信某件事就要發生了，我不能明確地證

實它，我不敢說什麼。主啊，你知道你僕人的心。 

 歷代以來多少次你所賜給我們的，但人們不能明白它。人們不斷地

頌揚神過去所做的，提起神將要做的，但卻忽略了神如今正在做的，歷

代以來一直如此。為什麼羅馬天主教教會不能認出聖徒帕提克是神的先

知？為什麼羅馬天主教教會殺害了聖女貞德？她是位女先知，但他們把

她當作巫婆燒死。父啊，人們總是在事情過後才意識到。你向聰明通達

人就隱藏起來，難怪你對那些祭司們說：“你們修飾先知的墳墓，但正

是你們將他們送到那裡的。”在那些先知都走了之後，人們才看到自己

所犯的錯誤。主啊，不管你是以什麼形式來到，他們總是逼迫你。 
165 主啊，今晚我禱告，再一次向你祈求。明天我們計畫要去圖森，我

們還得到世界其它的地方，其它的城市去傳講。但是親愛的神，今晚這

裡可能有新來的人，他們已經聽了所傳講的道，但是從沒有看到它的彰

顯。就如開始的時候，我所祈求的……當這些門徒，革流巴和他朋友在

去以馬忤斯的路上時，你在復活之後，走出了叢林，開始與他們同行，

向他們傳講。你說：“無知的人哪！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

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但是他們還是無法認出來。

他們整日與你同行，卻還是認不出你。但在晚上的時候，他們強留你。

當他們進入小小的客棧，關上門的時候，你行了在你被釘十字架之前相

同的事；這時，他們就認出你就是復活的基督。幾分鐘後你又去到了“幔

子”後面，消失了。他們趕緊跑去告訴門徒們：“主果然復活了！” 

 父神啊，我相信你依然活著，我知道你還活著，你已經向我們證明

了這麼多次。主啊，你可否再次向我們證明？如果我們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再次向我們彰顯。我是你的僕人，這些都是你的僕人。主啊，我說

的所有的話也比不上……你的一句話勝過我在這裡所傳講的五個信息，

只要你的一句話就足夠了。主啊，你願意說話嗎？這樣人們就會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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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束之後，我們必須分別回到各自的家中。主啊，在我們內心的深處，

總是有什麼東西在牽掛著我們。主啊，我祈求你祝福這些人。 

當我們以禱告的心來親近神的話語，親近神書寫的道時，我們祈求你今

晚使這書寫的道對我們變成活的話語。當我們今晚離開這裡，回到各自

的家中時，願我們像那些從以馬忤斯來的人；他們整天與主同行卻還不

知道；但那天晚上當他們都進到屋裡，關上房門之後，主行了一件他在

釘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事，借此他們知道主已復活了。主啊，求你今晚再

行同樣的事，當門關上，你的這一小群人在這裡等候時，求你成就。父

啊，當我們回家的時候，我們就會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時，我

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路 24:32］我們將自己和我們的一切都交在你

的手中。主啊，照你所喜悅的來對待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29 現在，讓我們馬上開始聚會。如果你願意，請同我一起打開《希伯

來書》，這是信息所帶來的另一個啟示。若神願意，今晚我們會就此講

一會兒。當我們讀《希伯來書》7:1-3時，我們要邊讀邊講解。我們不知

道神會做什麼，真的不知道，我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相信、警醒、

禱告。對嗎？並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

因為他這樣應許過。 
1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祭司的。

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2亞伯拉

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取十分之一給他。他頭一個名翻出來就是仁

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我們再往下讀）3他無

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30 想想這位偉大的人物，這個人是何等偉大！問題是，“他到底是誰？”

神學家們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自七印揭開以來，這本對我們來說曾

是奧秘的奧秘之書……根據《啟示錄》10:1-7，記載在那本書中向歷代的

改教家隱藏起來的所有奧秘，要由最後這個教會時代的使者揭開。多少

人知道這一點？是的！要被揭開。那本奧秘之書中的所有奧秘，要啟示

給老底嘉教會時代的使者。 

 關於這個人以及這個主題有很多爭論，我想我們有必要深入到這件

事中，來看看他到底是誰。有幾個學派對他有不同的論點。一個學派宣

稱他只是一個神話，而不是一個真正存在的人。另一個學派認為他只是

一個祭司制度，一個叫麥基洗德的祭司制度。這是最接近的說法，比前

一個好，因為他們說他是一種祭司制度。他不可能是祭司制度，因為在

第 4 節中說到他有位格，是一個人。要成為一個人，他必須有個人格，

一個人。不是一個制度，而是一個人。 
32 所以，他不是一個祭司制度，也不是一個神話，他是一個人；這個

人是永恆的。如果你注意，“他無父，無母，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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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是誰，他今晚依然還活著，因為聖經在這裡說：“他無父，無母，

無生之始，無命之終。”因此他必須是一位永恆的存在者，對嗎？一個

永恆的存在者。這樣他只能是一位，就是神，因為他是唯一永恆的，就

是神。 

 在《提摩太前書》6:15-16，如果你們有時間，去一讀讀，我希望你

們去讀它。我要爭辯的是，他是神，因為他是獨一不朽的那一位。神改

變自己進到人裡，他就是這樣的，“無父，無母，無生之始，無命之終。” 
34 我們發現對於聖經，很多人都教導說：“神性中有三個位格。”作

為一個人，你不可能沒有一個人格。一個人必須得有一個人格。 

 幾個星期前，一位浸信會的傳道人給我打電話，說：“你有時間的

話，我要糾正你對神性這個問題的認識！” 

 我說：“我現在就有時間。我願意得到糾正，我們把別的事都放下

來，先做這件事。” 

 於是他就到了我家，他說：“伯蘭罕弟兄，你教導說只有一位神。” 

 我回答：“是的，先生。” 

 他說：“我相信只有一位神，但是一位神在三個位格之中。” 

 我說：“先生，能再重複一遍嗎？” 

 他說：“一位神有三個位格。” 

 我說：“你在哪間學校讀的書？”他告訴我是在一間聖經學校。我

說：“這我相信。但你作為人不可能沒有位格，如果你有位格，那麼你

只有一個位格，就是你自己。你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說：“但甚至連神學家也解釋不了。” 

 我說：“這是從啟示得來的。” 

 他說：“我不能接受啟示。” 

 我說：“那麼神也沒有辦法讓你明白，因為‘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

就藏起來，向嬰孩就啟示出來。’啟示出來，啟示給像嬰孩一樣的人知

道。”我說：“神沒有辦法告訴你，因為你把自己封閉起來，跟神隔絕

了。”整本聖經都是神的啟示；整個教會也是建立在神的啟示之上。除

了啟示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認識神。“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

的……”是靠啟示，每一件事都要靠啟示。所以，若你不接受啟示，你

只是個冷漠的神學家，那你就沒希望了。 
38 我們發現這個人，“無父，無母，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他是神，

是“恩默菲”（En Morphe）。這是希臘文，意思是“變換”。從一個

人“恩默菲”成另一個人，是一個人。希臘文“恩默菲”的意思是……

這個希臘字是取自舞臺劇，意思是指一個人變換自己的面具，以便使自

己成為另外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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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那就是彌賽亞的跡象，因為他是人子。她說：“那是他來時要

做的事，你一定是神的先知。” 

 耶穌說：“我就是他。”沒有任何人能夠這樣說！ 

 她扔下水桶跑進城裡，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

一切事都說出來了，莫非他就是彌賽亞嗎？”記住，耶穌應許在末日，

在外邦人當中要行同樣的事。當時猶太人仰望那位彌賽亞已有四千年了，

教導他要來以及他來之後所要做的事已經教導了四千年。儘管如此，猶

太人還是沒有認出他來。他照著經上所記的向人們顯現，他曾以道的形

體彰顯，然後成為肉身，住在他們當中，但他們還是認不出他，反而稱

他的事工是魔鬼的事工。 
156 在使徒時代之後，經歷了羅馬天主教教會時期，我們也有了兩千年

的教導。我們經歷了羅馬天主教，希臘東正教等等，接著就是路德的時

代、衛斯理等等，多達九百個不同的教會組織。他們都經歷了各個時代

的教導。神應許在末日之前，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境況會再次出現。“就

如所多瑪的日子怎樣，末日來臨的日子也會怎樣，人子會再次顯現他自

己。”［路 17:28-30］“不多時候，世人將不再見到我，然而你們會見到我；

因為我……”是第一人稱，“我將與你們同在，甚至在你們裡面，直到

世界的末了。我會與你們同在。”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你看到了，從我昨晚的講道中你們可以看出，其實撒瑪利亞人是夏

甲，是預表歪曲；猶太人是撒拉或稱撒拉人；但是外邦人是出自馬利亞

的王室後裔，是亞伯拉罕的王室後裔。 
158 聖經應許在末日這同一位神、同一位基督要再回到這裡，以人子的

身份來啟示他自己。為什麼？因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如果神給了當日的猶太人彌賽亞的跡象，並要他們跟從，但到了外邦教

導的末期，卻讓外邦人繼續他們的神學理論，那麼神就是不公義的。他

必須要做相同的事，因為聖經在《希伯來書》13:8 說，他是一樣的。他

在《瑪拉基書》4章以及所有其它的經文都說過，在末日教會以及世界所

處的境況，與今日的境況完全相同。 

 看看今日的世界，看看所多瑪的狀況，看看各處發生的地震，看看

四周所發生的事情。看看巴比倫的教會，她處在一片混亂之中。看看差

給他們的使者，一個奧洛·羅伯茨［Oral Roberts］，一個葛培理［Billy Graham］。

G-r-a-h-a-m，這是第一次，我們有一位使者受差到所有的眾教會去，他

的名字是以 h-a-m結尾的，像亞伯拉罕那樣。A-b-r-a-h-a-m是七個字母；

G-r-a-h-a-m是六個字母，他在哪裡？面向世界。“六”是人的數字，人

是在第六日被創造的，但是“七”是神的數字。 
160 看看他們下到所多瑪，他們的使者下到那裡向他們說話。然而，亞

伯拉罕真正的後裔在哪裡呢？他們的跡象是什麼？“正如所多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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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的。這樣就有了撒瑪利亞人、猶太人以及外邦人。我們盎格魯—撒

克遜人與這無關，我們不相信任何彌賽亞，也沒有盼望他的到來，是後

來才被帶進來的。耶穌來到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穌

對他的門徒們說：“不要往外邦人那裡去，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

裡去。”耶穌只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注意，他向猶太人彰顯自

己是人子，但他們拒絕了他。作為半個外邦人，半個猶太人的撒瑪利亞

人，他們也相信並仰望彌賽亞的到來。我們就不是了，我們是徹頭徹尾

的異教徒，拜偶像的。是外邦人。 
146 有一天，在《約翰福音》4章，耶穌必須經過撒瑪利亞下到耶利哥去。

但他要經過撒瑪利亞。他到了那兒，就坐在敘加城外的井邊。如果你到

過那裡，就會知道那井就像這裡的井一樣，有井臺的。那是一個公共的

水井，大家都去那裡打水。婦女們在早上來打水，頭上頂著水罐，臀部

兩邊各掛著一個，筆直地走著，一滴水也不會濺出來，還邊走邊說話。

人們都到那裡打水。 

 大約在中午 11點的時候，耶穌吩咐他的門徒們進城去買些食物。他

們走了之後，來了一個壞名聲的女人，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煙花女子”

或妓女，她有好幾個丈夫。 
148 耶穌坐在那裡，這個女人在大約 11點的時候來了。她不能在早上同

那些處女們一起來取水，她必須等到她們都走了才來打水。她們不像今

天這樣，可以混在一起。她的名聲已經壞了，只能在那時出來打水。她

拿著舊的打水器，用鉤子鉤住罐子，開始放下去。她聽到有人說：“婦

人，請給我水喝。”記住，這是麥基洗德，是昨日的耶穌，是人子。 

 她四處張望，看到了一個猶太人，她說：“先生，一個猶太人向撒

瑪利亞人要水喝是不合宜的，我是一個撒瑪利亞女人，你說話出格了，

你不該向我要求這樣的事，我們是互不來往的。” 

 耶穌說：“但是如果你知道與你說話的是誰，你就會向我要水喝。” 

 她說：“你怎麼打水呢？井是深的，你又沒有打水的器具。” 

 耶穌回答說：“我所賜的水是生命之水，直湧到永生。”他同她談

話直到發現她的境況。接著……注意他對她說的話：“去叫你的丈夫

來。” 

 她說：“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你所說的是事實，因為你已經有了五個丈夫，如今同你

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說的是實話。”注意這個女人與那群祭

司的不同之處，她比那整群祭司所知道的加起來還要多。 
153 她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她說：“我們已經有四百年都

沒有先知了，我們知道彌賽亞要來。當彌賽亞來的時候，這就是他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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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不久前，我的小女兒利百加在她畢業之前，他們表演了一出

莎士比亞的劇碼。其中有一個年輕人必須換好幾套衣服，因為他一個人

要扮演兩、三個角色，但卻是同一個人。有一次，他以一個反面角色出

場，但下一次他再出來，他就變了另一個角色。希臘文“恩默菲”的意

思就是變換面具。 
40 這正是神所做的，一直都是同一位神。神以父的形式，聖靈的形式，

火柱的形式彰顯。同一位神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恩默菲”，他

顯現以便使我們能夠看見他。這同一位神也是聖靈。父、子、聖靈，不

是三位神，是三種職分，是一位神的三種彰顯。 

 聖經說：“只有一位神，”而不是三位。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

你不可能把它解釋清楚並弄出三位神。你永遠也別想把這種東西兜售給

猶太人。我告訴你，他比你清楚多了，他知道只有一位神。 
42 注意，就像雕塑家，他將他的雕像用一塊布蓋起來。這就是神對這

個教會時代所做的。這些事曾經被隱藏起來，所有被隱藏的事都要在這

個教會時代揭開，聖經說它們要在末後的時候才被揭開。這就像一位元

雕塑家將他的作品全部蓋住，直到他將面紗掀開，它的作品就呈現出來

了。聖經也是這樣，它是神的一部蓋起來的作品，自創世以來就已經隱

藏起來了，是一本七重的奧秘。神應許在這個時代，在這個老底嘉教會

時代，他要把整個面紗揭下來，以便我們能看到它。 

 這是一件多麼榮耀的事啊！神，“恩默菲”隱藏在火柱後面；神，

“恩默菲”在一個叫耶穌的人裡面；神，“恩默菲”在他的教會中；神

超乎眾人之上，神貫乎眾人之中，神又住在眾人之內。［弗 4:6］他是降卑

的神。神在上面，是聖潔的，沒有人可以摸到他。他降在山上，甚至連

動物碰了那座山也必死。接著，神降下並更換了他的帳幕。神降下來與

我們同住，成為我們的一員，我們可以接觸到他。聖經在《提摩太前書》

3:16說到：“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

人的手可以接觸到他！神吃飯，神喝水，神睡覺，神哭泣，他是我們當

中的一個！聖經中美麗的預表。這就是神在我們之上，也在我們之中，

如今神又在我們裡面，就是聖靈，不是第三位，而是同一位神！ 
44 神降下，成了肉身，在基督裡死去，以便他能潔淨教會，並進入教

會中與人交通。神喜愛交通，這就是起初神創造人的目的，就是為了交

通。在這之前，神獨自與基路伯同住。 

 注意，神造了人之後，人卻墮落了。因此神降下來拯救人類，因為

神喜愛受到敬拜！“神”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敬拜的物件”。他是以火

柱的形式來到我們當中，以某種形式改變了我們心的同一位神。他曾說：

“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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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起初，神只是獨自與他的屬性居住在一起，就如我今早所講的，

也就是他的思想。那時什麼也沒有，只有神自己。但是神有思想。就像

一個偉大的建築師可以坐下來，在他的腦子裡，他可以勾畫出他所想的，

就是他所要建造的，要創造的東西。當然，他不能創造，他只能將已經

創造了的東西改變成另一種形態，因為神是唯一能夠創造的主宰。但他

的頭腦裡可以勾畫出他想要做的事，那就是他的思想，是他的願望。 

 呐，這是一個思想，然後他說出來，就成了一句話。話就是……當

思想被表達出來，就成了一句話；一個被表達出來的思想就是話。但它

首先必須是思想。因此這是神的屬性，然後它變成了思想，跟著就變成

了話。 
48 注意，今晚那些擁有永恆生命的人，你們一早就已經與神在一起了，

甚至在還沒有天使、星星、基路伯或其它任何東西以前，你就已經在他

裡面，在他的思想中了，這就是永恆。如果你擁有永恆的生命，那你就

是永遠存在的。不是指在世上的你，而是說你的形象，無限的神……如

果神不是無限的，他就不是神。 

 神必須是無限的；我們是有限的，他是無限的。因為神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如果他不是這樣的話，那他就不是神。神知道

所有的事，所有的角落，因為他是無所不在的。神的無所不知，使得他

無所不在。他是一個生命，並不是像風那樣，他是一個生命，他居住在

一所房子裡。由於他是無所不知的，知道所有的事，這使他成為無所不

在的，因為他知道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就連跳蚤眨一下眼睛他都知道，

他在創世之前就已經知道那只跳蚤要眨多少下眼睛，它有多少脂肪，在

沒有世界以前他就知道了。這就是無限，我們的腦子不能理解，但這就

是神。神是無限的。 
50 記住，你、你的眼睛、你的身量，不管你是誰，一開始你就已經在

他的思想中了，而你現在只是他表達出來的話。神想到了你，然後把你

說出來，於是你就出現在這裡了。如果不是這樣，如果你不在他的思想

裡，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那裡，因為他是那位賜永生的神。 

 你還記得我們所讀的經文嗎？“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

跑的，只在乎神。”［羅 9:16］所以神的揀選是真實的。神可以在還沒有時

間以前就揀選好了，這是神揀選的主權，你們知道這一點嗎？神是至高

無上的。誰能在創世之前就告訴他創世的更好方法呢？誰敢指責他做錯

了什麼呢？甚至道本身也是至高無上的，甚至啟示也是至高無上的。“神

要向誰啟示，就向誰啟示。”啟示本身也是神的主權。這就是為什麼人

們可以在各種事上努力，費盡心思地解釋各種事物，卻不知道他們在做

什麼。神在他的作為上，擁有至高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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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記載的！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稱之為心靈感應，但是耶穌知道他們

的思想。 

 耶穌說：“我原諒你們這麼說，但是有一天聖靈要來，並行相同的

事。”（就是在他升天以後。）“如果你們說任何反對他的話，今生來

世就永不得赦免。”對不對？那是對猶太人的。 
140 有一天他需要去撒瑪利亞。但在我們講這個之前，我們看到這個女

人，哦……我們知道有一個人在他通過美門的時候，他得了醫治。耶穌

知道他的境況，對他說：“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個人就照著

行了，得了醫治。我們知道，這事發生之後有一些猶太人就接受了耶穌，

一些就相信了耶穌，還有一些不信的。為什麼他們不相信呢？他們不是

預定得生命的人，不是神屬性的一部分。 

 記住，他們是祭司和大人物。只要想想那些神學家和祭司，他們在

生活上無可指責，然而，耶穌卻對他們說：“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約 8:44］耶穌說：“如果你們是出於神的，

你們就會相信我；如果你不能相信我，也要相信我所做的，我所做的證

實了我是誰。” 

 聖經上說：“耶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耶穌說：

“我所做的，信我的也要做，”對不對？注意，那是真正的麥基洗德。 
143 再注意這一點，人只有三種。你們聽我說過，我是一個“隔離主義

者”，是的，我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隔離主義者”，不是膚色的隔

離，而是靈上的隔離。一個人的膚色跟他本人沒有任何關係，他是通過

重生而成為神的兒女。作為一個基督徒，神說：“你們要分別歸我，從

他們當中出來”等等。神是個“隔離主義者”，是與污穢隔離，把正確

與錯誤分隔開來。 

 但是注意，他們那時有隔離，是種族隔離，就是在猶太人和撒瑪利

亞人之間的隔離。在地球上只有三類人，如果我們相信聖經，那就是閃、

含和雅弗的子孫，他們是挪亞的三個兒子。我們都是從那裡繁衍下來的。

是的。再追溯到亞當那裡，我們就都成了弟兄了。聖經上說：“他從一

本［譯注:原文作“血脈”］造出萬族的人。”［徒 17:26］通過那血脈，我們都是

弟兄。一個黑人弟兄可以輸血給一個白人弟兄，一個白人可以輸血給日

本人，黃色人種或印第安人，紅色人種，或其他的任何人，因為我們都

有相同的血脈。我們的膚色、我們生活的地點與這無關。但我們隔離，

是指從這個世界分別出來，就像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樣。那時我們

就與這世上的事分開了。 
145 他們都是閃、含和雅弗的子孫。如果我們有時間去追究人類的族譜，

我們就會知道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從哪裡來的。撒瑪利亞人是一半猶太

人，一半外邦人，是由於巴蘭在摩押所做的，使以色列人與外邦人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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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西門知道這個人不認識他，耶穌若不是他那敬虔的老父親所告訴他

的彌賽亞，他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 
130 有一個叫腓利的人站在那裡。哦，當他見到這一切，他興奮極了！

他認識另一個人，是與他一起學聖經的。於是他繞過山坡，發現那人就

在橄欖樹下，他正跪著禱告。他們曾在一起學過很多次聖經。當他禱告

完了，腓利對他說：“快來呀，看我找到誰了，拿撒勒人耶穌，約瑟的

兒子，他就是我們日夜盼望的彌賽亞。” 

 我能聽到拿但業說：“腓利，你不是發燒燒糊塗了吧！” 

 “哦，不，我沒有。讓我告訴你，你知道，我們一起學聖經已經很

長時間了，先知告訴我們彌賽亞會以什麼身份來呢？” 

 “他會是一位先知。” 

 “你還記得那個你經常跟他買魚，沒受過什麼教育，甚至連名字都

不會寫的漁夫嗎？” 

 “記得。” 

 他走過來，你猜怎麼著？這個叫耶穌的拿撒勒人說出他的名字叫西

門，並將他的名字改為彼得，就是‘小石頭’的意思，還說出他的爸爸

叫什麼名字。” 

 拿但業說：“這我可就不知道了，但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人嗎？” 

 腓利說：“我看，我們還是別爭了，先過去看看再說。”這是個好

主意，“過去看看。”於是腓利就帶著拿但業來了。拿但業上來時，耶

穌也許正站在那兒講道，或許正在為排隊的病人禱告。當他來到耶穌面

前，耶穌看著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134 你會說：“哦，他是從他的衣著上看出來的。”哦，不，所有東方

人穿的都一樣。他可以是個敘利亞人或是任何人，留著鬍子，穿著長袍。 

 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換句

話說就是：“他是個誠實，虔誠的人。” 

 這一下子就挫了拿但業的傲氣。他說：“拉比，”就是老師的意思。

“拉比，你怎麼知道我的？你怎麼知道我是個猶太人？你怎麼知道我心

裡沒有詭詐？” 

 耶穌說：“腓利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

哦，那是前天發生在鄉村的另一端，十五英里以外的事！拿但業怎麼說

呢？他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137 但在那裡同時也站著自負，頑固的祭司，他們說：“這個人是別西

卜，是個算命的。” 

 耶穌說：“我原諒你們這樣說。”記住，他們並沒有說出聲來，只

是在心裡這樣暗暗地說。耶穌知道他們心中的意念，是這樣的！聖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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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我們知道神在最初的時候，就是他的屬性，那時你就與他在一起了。

那也是生命冊出現的時候。我們在《啟示錄》13:8 可以讀到這一點，那

獸在這末日出現在地上，要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在創世以前沒有記載

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 

 想一想！甚至在耶穌還沒有誕生之前，在他未降世的四千年前，在

你出生之前的好幾千年，耶穌就已經在神的思想裡為世人的罪死去了，

生命冊就有了，你的名字在創世之前就已經記載在生命冊上了！這是聖

經的真理。看，你的名字是神所預定的，並且在創世以前就放在了生命

冊上。 

 那時你就已經在他的屬性裡了。你不記得，是的，因為你只是他生

命的一部分。當你成為神的兒女時，你就成了他的一部分。就好像你是

肉身父親的一部分一樣。是的！你是。雄性攜帶血色素，就是血。當血

色素進到卵子中時，你就成了你父親的一部分，你母親也是你父親的一

部分，所以你們都是你父親的一部分。榮耀歸於神！這絕對是把所有的

宗派都給踢了出去！絕對是！神是一切，是唯一的所在。 
55 注意神的屬性。神首先是屬性，神的思想，還有屬性都在一起的，

還沒有被表達出來。其次當神表達的時候，他就成了道，然後“道成了

肉身，住在我們當中；”《約翰福音》1:1。 

 注意，這是在起初，但是在起初之前，是永恆。注意，“太初有道。”

當時間開始的時候，它是道；然而在它是道之前，它是屬性，是思想。

然後思想被表達出來。在起初，有了表達，那就是道。現在，我們漸漸

開始接觸到麥基洗德—這個神秘的人了。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

是神。然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當中。注意，記住這一點。 

 注意，神最先是靈，神，超自然的，那位永恆的存在者。然後神開

始向著肉身不斷塑造自己，先有了道的形體，稱之為“道，形體”。這

就是後來他遇見亞伯拉罕時所顯現的形體，被稱為麥基洗德，他是以道

的形體出現。主願意的話，我們要用幾分鐘來證明，講解這個問題。 
58 他是道；道的形體是一種你無法看見的東西，可能現在它就在這裡，

然而你卻看不見它。這就好像電視一樣，它是在另一度空間。電視，現

在有人正穿過這個房間，唱著歌，還有各樣的色彩。但是你的眼睛受到

五官的限制，確切地說，是你的全身受到五官的限制。你只能看到眼睛

所能看到的東西，但我們可以藉著轉換器，就是電視，看到另外一度空

間。 

 電視並不能製造圖像，它只是將圖像導入電視線路裡，然後電視螢

幕就收到了這些圖像，但那圖像卻從一開始就存在了。在亞當那個時代，

電視就已經存在了；當以利亞站在迦密山上時，就已經有了電視；當拿

撒勒人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的時候，電視就已經有了，只不過是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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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才發現了它而已。他們那時還無法相信它的存在，如果你在他們的時

代這樣說，一定會被認為是個瘋子，但是現在它成了現實。 

 同樣的，基督就在這裡，神的天使也在這裡。在偉大的千禧年到來

的那天，它將比電視或其它的東西更真實，因為他們就在這裡。 

 神以他所宣告的偉大形式來啟示他自己，因為他改變自己進入到他

的僕人中去，並證實他自己。 

 神以靈的形式存在，然後他變換了形式，以變換了的形體向亞伯拉

罕顯現。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麥基洗德就出現了，並且亞

伯拉罕同他說話。 
62 那天我在圖森的報紙上讀到這樣一篇文章。有一個女人在一條路上

開著車，我相信是以每小時四、五十英里的速度行駛著，她撞倒了一位

穿著大衣的老人。她尖叫著把車停了下來。車把這位老人給撞到了半空

中，拋到了平坦的沙漠上。她跑回去找那位老人，可是他不在那裡。她

怎麼辦呢？在她後面的人也看到了發生的事，他們也看到那位老人被撞

飛到空中，也看到他的大衣飄轉著。所以，他們也調轉回來看看，他們

到處都找不到那位老人，於是就叫來了員警。員警來搜查了整個地方，

卻找不到任何人。 

 他們每個人都作證說：“看到那輛車急刹車，並撞了一個人，他飛

到了空中，大家都看見了。”有兩、三輛車上的人也看見了，他們看到

了整個經過。後來他們知道了，在五年前，有一個穿著大衣的老人，在

同一個地點，被車撞死了。當你離開這裡，你不是死的。你必須回來，

即使你是個罪人，也要根據這個身體的所作所為而受到審判。“這地上

的帳棚若拆毀了，我們另有一個在等待著。”［林後 5:1］“恩默菲”就是

這個意思。 
64 神在這個階段，在他創造的這一階段，後來就塑造成了一個肉體，

就是耶穌。從什麼呢？從一開始偉大的靈，然後成為道，將自己體現出

來。這道還沒有成為事實，只是說出來了，“恩默菲，”後來他成了肉

身的耶穌，一個人，為我們所有的罪人嘗了死味。 

 當亞伯拉罕遇見他時，他是麥基洗德。神在這裡揭示了他所有的屬

性，即亞伯拉罕的眾子在末日要做的事。每一個信心之子絕對會做相同

的事，但我要注意的，是我們怎樣才能達到這個地步。 

 我們也從路得和波阿斯的故事中，看到神作為至親救贖者把自己啟

示出來，看到他為何必須成為肉身。 
67 我們看到這些神的屬性，神靈的兒子還沒有進入道的形體。我們現

在這個肉體順服神的道，並且迫切地等待著這身體的重大改變。 

 你是神的兒子，他跟你之間的區別就在於：看，起初他就是道，一

個“恩默菲”的形體，他降下來居住在麥基洗德的身體中。這以後，我

19 

 

 有一天，我講到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列的故事。他們都是漁夫，他

們的父親約拿是一個忠實的老信徒。有一天，他們的父親約拿坐在船邊，

說：“兒啊，你們知道嗎，我們需要魚的時候我們就禱告。”他們是專

業的漁民。他說：“我們信靠神，一生靠著耶和華而活。如今我老了，

和你們在一起的時間不會太久了。正如所有真實的信徒一樣，我一直仰

望著彌賽亞來到的日子。我們曾有過各種各樣的假彌賽亞，但是總有一

天，那位真實的彌賽亞會來。”他接著說：“當彌賽亞出現時，我不希

望你們被人迷惑。這位彌賽亞不會是一個神學家，而是一位先知。因為

這是我們所跟隨的先知摩西說的。”任何一個猶太人都相信他們自己的

先知，他們都是這樣受教的。如果先知說什麼都應驗了，那就是真理。

但是神說：“如果你們中有屬靈的或者先知，我，你們的神會向他顯現。

若他所說的成就了，你們就要聽從他，敬畏他；如果沒有成就，就根本

不要聽他的。”［申 18:15,18-22］因此這就是先知的印證。 
127 “摩西確實是一位得到印證的先知，他說過：‘耶和華你們的神要

從你們弟兄中興起一位先知像我，所有不聽從他的人將要從萬民中剪除。’

所以，兒啊，記住，作為希伯來人，我們相信神印證了的先知。”現在

注意聽，不要錯過這一點，他說：“當彌賽亞來的時候，你們將會認識

他，因為他是一位先知彌賽亞。他們說自瑪拉基以來，我們已經四百年

都沒有出現過一位先知了，但他一定會來的！” 

 幾年之後，在他們的父親死後的某一天，他的兒子安德列正在岸邊

散步，他聽到一位曠野來的人喊道：“那位彌賽亞現在就站在你們當中

了！”那位在曠野中興起的大鷹飛來，說：“那位彌賽亞現在就在你們

當中，我們還不認識他，但他就在你們當中。我會認出他，因為我會看

到從天上來的一個跡象。”然後，有一天約翰說：“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約 1:29-34］聽到這句話，安德列就出去尋找他的兄弟，

說：“西門，我要你來這裡，我們已經找到了那位彌賽亞。” 

 “哦，安德列，別扯了，你知道沒有這回事！”西門說。 

 “哦，我知道，但這個人與眾不同。” 

 “他在哪裡？從哪裡來的？” 

 “拿撒勒人耶穌。” 

 “那個小小的罪惡的城市？哼！彌賽亞不可能出自那種邪惡、骯髒

的地方。” 

 “你過來看一看就知道了。” 

 最後，他終於說服了西門，讓他下來看一看。後來西門來到這個彌

賽亞面前，當時耶穌正向眾人說話。當他來到耶穌面前，耶穌說：“你

叫西門，是約拿的兒子。”這就夠了，西門得到了天國的鑰匙，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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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就如一滴小小的露珠，如果我沒弄錯的話，它是……我對化學懂得

不太多，但它一定是潮濕空氣凝結而成的。晚上的時候，天氣變得陰冷，

露水就從天而降，降在地上，它來自某處。第二天清晨在太陽還沒有出

來前，它仍在那裡，那小小的露珠在那裡顫抖著。但只要太陽一升起，

你可以看到它開始閃爍發光，快樂起來。為什麼？因為太陽要將它召回

到它所來之處。基督徒也是這樣。哈利路亞！我們知道，當我們進入神

的面前時，在我們裡面有東西告訴我們是來自某處，藉著那牽引我們的

力量，又要回到那裡去。 

 那小小的露珠閃爍著、歡呼著，因為他知道他來自上面的某處，太

陽要將他再一次拉回到他原來的地方。一個人，若他是神的屬性，是由

神而生的，那他就會知道（哈利路亞），當他與神的兒子有了聯繫，那

有一天，他就會從這裡被召回去！“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

人來歸我。”［約 12:32］阿們！ 
121 現在注意！我們知道了麥基洗德是誰，也知道為什麼馬利亞不是他

的母親，這就是為什麼他稱她為婦人，而不是母親。他沒有父親，因為

他就是那位父，永在的父，此三者乃是一位。他沒有母親，絕對沒有。

他沒有父親，因他就是父。就如一位詩人，在一次頌贊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時說到： 

  我是在燃燒的荊棘叢中，向摩西說話的那位； 

  我是亞伯拉罕的神，明亮的晨星， 

  我是阿拉法、俄梅戛；是始，是終， 

  我是一切的創造者，耶穌是我的名。（是的！） 

  哦，你說我是誰？我從何處來？ 

  你可知道我父？你可知道他的名？（哈利路亞！） 

 那是父的名！是的。“我奉我父的名來，你們並不接待我。”看到

嗎？是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123 這個麥基洗德成了肉身，他以人子，就是先知的身份來到世上，啟

示了自己。他以子的三個名稱來到：人子、神的兒子、大衛之子。 

 當他在世時，他是一個人，來應驗經文。摩西說：“主你們的神要

興起一位先知像我，”［申 18:15,18］因此，他必須以一位先知的身份來到。

他從來沒有說：“我是神的兒子。”而是說：“我是人子，你相信人子

嗎？”因為那正是他所要做的見證，也正是他確實的身份。如今，他以

另一個子的名稱來到，就是神的兒子，乃是肉眼見不到的，就是聖靈。

當他再次來到時，他是大衛之子，坐在他的寶座上。 
125 當他降世，成了肉身時，他被稱為人子。那麼，他怎樣使世人認識

到他就是人子，是先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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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再也聽不到任何有關麥基洗德的事了，因為他成了耶穌基督。麥基

洗德是大祭司，但後來他成了耶穌基督。現在，你們沒有經過道的形體，

因為在那個形體中他知道萬事，而你還不能夠知道那些事。你像亞當，

像我一樣來到世上，你從屬性直接就到了肉身，是為了要受到試探。但

是當這個生命在這裡結束時，“如果地上的這個帳棚拆毀了，我們已經

有另一個在等待著。”那是我們的去處，那是道，那時我們就可以回顧

過去看看我們所做的。如今我們還不能明白，我們還沒有成為那道，我

們只是成了肉身的人，不是道。 

 但注意，一定要弄清楚了。你永遠不能成為道，除非從起初你就在

神的思想裡。這證明了神的預定，明白了嗎？除非你是神的一個思想，

否則你就不可能成為道。首先你必須在神的思想裡。但是你們知道，為

了要經歷試探，你必須得越過道的形體，你不得不降在這個肉身中受到

罪的試探。如果你經受得住，“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 6:37-40］看，首先你必須在他的思想裡。你看，

他按正常的次序降下，從屬性到…… 
70 在創世以前，你的名字就被記載在羔羊的生命冊上了。從那以後，

他就成了道，就是道的形體，他可以出現，也可以消失。後來他成了肉

身，之後又再回來，使同一個身體復活，成為榮耀的身體。但對你來說，

你越過了道的形體，成了肉身上的人，為要受到罪的試探。然而“如果

地上的這個帳棚拆毀了，我們還有一個在等待著。”我們還沒有得到這

個身體。注意，當我們這個身體接受了神的靈，不朽的生命就在你裡面，

使這個身體順服神。哈利路亞！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約一 3:9］《羅馬書》

8:1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他們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這就是了！明白嗎？這使你的身體順服下來。你不必說：

“哦，如果我能戒酒，如果我能……”只要進入基督裡，這些都會去掉

的！明白了嗎？因為你的身體是順服聖靈的，不再順服世界上的事物。

世上的事物已經死去了，你的罪藉著洗禮被埋葬了。你是在基督裡新造

的人，你的身體順從了聖靈，你努力過一個正確的生活。 
72 就如你們女的，稱自己擁有聖靈，卻還穿著短裙等等的東西出去。

你怎麼能這麼做？在你裡面神的靈難道會讓你幹這種事嗎？這是不可能

的。決不可能！他不是污穢的靈，他是聖潔的靈！ 

 然而當你順服了聖靈，就會使你整個身體順服聖靈。聖靈不是世界

上的任何東西，而是道的種子得到彰顯，或者說是得到復活，是活的，

哈利路亞！當聖經說：“不可這樣做！”那個身體很快地就順從了道，

毫無疑問。這是什麼？這是復活的確據。這個身體要再次復活，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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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過程已經開始了。這個肉身曾順從罪孽、污穢、敗壞，但是如今它得

到了這個確據，轉向屬天的事。這就是你被提的確據，它是那確據。 

 一個患病的人躺著快要死了，束手無策只能等死，只能這樣。我看

到一些被癌症或結核菌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頭的人，但過不一會，那些

人就完全恢復正常，強壯了。如果沒有神的醫治，那麼就沒有復活，因

為神的醫治是復活的定金，阿們！ 

 你知道保證金是什麼嗎？就是定金。“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因他

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 53:5］ 
76 何等奇妙！我們愛他！注意，這個身體是順從聖靈的，還沒有進入

道的形體。雖然我們還在這個肉體之中，但是卻順從道，肉體的死亡將

把我們帶到那裡去。 

 這正如嬰兒誕生一樣。你可以以一個婦女為例，不管她是多麼邪惡，

當她懷孕準備就要當媽媽的時候，你觀察在嬰兒要出世前夕的她。我不

管這個女人是多麼冷酷，她會變得非常慈愛。有一種東西在她周圍……

你會看到，一個年輕的母親準備要成為真正的母親時，因著這個小嬰孩，

她變得似乎很神聖。為什麼會這樣呢？那個小小的肉身還不是活著的生

命，只是肉與肌肉，那小小的跳動只是肌肉的抽搐。但是當它從母胎裡

出來時，神將生命的氣息吹到它裡面，這時嬰孩就哭了起來。就如肉體

的形成一樣，人一到這裡就有一個靈性的身體準備接收他。 
78 當一個人得到自天上而來的重生時，他就成了在基督裡屬靈的嬰孩。

當我們脫下這屬地的身體之後，就會有一個非人手所造，也非婦人所生

的道的身體，等著我們穿上。以後，這個身體還要再回來穿上那榮耀的

身體。這就是為什麼耶穌死後去到陰間，向那些在監獄中的魂傳講福音，

他又回到了那道的身體。哦，太奇妙了！感謝神！ 

 《哥林多後書》5:1那裡說：“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我們還

有另外一個在等著我們。”看，我們越過了他的道，而直接從神的屬性

成了肉身，被罪試探引誘，就像亞當一樣。但當神話語的試驗結束以後，

我們將穿上那在創世之前就為我們預備好的身體。我們越過了神的道，

直接來到這世上被試探引誘。如果我們經過神的道而來，就不會有試探

了，我們就知道萬事了。這也是為什麼耶穌知道萬事的原因，因為在他

道成肉身之前，他先是神的道。 

 然後，我們要變成道。我們在地上要成為道的形象，在創世以前就

被預定要成為道的一部分，吃他的話語。當你開始人生旅程的時候，你

會發現在你生命中的那一點小小的火花。你們當中的許多人可能都記得，

你們加入這個教會，加入那個教會，試這，試那，卻沒有一樣東西讓你

滿意，是的。但有一天你認出了那道，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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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永恆旨意的各個階段的奧秘，如今已經被揭開了。注意，達到完

美的境界有三個階段。就如神拯救地球，他也以同樣的方式拯救他的教

會。他拯救人也要經過三個階段。注意，首先是稱義，如路德所傳講的；

其次是成聖，如衛斯理所傳講的；最後是聖靈的洗。是的！然後就是被

提。 

 先說這個地球，他是如何拯救這個地球的呢？他首先做的，就是當

地球陷入罪中時，他用水的洗禮將它洗淨，是的。然後，他從十字架上

滴下了他的寶血，使之成聖，並宣佈這是屬他的。接著他會做什麼？就

如他將你裡面所有屬世的東西都給你掏出來，並借著火的洗禮將所有的

更新那樣，他也要如此更新地球。地球要經過火的焚燒，高達百萬裡的

天空中的每一個細菌都要被潔淨，一切都要得到淨化。之後就有一個新

天新地，就如當聖靈掌管了你的時候，你在基督耶穌裡是新造的人一樣。

這就是了，整件事情再清楚不過了！ 
115 每一件事情都是三。自然的分娩有三個步驟，女人分娩時，首先發

生的是什麼？首先破的是什麼？是水；而後出來的是什麼？是血；接下

來是什麼？是生命。水、血、生命。植物又如何呢？腐爛。什麼先長出

來呢？是莖；而後長出來的是什麼？是穗；接下來是什麼？是外殼。然

後穀粒從外殼裡長出來，直到它長成穀粒，有這三個步驟，絕對沒錯。 

 神證實了這一點，一向都是正確的，神證實了它是真實的，清楚地

顯示了只有神所預定的人才與救贖有分。你們明白這一點嗎？讓我再說

一遍，只有神預定的人才與救贖有分。人們可能裝出來，或者自以為他

們得贖了，但真正得贖的是那些預定的人，因為“救贖”這個詞的本意

就是“帶回來”！對不對？要救贖某物就是要將它帶回到它原本的位置

上，哈利路亞！所以只有那些被預定的人才會被帶回來，因為其他的人

根本就不是從那裡來的。明白嗎？帶回來！ 
117 永遠跟他在一起，起初……你所擁有的永恆生命，你在神的思想中

是什麼人，比如，神要我站在眾人面前，並且他要你今晚坐在這裡，我

們這樣做就是成就神永恆的旨意。那離開天家的，是要來到地上成就他

的旨意，不是嗎？是的。當這些結束之後，他就被帶回到了榮耀之中。

他成熟了，又回去了。 

 難怪當他們建造一個檯子，要砍保羅的頭時，他說：“死啊！你的

毒鉤在哪裡？陰間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

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 15:55,57］保羅說：“死亡，告訴我，你怎麼能

使我害怕尖叫！墳墓，告訴我，你怎麼能控制我，因為我是永恆生命的

擁有者。”阿們！保羅認識到了，死亡、陰間、墳墓沒有一樣能夠控制

他。沒有任何一樣可以傷害到我們，因為我們擁有永恆的生命。保羅知

道他是蒙福的，擁有永恆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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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關神的啟示，絕對沒錯。羅得稱他們“我主”；即使他們有一打人，

他也會稱他們為“我主。”但亞伯拉罕，不管他看到有多少人來，他只

會稱他是一位主，就是神，麥基洗德。 

 注意，當戰爭結束後，麥基洗德為他得勝的孩子擺設聖餐，（想想

這一點！）聖餐是他的一部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聖餐的預表！在戰

爭結束後，他將自己獻上了，因為聖餐是基督的一部分。在戰鬥結束後，

在你向自己死了之後，你就可以與基督有份，成為他的一部分。你們明

白了嗎？ 
106 雅各整個晚上都在摔跤，直到最後神給他祝福才讓他走。是的！為

生命而戰鬥。當戰鬥結束後，那時神將他自己給了你，這才是他真正的

聖餐。小小的餅只是它的象徵。除非你爭戰得勝了，成為神的一部分，

否則你就不能享用它。 

 記住，那時候聖餐還沒有設立，直到耶穌基督死前才設立，那是很

久很久以後的事了。 

 但是麥基洗德在他的兒子亞伯拉罕得勝之後，他與亞伯拉罕相遇，

並給他酒和餅；說明了當世上的爭戰結束之後，我們將與他在空中相會，

要再吃這聖餐，也就是那婚筵。“我不再喝這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裡

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太 26:29;可 14:25;路 22:18］對嗎？ 
109 再注意，麥基洗德在亞伯拉罕還沒有回到家之前就與他見面了。這

是多麼美妙的一個預表！麥基洗德在亞伯拉罕打了勝戰回家的路上與他

相會。 

 在我們還沒有回到天家之前，我們要在空中與耶穌相會！是的。《帖

撒羅尼迦後書》告訴了我們這一點，“我們要在空中與主相見。”利百

加傍晚涼爽的時候在田間與以撒相見，這又是另一個美妙的預表！我們

要與主在空中相會。《帖撒羅尼迦後書》告訴了我們這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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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神的

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 4:15-17］所有這些預

表都太完美了！ 

 所以，道的形體……如果你死了，並進入了道的形體，接著是什麼

呢？那個道的形體會來到地上拾起得贖的身體。如果你在空中，你就會

用這身體與那道的形體相會，看到嗎？“被提，在空中與主相見。” 

 這位麥基洗德要不是神，那他還能是誰呢？ 
112 我們在這裡清楚地看到我們生命旅程中的整個奧秘，死亡以及我們

死後的去處，甚至預定；我們都清楚地在這裡看到了。現在，當我們講

解這一點時，請大家認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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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有一天晚上，我在某地講道，我想大概是在加利福尼亞或亞利桑那。

我想我已經在這裡講過這個故事了，就是有一個人將一隻鷹的蛋放在母

雞底下孵化。等那只小鷹孵出來後，它是一隻小雞們從來沒有見過的，

模樣極其滑稽的鳥。它走來走去，它是那群雞中，最古怪的一個，因為

它實在不明白那只老母雞為什麼咯咯叫著在糞堆上扒來扒去，找東西吃。

它覺得莫名其妙。那只母雞可能對它說：“寶貝兒，快來吃啊！”它是

只鷹，吃不了那玩意，那不是它的食物。 

 那只母雞能招呼小雞來吃那些螞蚱之類的東西。所有那些小雞也都

會跟著她咯咯叫著，足吃足喝一頓。但那只小鷹卻怎麼也做不來，因為

那些東西它怎麼看都覺著不對頭。 
83 終於，有一天，小鷹的媽媽開始尋找它的孩子來了。那只小鷹聽到

母雞咯咯叫，它也盡力學著叫，但卻學不來。它想學那些小雞吱吱叫，

也是不行。因為它是只鷹，從一開始它就是只鷹。它只不過是在母雞肚

子底下孵出來罷了。這就像有些教會的成員一樣，就是這樣，好像是那

一窩蛋裡的一個，是的。 

 但是有一天，它的媽媽呼叫著，飛了過來。它認出了那聲音，那聽

起來很對勁兒！為什麼？因為它一開始就是鷹。福音也是這樣，神的道

或耶穌基督的能力也是這樣。當一個人被預定擁有永生的時候，他就會

聽那真理的聲音，神的呼叫，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他。教會可能會說：

“神跡的日子過去了，咯咯，咯咯，咯咯！站在這裡，吃這食物！站在

這裡，吃那食物！” 

 那雞窩裡的東西再也引不起它的興趣了，它離去了！“在神凡事都

能！”它飛離了地面。今天許多基督徒的問題就是他們無法離開這個地

面。母鷹說：“兒啊，跳起來吧，你是一隻鷹，飛到我這裡來吧。” 

 他說：“媽媽啊，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飛過呀。” 

 母鷹說：“沒問題，你就跳吧，你一開始就是鷹，不是雞。”於是

他就開始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跳躍，拍打著他的翅膀，並沒有飛得太高，

但他飛離了地面。我們也是這樣，我們藉著書寫的道憑著信心接受神，

在那裡有某樣東西，那是永恆的生命，你是預定要擁有它的。 

 它的祖父和祖母是鷹，它的祖先都是鷹，鷹不會同別的東西混雜，

它絕對不是雜種，它是鷹。 
88 在你認出只有神的道才是鷹的食物後，你就離開了其它的東西。你

就成了永生神活的形象，你聽到了你那道的形體的呼喚。“如果地上的

這個帳棚拆毀了，我們另有一個在等待著。” 

 你說：“伯蘭罕弟兄，真是這樣嗎？”好的，讓我們舉幾個鷹的例

子來看看這一點。 

 有一個人叫摩西，每個人都知道聖經稱先知為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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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叫摩西的先知，有一天神召他去了，不讓他進入應許之地，

他就死在一塊岩石上。天使來把他的屍體取走並埋葬了。另外一個人，

一隻鷹，叫以利亞，他甚至沒有死。他只是走過約旦河，神差下了火車

火馬，他脫掉肉身的外袍，升天了，得到了那永遠的獎賞。八百年後，

八百年後，這兩個人又站在了變象山上。摩西的身體經過了幾百年，早

已腐爛了。然而他的形象還是那樣，甚至彼得、雅各和約翰都能認出了

他，阿們！“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如果你是神彰顯在世上

的一個屬性，當你離開這個世界時，你就有一個身體在等候著你。他們

在變象山上就是以道的形體站在那裡，因為他們是神的道所臨到的先

知。 
90 我們再來看看另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撒母耳。他是一個了不起的

人物，他教導以色列人，告訴他們不可有一位王。他說：“我奉主的名

對你們所說的，有哪一件沒有實現的？” 

 他們說：“沒有，你奉主的名所說的每一件事都實現了。” 

 他是一位先知，他死了。大約三、四年後，那位王有了麻煩，那是

在耶穌基督的寶血還沒有流出之前。撒母耳這時已經在樂園裡了。隱多

珥一個交鬼的婦人就召上一個人來安慰掃羅。當那個婦人看到他站上來

時，她說：“我看見有神從地裡上來。”雖然那個人已死了，埋葬了，

腐爛在墳墓裡；但這時，他又站在洞裡，穿著先知的袍子，依舊還是一

位先知，阿們！ 
92 因為撒母耳說：“你為什麼攪擾我？你難道不知道神與你為敵了

嗎？”注意他的預言！“明晚這時候你必與我在一處了。”［撒上 28:19］

撒母耳還是神的先知，儘管他已經離開了他的肉體，明白了嗎？他來到

世上，是道的一部分。他離開了肉體，回到了在創世以前就已經為他預

備的那個形體中。他進入了道的形體，也就是道，你們明白了嗎？那也

是所有的信徒離開這裡之後所要進入的形體。 

 屆時在那個形體裡，幔子就消失了。當你進入那裡時，你就明白你

也是道，正如我剛才所提到嬰兒出生的例子一樣。 

 現在注意。讚美神將這些印揭開，使我知道這些事；這也是我的祈

求。 
95 麥基洗德的真實啟示是這樣的。他是誰？他就是神，是道，就是道

成肉身之前的神，也就是道。他必須如此，因為沒有人可以像他那樣，

是不朽壞的。在世上你我都有父母。按肉身來說，耶穌也有父母；但這

位，卻無父無母。耶穌在時間上有一個開始，可是這位卻沒有；耶穌曾

付出了他的生命，但這位卻不能，因為他就是生命。但一直以來都是同

一位。我希望神能夠將這一點啟示給你們，一直都是同一位。 

15 

 

 注意他的頭銜。“仁義王”，《希伯來書》7:2，“仁義王和平安王”，

他身兼兩王。注意，《希伯來書》7:2，說他既是仁義王，又是平安王。

他是兩位王。自從他在肉身顯現並被接升天之後，在《啟示錄》21:16中，

他就被稱為“萬王之王”。他集這三個頭銜於一身，明白嗎？神王，道

的形體王，耶穌王，他是萬王之王，全部集在一起。就像靈、魂、體，

全部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人。 

 而且他也是父，是最早的；然後，他是子，聖靈，靈。“仁義王”，

就是聖靈的屬性；道的形體，就是“平安王”，道的形體；在肉身中，

他是萬王之王，同一位。 
98 在《出埃及記》33:2，摩西看到的是道的形體，神是一個道的形體。

摩西想見到神，他聽過神的聲音，聽到神與他談話，看到他在荊棘叢中

以火柱的形式彰顯。摩西說：“你是誰？我想知道你是誰？若你願意讓

我看到你，求你讓我看到你的臉。” 

 神說：“沒有人能看見我的臉，我會用手遮住你的眼，從你面前經

過，你可以看到我的後背，但不是我的臉。”看到嗎？當他這麼做的時

候，他是一個人的後背，是一個道的形體。之後有話對摩西說：“我是

自有永有的。”這就是那道，道在燃燒的荊棘叢中以火柱的形式向摩西

顯現，這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 

 道從神學……哦，不，對不起，我是說從道的形體中來。他在橡樹

下，以一個人的形式向亞伯拉罕顯現，現在注意。 
101 有一個人走向亞伯拉罕，共三個人，坐在橡樹下，一共有三個。注

意，當他與亞伯拉罕談完話之後……他為什麼要來呢？因為神應許給亞

伯拉罕一個信息，就是要得個兒子，而且他是神道的先知，並相信神的

話，視一切與神話語不符的事為虛妄。看到神的道是多麼完美了嗎？神

的話語臨到先知。看，這是神在道的形體裡。聖經說：“神的話臨到先

知。”［摩 3:7］而這道以道的形體出現。 

 你會問：“那是神嗎？”亞伯拉罕說他是。他稱那人的名字為“以

羅欣”。在《創世記》1章，你可以看到，“起初，以羅欣創造天地。”

在 18章，我們看到亞伯拉罕稱這個人是……那個人與亞伯拉罕說話，說

出他心中的秘密，告訴他撒拉在他背後想什麼。亞伯拉罕稱這個人為“以

羅欣”。是神以道的形體彰顯，明白了嗎？ 
103 注意，這之後，我們看到在那時神以道的形體出現，亞伯拉罕稱其

為“主神，以羅欣”。在《創世記》18章中，我們看到這是事實。 

 注意，亞伯拉罕……當時他們共有三個人，但當亞伯拉罕遇到這三

個人時，卻說：“我主。”［譯注:“主”是單數的］而當羅得看到那兩個下到

所多瑪的人時，他說：“我主。”［譯注:“主”是複數的］看到嗎，怎麼回事？

首先，羅得不是先知，沒錯，他也不是時代的使者，所以他沒有得到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