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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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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注意到，當他們經過這所教堂時，音樂換成了“基督精兵向前，”

在隊伍後面彈著；但當他們經過這地方時… 
43

 親愛的神，我想到要來的另一個偉大時刻，將會有復活，以前的人

要先起來，聖徒和那些先祖。“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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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號要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

先復活[帖前 4:15-17]。”當那時，我們要看到那群人，排著大隊伍穿過天空，

我們要站著，等候身體改變；也知道我們在那隊伍裡，神啊，使我們成

為忠心的戰士。 

只有那些真正參與過戰爭，打過仗的人才知道，看到那些坦克滾過

去意味著什麼。神啊，我們想到，那些參與過生命之戰的人也知道，當

我們等候排好隊進入復活的位置上升時意味著什麼。 
45

 這個有能力的年輕人站在這裡，他訓練有素，預備好了，穿戴整齊，

等候一個老人，一個從前線來的老兵按手在他身上，他知道，他也必須

加入戰鬥。親愛的神，我用這雙不配的，代表你的手，按在我弟兄身上。

親愛的神，祝福格林弟兄，我奉耶穌的名祝福他。主，願他帶著這信息

進入這城，以及你要召他去的任何地方。願他忠誠於你，充滿聖靈，過

著一個無可指責的生活。神啊，讓他贏得眾人的心，使他能教導他們、

帶領他們、引導他們走在我們大家都渴望走的路上。主，求你應允。 

祝福他忠心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祝福我們在世上作為基督徒弟兄聚

在這裡所付出的努力；願我們帶著這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啊，差

你的靈落在他身上。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將他交托給你。阿們！ 

神祝福你，佩里弟兄。攜帶神的道！ 
 

 

 

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1
 謝謝你，格林弟兄，真是榮幸。向格林弟兄和姐妹以及今早在這裡

的所有人問好。讓我來這敬拜神的地方講幾句話，真是感到榮幸。 

我不想在這裡佔用格林弟兄的時間，因為我多次聽過格林弟兄的講

道，我肯定是有所收穫。他給我們傳講主的道時，是那麼的謙卑。昨天

他說：“我從主那裡得到這道，可能不像它被差來的那樣是從啟示來的。

但我喜歡強調經上已經說過的話。”他說：“就像保羅在聖經裡寫了一

些話，我就來這裡強調他所說的那些話。我沒什麼信息，只是要強調主

已經說過的話。”我想，像他這樣的年輕人說出這樣的話，真是很不平

常。 
3
 現在，讓我們一起做幾句禱告。親愛的神，我幾乎不知道要怎樣開

始，因為我感到你今天就在這裡，在你的面前我們總是感到很渺小。我

為有這份榮幸而感謝你。主，你已經把這地方賜給我們；我們祈求，每

次我們在這裡相聚時，你都與我們相會。願你偉大的靈運行在這城市。

願我們能帶著在這末日賜給我們、交付在我們手中的福音信息，願這信

息得以應驗，願你從圖森和周圍一帶得到你所預定得生命的每個靈魂。

父啊，求你應允這些事，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4
 我想，今早我要在這裡讀一段經文，然後我要說我希望說的一些話。

經文是在《使徒行傳》，《使徒行傳》第 7 章。請你們翻到這章，我們

要從 44節讀起。 

呐，這個星期，即到來的這星期，我們要去什里夫波特舉辦一系列

的聚會；呐，若是主的旨意，我們就盡力去做。摩爾弟兄，傑克�摩爾弟

兄，他是佩里弟兄和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們都愛傑克弟兄。我想，這

信息讓他有點不理解，尤其是一些我們堅定持守和相信的東西，這信息

藉著七印的揭開臨到了我們，正如我們所信的，像“蛇的後裔、”“信

徒的永恆保障”等等，這一類的信息。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有點難。我

們並不認為很難，但你必須打開心接受真理。我們相信我們正生活在末

世了。這對我們太真實了，我們已經在路的盡頭了。 
6
 在別人的教會裡講道時，瞧，你得尊重那個人的盛情，給你機會到

他的教會去。當然，我很清楚，他們不信這信息，但我非常尊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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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講這信息之外，在那裡我能講的還有很多；除非是聖靈剛好給我一

點感動，那麼，當然我就會說主要我說的。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樣做

更好的，我希望我從未知道有什麼事比這樣做更好，就是照著主說的去

說。 
7
 現在，讓我們從《使徒行傳》7章讀幾節經文，從 44節讀起。 

44我們的祖宗在曠野，有法櫃的帳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見的

樣式做的。 
45這帳幕，我們的祖宗相繼承受。當神在他們面前趕出外邦人去的時

候，他們同約書亞把帳幕搬進承受為業之地，直存到大衛的日子。 
46大衛在神面前蒙恩，祈求為雅各的神預備居所； 
47卻是所羅門為神造成殿宇。 
48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 
49“主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50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嗎？” 

8
 讀完這段經文，我想在佩里弟兄傳講今早的信息之前，說幾句我想

要說的話。 

我發現，我這個時刻來圖森，是很重要的。我來這裡，是因為我受

引導來這裡。我來這裡，是因為聖靈藉著一個異象，差我來的。我知道

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但據我所知，據我對神所知道的，我是因著一個異

象而被差到圖森來的。我不知道我怎麼被差到這片沙漠地。然後，在這

個地方… 

這個城市從屬靈上講，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地方在屬靈上比圖森這個

城市更死的。各教會之間有爭戰；各會眾之間有爭吵。沒有聯合，大家

都在你爭我奪、爭來搶去，試圖得到一個人，使他改變教派。從屬靈上

講，這也是一片沙漠。 
11

 後來，我在聖經中讀到，神呼召摩西離開他的親人和他所喜愛的一

切，打發他進入曠野，寫了聖經的律法書。那就是舊約的頭四本書，《創

世記》、《利未記》、《申命記》和《出埃及記》。看，我沒有按順序

念出來，但就是這四卷書。事實上這就是舊約。因為其他書除《列王記》

和《歷代志》以外，都是先知說的，和大衛的《詩篇》等。但這些是舊

7 

 

35
 呐，正如我以前說過的，格林弟兄告訴我，他說了這事。我妻子過

來告訴我，我不在時他說的話。今早，他說：“這講臺任何時候都是敞

開的。”呐，通常，這講臺為我講道敞開。 

呐，平常我得一路開車到印第安那州的傑弗遜維爾去傳講神給我的

信息，把信息傳給人們；一路下到印第安那州的傑弗遜維爾，你們全國

各地的人連上線，接在電話網上，要聽這信息，因為我們就是靠它而活

著。看，這就是我們來這裡的目的。瞧，我們不需要再那樣做了。 
37

 神賜給我一個信息，我就直接走到這個講臺來傳講，自由自在地傳

講。瞧？我相信，只要你們站在這教會一邊，站在這群人一邊，因著這

點，全能的神必祝福你們。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出去，看看我們能否帶

其他人進來。看到嗎？讓我們對各處的人說，跟他們講我們的教會以及

它的意義；我們教會是什麼。我們在這裡。我們要你們來；帶陌生人來，

我確信這對我們大家都好。瞧？我們有一個教堂，為此我們感謝神。我

們感謝神給我們一個聚在一起的地方。 

但是，“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瞧？）‘天是我的座

位，地是我的腳凳；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你曾為我預備了身體。’” 

我們是基督的身體。所以我相信，我們從一個教堂移到另一個教堂，

帶去我們的信息，我們就下來舉辦醫治聚會。凡主啟示我們去做的事，

我們馬上就在這教會裡做，直到它大大擴展，你就得在別處舉辦，又到

另一處；直到耶穌再來。願神祝福你們。 
40

 ［原注：佩里�格林弟兄講話，然後請伯蘭罕弟兄給他按立。］讓我們低頭。 

親愛的神，當我們站在這講臺上，這代表在這裡的祭壇，我們曉得，

就這世界來說，我們是一群正在死亡的族類。我們往街上看，看到罪惡

滿了遍地，主的榮耀正在迅速的離開。我們也知道，當主的榮耀升上去

後，教會也將隨之上去。神啊，我們要在那裡。 

就在幾天前，我站在這裡街角，在街對面，觀看遊行隊伍從街上走

來，看到一次大戰時的那些舊坦克帶領著隊伍，後面跟著謝爾曼重型坦

克，然後一個一個走來，接著，是戴著金星勳章的母親，破碎的小家庭，

一位哭泣的妻子，一位失去父親、衣衫襤褸的男孩，和一位失去兒子的

老媽媽。我心想：“站在街角看到這樣的場面經過，真是太傷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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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聖靈必須親自來傳播（如果用包裝的話可能會讓人覺得是在把一

個不是完全真實的東西“包裝”的完全）這信息。我確信，並相信你們

每個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 
30

 現在，他們需要主日學教師。他們需要員工。我想這樣說，讓你們

能完全明白。這是我的教會。 

我來這裡有三年了。只有一扇門為我打開；就是馬克弟兄；他請我

去講道。願神祝福他。我沒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邀請；我一點也不反對

他們，他們都是好的。布羅克弟兄是我的好朋友；基爾摩弟兄和這裡許

多的五旬節派弟兄，都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愛他們；一點也不

反對他們。我理解他們所處的位置。他們不能邀請我去那裡，還留在他

們的組織裡。看，他們不能邀請我。因為如果他們邀請我，就會被踢出

去。所以你明白他們所處的位置。我也有同樣的事要面對。但是，願它

永遠是這樣，“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旨意。”［太 6:33］ 
32

 既然神已經差遣格林弟兄來這裡，為我們開了一間教會，跟我們相

信一樣寶貴信心的教會，我們就應當非常感激神，參加每次聚會，盡可

能地每次都出席。如果人要求我們，請我們去禱告、去尋求、去做事，

就讓我們成為戰士，如饑似渴地去做。瞧？ 

保證這信息受人尊重；過正確的生活。不要讓它沾上塵埃。我們現

在已經很近了，我們的時刻已經很近了（如果是用很遲的話，可能跟我

們中文的意義相左，因為中文的很遲是離主的再來還很遠的意思，所以

我想以後當再遇到同樣的問題時，用“很近”可能會比較恰當些。）。

讓我們活得潔淨。我的生活、你的生活、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需要在

神面前被篩選。 

我們的年輕人開著車到處閒逛，到處去看電影，他們離神越來越遠

（我想 SHOW TO SHOW的意思可能是指電影）。沒錯。呐，這是事實。

我在我的孩子中看到這點；我看見自己到了一個地步，在那裡沒有…… 你

們當聚在一起敬拜神；聖經這麼說：“我們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

如此。”［來 10:25］如果這裡只有兩個人，你應當是其中的一個。呐，我

們要聚在一起，一同敬拜神，做這一類的事（SOMETHING ANOTHER

是英語的一個習慣用法“其他”或“之類”的意思），耶穌說：“無論

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20］ 

3 

 

約的基本綱要。摩西寫這幾卷書，是在離開家鄉後寫的，他曾在那裡出

生，由他的家人養大，後被呼召去了曠野，寫了舊約的這些書。 
12

 後來我發現，在新約中，保羅是新約的作者，或不是作者，而是寫

書的。他也被聖靈驅使，離開他的家人，進入阿拉伯，在那裡呆了三年

半，得到了啟示［加 1:17-18］。保羅是寫下新約的主要人物。呐，馬太、馬

可、路加、約翰，他們只是記錄員，記下他們跟隨耶穌時他所說的話。

但是，你看這些書，《提摩太書》、《羅馬書》、《希伯來書》等，保

羅領受了啟示，就寫了新約；他把舊約都當作影子，並設立了次序。神

尊重這點，使它成為新約。 
13

 呐，如果寫舊約的人都必須受驅使離開自己的家人，進入曠野得到

啟示寫出舊約；寫新約的人也必須受那作者[譯者注：指神。]的驅使，進入沙

漠地，得到啟示寫出新約。那麼，這些書是用七印封嚴的；我相信，在

這末日，要揭開那七印也需要這樣。要離開你所喜愛的，你所愛惜的；

離開人們給我的一個小家；而在我的家人和朋友中，有一個正在興旺的

教會，毫無缺乏；而我要離開這些，遠離這些，搬到沙漠地去，在那裡

你誰也不認識，所有人都反對你。 

但那裡有一些關乎神的事，神驅使一個人，去做他自己根本想都不

會去想的事，這樣你就只能歸榮耀和尊貴與神。我感到，不是要榮耀自

己，離開一切我看為喜愛的東西，進入這曠野，在這曠野或沙漠地受苦，

是我一生中從未受的，我感到這是一種榮幸。我相信，我這樣做，順服

神吩咐要去做的事，神就為我們揭開了這末世的奧秘。現在我們就有了

這信息。 
15

 呐，有許多人跟著我，這並沒有什麼不尋常的。通常一個人，人們

彼此相愛，這愛驅使你去做一些你想不到自己會做的事。你們許多人離

開家鄉，你們放棄一切，就是為了來到這沙漠地。 

許多人打電話給我，許多人問我：“我們該來亞利桑那嗎？那對我

們是個好地方嗎？”瞧，據說摩西他們生活的地方，是不結果子的地方，

也沒有石榴。 

這裡沒有很多工作可做，生活費很高，居住的費用很高。亞利桑那

的圖森確實是個生活艱苦的地方；工資低，食品與租金昂貴。從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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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生活在這裡確實很糟糕。但這裡乾燥、有利健康。有時候，我們

不可讓自己的心思迎合地上的事。 
18

 我們必須仰望聖靈的帶領。有一件事是我做不來的，那就是來這兒

告訴人們，說：“你不該來，”或說，“你該來，”我把這點留給每個

人自己來決定，照神引導每個人行事的方式去做。我想，我們每個人都

應該這麼做：在所行的事上受聖靈引導。 

這裡很多人是從傑弗遜維爾附近來的，是那裡的會眾，你們來到這

裡。呐，讓我發愁的事就是敬拜的地方。 

我知道，在所讀的這處經文，是司提反臨死前的講話；因為他講完

信息後，人馬上就用石頭把他打死了［徒 7:57-60］。司提反在講話時，他說：

“我們的祖宗，”說到早期的希伯來人，他們怎麼竭力在神面前蒙恩，

造一個敬拜的場所。他說是所羅門為神造了殿宇或居所。我們熟悉這個

故事。 
21

 但我喜歡司提反下面說的話，“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宇。”《以賽亞書》另一處也這樣說過。他說：“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祭物與贖罪祭，殿宇等等是你不喜悅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來 10:5-6］

瞧，我們知道，他是說後來神居住在基督裡的那個身體。 

今天我相信，那臨到格林弟兄的啟示，使他和格林姐妹搬到這裡來，

放棄他們在東部，在德克薩斯州的家，來到這裡，白手起家；只是憑著

啟示，覺得他們應該這樣做。我欣賞那些無論花多大代價都要跟隨基督

引導的人。 
23

 雖然整個世界，可能你最要好的朋友也都認為你錯了，但在你看來

並沒有錯。只要你覺得背後有個東西，那是神驅動你；它永遠不會錯，

它總會恰到好處。 

這對年輕夫婦，這個有天賦的年輕人，我這樣說不是因為他坐在這

裡。這位年輕太太和她的小孩，他要供養他的家人，他放棄工作和一切，

搬到這裡來。 

我知道，幾年前我被呼召進入這事工。我從未成為一個成功的牧師，

因為我有一個四處飄泊的靈。在哪裡我都不會滿足。只要聖靈驅使我到

哪裡，我就跟著他去到哪裡，因為我有一個信息。耶穌說：“我也必須

在別城傳道。”［可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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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但也有看顧群羊、為牧者的人。我很感謝神，佩里弟兄能跟隨聖靈

的引導，今天我們有了一個帳棚。這是個小帳棚。這真是個很好的開端，

能看到聖靈的引導。不知道將來怎樣，我們只要一步一步地走。呐，我

相信，如果神已經叫格林弟兄和姐妹來這裡，為我們開一個地方，讓我

們的孩子有個敬拜的地方可去，而不是星期日早上在騎自行車，在街上

跑來跑去，我們也不用閑坐著，聽電臺裡一些已經聽過的東西，雖然那

沒問題。 
27

 作為這一群人，我們有一個信息是給這時代的。我們相信神已經賜

給我們一個信息。格林弟兄是…… 我不想稱他是我的同工，因為我們

是…… 瞧，他也是我的同工；我們一起都在這信息裡。格林弟兄傳講我

所信的同樣東西和信息。他離開家鄉，離開他的家人，離開他的教會。

我相信，他原來是某個組織的地區負責人或什麼，當他聽到這信息後，

就放棄了這一切。他放棄了所喜愛的一切，也來到這沙漠，為了支援神

今日所賜給我們的。 
28

 我要說，我相信，這不僅應該放在我們心裡，我們也應該有義務支

持他，盡我們所能的去作，就如：參加聚會，來這裡敬拜，使這裡成為

神能向我們啟示他所要啟示給我們東西的地方。正如他說過的話：“這

信息沒有藉著所賜的啟示臨到我，像它可能臨到我們某些人那樣，”但

他說：“我來這裡，是為了支持神已經賜下的話。”何等的一個聲明啊！

我相信，如果我們都同心協力，我們將全心放在這信息上。 
29

 我知道你們每個人，如果你們也有同感的話，我是那麼渴望看到神

的靈運行，我幾乎承受不住。我剛剛在山上所有的一些經歷，我又一次

感受到那種在我剛剛得救時，所擁有的如此榮耀的東西。我們可以進到

一個地步；可以坐下來，看到它在我們當中，我們變得乾枯。當我們坐

在沙漠地裡，我去到我的弟兄們當中，他們與我交談，我與他們交談。

我藉著那種方式看到，就像以前那樣，藉著聖靈感受並看到某個弟兄的

景況，看到他出了什麼問題。（我想伯蘭罕弟兄這裡是說他是藉著分辨

人心的恩賜看出弟兄的景況）我開始覺得這一切都在退後，從聖靈面前

離開。在我們看來，這些事變得太平常了。我們必須在靈裡敬拜，就是

神的靈所在的地方。我們這信息不僅應該是時代的火焰，也應該是我們

心裡的火焰。瞧？它必須在我們的心裡，否則我們就不能恰當地把它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