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級感官

 我也還在盡情享受着今天早上的祝福。
哦，當我們聚集在⼀起的時候，神要為我們做的事真是豐

豐富富，難以測透！⾃從我們把⾃⼰獻給神以來，你們有没有
注意到這裏的情况？福上加福，⼒上加⼒，榮上加榮！簡直太
棒了。而且他還會繼續這樣做下去。我已經為這些⼿帕禱告過
了，如果—如果它們是屬於這裏的哪個⼈的。
2 現在我要提⼀下，就⼀會兒，⾸先我要感謝你們⼤家送給
我這麽好的聖誕禮物，就是你們買給我的這套西裝。内維爾弟
兄，你的禮物也是西裝嗎？［内維爾弟兄說：“是的，先⽣。是
的，先⽣。”—編註。］是的，先⽣。是⼀套西裝。傳道⼈總能
⽤得上西裝。［“這西裝太合身了。”］太好了！很好。瞧，他們
會出汗，我知道汗⽐任何東西都更能泡壊⾐服，你們瞧。⼀個
傳道⼈要有許多⾐服才⾏，而且還得是很結實的⾐服。廉價的
棉布⾐服穿不多久就會爛掉。所以，像那—那樣的好西裝就很
耐穿了。
3 想想看，你們拿這些⾐服送給他們，就是在⽀持主的僕⼈。
願主祝福你們。耶穌說：“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個最
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所以，你們不是給两個傳道
⼈買了西裝，而是給耶穌買了两套西裝。嗯哼。那就是他所說
的：“你們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4 還有今天早上那小小的屬天的觸摸，你們注意到了嗎？没
有祭壇呼召，什麽也没有；只是在信息講完後，聖—聖靈的更
新就沐浴在⼈們身上，神的榮耀在運⾏，⼤家就開始從前⾯，
後⾯，從各個的⾓落走出來。我注意到我有些⾮常好的浸信
會朋友，是從路易斯維爾的核桃街浸信會來的；他們也站在
過道上，沐浴在神的⼤能之中。哦！聚會後我遇⾒他們，他們
說：“那真是神的⼤能。”
我說：“没錯。你說得……你說得没錯，那是神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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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找不出任何詞語來形容它。你真不知道該說些什麽。是
聖靈在主持那個聚會，你不知道神會⽤它來做什麽。安靜、甜
美、謙卑、破碎。哦，帕特弟兄，對我來說，那就是天國。你
知道，我是那種喜歡在它裏⾯找到感覺的⽼式信徒。
6 就像最近，保羅·雷德對他的……有⼀次他講了⼀個故事。
他說他和妻⼦坐在桌⼦旁，他妻⼦想要去什麽地⽅或做什麽
事，但他卻⼀直對她說：“我就是不去，”等等，他打斷了
她的話。
7 他看了看她，這時眼淚從她的⾯頰上流下來，他就對她說：
他說：“那麽……”他⼼裏想：“哦，如果她這麽容易受傷害，
那就讓她受傷害去吧。”於是像其他男⼈⼀樣，他合上報紙，放
在了盤⼦上。
8 往常，她總是站在⾨口與他吻别。當他走出⼤⾨時，她會
向他揮⼿再⾒，這—這樣就没事了，你知道，直等到他從辦公
室回來。
9 他說，那天早晨，當他們往外走……在⾨口時，她站在⾨
邊，他吻了她，就走到⼤⾨口。開⾨時，他回頭看，⾒她站在
那裏，頭低着，還是很傷⼼，他說他揮揮⼿告别，她也揮揮
⼿告别。
10 他說，他走到街上，就開始想：“若是回家前，我出了事，
或者說若是我回來之前，她出了事，神把我們召走；像她這樣
的⼀個好⼥⼈，這麽溫柔等等，那怎麽辦好呢？”他說他走得越
遠，⼼裏就越難受。
11 於是他就轉身跑回來，打開⼤⾨，跑進屋裏，打開房⾨。
他開⾨的時候，聽到哭的聲⾳。他四下裏⼀看，看到她就站在
⾨後邊。他說，他没有說“請原諒我，”也没有說：“我很抱
歉，”他什麽也没有說。他說，他就抱住她⼜親吻了她，然後轉
身⼜走出去了。當他走出⼤⾨時，她⼜站在了⾨邊。他說：“再
⾒。”她也說：“再⾒，”就像她第⼀次⼀樣，但這⼀次裏⾯卻帶
着感情。
12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當什麽事是帶着感情的時候，你瞧，
那就的確是從神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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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呐，在幾分鐘前，我們任命了⼀位新理事，索斯曼弟兄。
我相信理事和所有的⼈現在都知道了，在這個財政年度結束的
時候，就是在⼀⽉⼀⽇，教會的所有職位，像牧師和執事們等
等，就都屆满了。如果他們要接着作……不，我不是指牧師。
我是指理事和執事，主⽇學教師等等。他們……牧師是教會
選出來的，他會⼀直留任下去，直到。那麽—那麽他們……若
現任的理事會或執事，或主⽇學教師或其他⼈，想繼續留任，
就可以留任。如果他們不要，如果他們不想續任，他們就—他
們就必須辭職。這没什麽闗係，不然，他們可以明年接着作。
要—要是他們不再作，那就得選出⼀個，指定别的理事或—或
任何别的什麽職分。
14 因此，不是固定讓⼀個⼈⼀⽣都在堂委會裏服侍。但只要
他覺得神與他同在並在幫助他，他或她也想盡⾃⼰的本分，不
管是什麽，他想繼續在神的事⼯上有份，我們⼀直都很⾼興
有他們在⼀起事奉。明⽩嗎？但是，那樣作是讓⼈有機會先
服侍⼀年，看看他們是不是喜歡。我們有些理事是年復⼀年
留下來作，執事們也⼀樣，這很好。但那没有固定的時間。若
是理事，或牧師或理事會裏的什麽⼈覺得不想再作了，或搬
家走了；那麽他們就通知教會，這樣教會就會安排别的⼈代
替他們。
15 這也是今天晚上在這裏發⽣的事，是與摩根弟兄有闗的，
威廉·摩根弟兄辭去了理事的⼯作。現在教會需要另⼀個理事。
因此，前⼀段時間，索斯曼弟兄就被指定為新的理事；今晚他
被正式接受成為理事會的⼀員。
16 這是教會的事務。在我們的教會裏，這是屬於教會的主權。
教會可以選⼊或辭退理事，教會也可以選⼊或辭退牧師。不
管是什麽，這完全是教會的事。這符合使徒的教訓。在聖經的
時代，他們也是這麽作的。所以，我們覺得没有任何⼈可以在
教會裏當獨裁者或什麽⼤⼈物。我們不要那種東西。每個⼈，
每⼀個⼈，我⾃⼰，在投選⼈時，都只有⼀票，就像這裏教會
的其他成員⼀樣，只有⼀票。這不是我說的，而是教會說的，
瞧，是教會這個身體說的。你們喜歡這樣嗎？哦，我想這是絶
對符合聖經的。事情也應該是這樣。



曉諭之道

17 對我來說，若主願意的話，從明天開始，接下來的⼀星期
將是很重⼤的⼀星期。我要為明年的所有邀請做⼀些决定。我
要—要到辦公室去，把那些邀請函都帶回家。這樣，在未來幾
天裏我要向神禱告，祈求他帶領我，指⽰我當⾏的路和當作的
事。我們⽣活的時代，不像主耶穌在這裏的時代那樣；那時神
領他從⼀個地⽅到另⼀個地⽅，他在⼀個城裏待幾個小時，⼜
去到另外⼀個城裏。但今天有着不同的體制，是⼀個機構，傳
道恊會，以及許多的事都必須要辦妥。
18 我是這樣處理這事的，我把所有從⾮洲來的邀請放在⼀邊，
所有從印度來的邀請放在⼀邊，所有從加利福尼亞，猶他州
的，以及所有從其它不同地⽅來的邀請函，把它們都⼀堆⼀
堆分開放着。我先把它們放着。然後我就走出去禱告，可能開
⾞到哪裏去⼀两天。然後回來，⼀直地禱告。⼀些東西進到我
⼼裏，想去某個地⽅，然後我會看看這是否只是⼀種感覺。之
後，我……如果這感覺很強烈，我就走到要去的那堆信函那
裏，然後揀起⼀封邀請信來讀，看看它是在什麽地⽅。然後就
從那裏開始。
19 這是我這麽作的原因。你們想，在⾶機上要坐⼤約七⼗⼆
個小時，在暴⾵⾬中忽上忽下，你們到過海外的⼈就知道了。
你們不知道！⼀會兒上，⼀會兒下，⼀會兒⼜搖晃、顛簸，穿
雲過海，這樣要三天三夜。然後，當你⼀下⾶機踏上地⾯，第
⼀個來迎接你的就是撒但，“喂，傳道恊會的⼈這樣說。在投票
時有分歧，有⼀些⼈同意。”看⾒了吧？
20 你也許會說：“哦，可能主没有要我來。”
21 然而，你若是被神所差遣的，你就作好了凖備去迎戰敵⼈。
你說：“我是奉耶穌基督的名踏上這裏的。我是奉主耶穌的名來
的，我要待在這裏，直到主的⼯作成就了。”看到嗎？你凖備好
了來⾯對各種壓⼒。
22 是的，你們愛我，我知道你們是愛我的。所以請你們在
這⼀週裏為我禱告，使我能靠着神的默⽰，引導我做出正確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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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可能會有⼀些，我稱之為跳躍式的聚會。我會在這個⽉
的⼋、九、⼗號到佛羅⾥達去，應該說是喬治亞州的蒂夫頓。
我是想說，在⼀⽉份的⼋、九、⼗號，我要去喬治亞州的蒂夫
頓，而不是這個⽉。然後我還必須去肯塔基州的格拉斯哥，也
許是肯塔基州的薩默塞特；也可能是在肯塔基州的康伯斯威爾
待⼀個晚上。而且—而且羅傑斯弟兄要我抽出⼀個晚上去他那
裏，因為……上⼀次我們没有去。
24 讓我們為羅傑斯弟兄禱告。今天我們有些交通，我握着他
的⼿，發現他的身體很不好。所以，我們在這裏為羅傑斯弟兄
禱告。在那裏，他⼿頭有很多事要作，搞得他很緊張和煩躁，
⽬前他—他身體狀况⾮常不好，他妻⼦的情况也很糟。所以讓
我們為這對小夫婦禱告，他們是神的好兒⼥。我告訴過他，若
是主的旨意，我願意為他安排⼀個晚上。
25 魯德爾弟兄，是我們……在六⼗⼆號公路上的⼀所姊妹教
會，他是⼀個腼腆的孩⼦，他到過這裏，甚⾄頭都不敢抬。他
會上來我家。哦，我猜想，⼈們以為他只是個很平常的⼈，但
這個孩⼦擁有⼀些看起來⾮常真實的東西。我就⼀直與他待在
⼀起，⼀直待着，我說：“魯德爾弟兄，你⾏的。”
26 他說：“伯蘭罕弟兄，我在⼈群前站起來的時候，我的—我
的⼼都跳到嗓⼦眼了。我—我—我⼀句話也說不出來。”
27 我說：“那你就站在那兒，把⼼再咽下去，奉主的名去傳
講。”明⽩嗎？如今，他在公路那邊有⼀個跟這裏⼀樣⼤小的教
堂，他在那裏事奉。要持守住它。這孩⼦有神的呼召。我認識
他的⽗⺟。他們都是⾮常好的⼈。
28 然後，我們還得給朱尼⼀個晚上，在新阿爾巴尼。哦，你
們知道，那是⼀些小型的聚會，我可以⼀個晚上在這裏，⼀個
晚上在那裏。
29 如果每件事都按計劃進⾏，那麽到⼀⽉⼆⼗五⽇左右，我
就要去邁阿密了，出席全福⾳基督徒商⼈恊會的世界⼤會。然
後再從那裏去⾦斯敦和海地，下到南美洲，再上來經過墨西
哥。從那裏再去⾮洲。再從⾮洲⾶往北歐。類似那樣。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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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明年⼤部分時間都會在海外舉辦聚會。所以請為我禱告，
我必須做出正確的决定。
30 這樣安排只是說如果那是主的旨意的話。若不是，我願意
到任何地⽅去，任何地⽅。不管在哪裏，我都會去。只要我能
够站在神把我放在的地上，我就要傳講他那測不透的豐富，直
到死亡把我從這裏取走。靠着神的恩典，我有這樣的⼼志，只
要神幫助我就好了。要是神把他的⼿從我身上拿開，那魔⿁
就會殺掉我。所以請你們為我禱告，好叫神憐憫的⼿⼀直在
我身上。
31 我不是在求他的公義。我是在求他的憐憫。明⽩嗎？我可
不要他的公義，我無法在那⾯前站⽴得住。我所求的只是他的
憐憫，因為我知道我不配，没有⼀個⼈配。我們最好不要求他
的公義。我們需要他的憐憫。
32 今晚我嗓⼦有點啞，但卻没有辦法拒絶這個機會，來向這
群好基督徒傳講信息。請等⼀下，在我作個通知前，讓我說⼀
件事。趁着你們⼤家現在都同⼼合意，事情也進⾏得很順利，
讓我跟我的教會說⼀两分鐘。瞧？
33 請聽着，我在福⾳裏所親愛的，我的……我冠冕上的星星，
如果我有冠冕的話，你們是耶穌的寶⾎所買來的。我這次回
來作這些事，是有⽬的的。我們是在⼀次狩獵旅⾏中决定的，
我和羅伊·羅伯遜弟兄，班克斯·伍德弟兄去旅⾏，說到我們回
來的時候。羅—羅伊弟兄和我們談論到我們的牧師内維爾弟
兄，内維爾弟兄⼀直在你們⾯前作牧師和别的⼯作，我們都
愛他。然而，内維爾弟兄作為助理牧師，讓他來介⼊到這些
事裏，實在是有些困難。明⽩嗎？所以我們禱告，看來那是主
的旨意要我去作的。現在我求主，如果他給我幫助，我要盡
⼒而為。
34 當我把⾃⼰獻上之後，我要教會也這麽做。若是神因着這
個小小的奉獻，就在上幾次的聚會中那樣祝福我們，那麽若我
們能繼續那樣做，他⼜會怎麽做呢？明⽩嗎？要繼續那樣做。
請聽着。你們是彼此相愛的。今天早上，這個星期裏，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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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站在過道上向神舉起⼿，美—美好的聖靈在你們周圍運⾏，
澆灌你們！
35 你們不要聽魔⿁向你們說的任何⼀件惡事。明⽩嗎？如果
魔⿁讓你看⾒或告訴你有闗基督身體的某個肢體的壊事，你决
不可相信它。因為⼀旦你信了它，你就毁了你的經歴。
36 如果你看⾒基督身體的某個肢體作了壊事，不要告訴任何
⼈。但是要帶着愛去到那位肢體那裏，看看你能否把他再帶回
到基督⾯前。如果你作不到，就告訴另⼀個⼈，或讓他們同你
⼀起去。照着聖經所說的⽅式來做。明⽩嗎？但是不要……
37 若有⼈說：“某某姐妹怎樣，或某某弟兄怎樣，”你⼀個字也
不要信。你就走開好了。要記住，那是魔⿁企圖要摧毁你們。
所以你們要警醒魔⿁的⼊侵，因為它會這麽做的。你要讓這家
中的好⼈，就是信⼼，站穩在那裏，除此以外你不要接受任何
别的東西。這些⼈已經與你⼀同坐在天上，圍繞着神的祝福⼀
起交通，在桌上同領主的聖餐，並且聖靈已經⾒證他們是神的
兒⼥。所以，讓我們真正溫柔、仁慈、赦免⼈、愛⼈。若有⼈
⽤惡⾔毁謗你，你卻要⽤善⾔回報他們。你會看到，臨到你的
將是何等的甜蜜。明⽩嗎？是的。總要以善報惡，以愛報恨。
只要……
38 你感覺好⼀點嗎，寶⾙，坐在後⾯的那個小⼥孩？好的。
我太感謝神了。是的。剛回去……她痛得腰都彎了，但主耶穌
醫治了她並帶她來聚會。我們為此⾮常感謝神。我剛才離開講
台就是為這事。他們說他們“禱告了⼜禱告，但没有得到主的
答覆。”
39 呐，要確實去那樣做。你⾃⼰要向神保證。“神啊，藉着你
的恩典，我要做這件事。”不管何時⼈毁謗你，以恩慈報他。不
要有惡念。如果你有惡念，那你就是在僞善地說話，那麽—那
麽—那麽你就錯了。你只要不斷把⾃⼰獻給神，直到你真正對
那⼈有了好感。就是要這麽做。然後神祝福的⽢甜就會覆蓋你
的魂。這是⽣活得勝的⽅法，只要你在愛中，就再也没有什麽
能傷害你。嗯，你說……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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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如果你能說⽅⾔，說⽅⾔之能終必停⽌。如果你有智慧，
也必歸於無有。說預⾔之能也終必歸於無有。但當你有愛時，
它卻是永不⽌息。”明⽩嗎？
41 不要只愛那些愛你的⼈，要愛那些不愛你的⼈。因為愛那
愛我的⼈容易，但要試着去愛那不愛你的⼈。這就能檢驗出你
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有⼈不愛你，但在你⼼裏你卻愛他們。如
果你不能那麽做，那麽就要⼀直抓住神。它在那兒，因為我知
道這是真理。阿們。我知道那是真理。
42 現在我們要打開神寶貴的話語，翻到《希伯來書》 章，我
只講⼀篇—⼀篇簡短的信息。
我喉嚨有點沙啞，但我與弟兄姐妹在⼀起度過了⼀個美好

的下午。直到將近六點，我才回到家。我⽴刻跑進房間，跪在
床邊，禱告了⼀會兒。然後起來，拿起聖經開始讀。我看⾒⼀
本雜誌放在那，我拿起來。它是⽤南⾮荷蘭語寫的，所以我
讀不懂。
43 有時候，在閱讀時，你會看到⼀個詞，那個詞對你就成了
活的。傳道⼈就是那樣得到他的信息的。只是開始閱讀，讀
聖經。你知道的頭⼀件事，就是你會看到某個東西，然後⼜有
⼀個東西加進來，⼜有東西加進來。然後你在它下⾯劃線，走
到講台上把它讀出來。神會做剩下的事。明⽩嗎？他會看顧剩
下的事。
44 有時候你太忘乎所以了，只做了⼀點點思考，對你所想到
的只做了⼀點點記錄。有時在⼀個聚會中，你得很快來到講台
上，所以只好把你有的⼀點想法讀⼀遍，期待聖靈會再⼀次把
它們激活給你。我很多時候都是這麽做的。
45 《希伯來書》 章，我們從第 節開始讀，我們要讀好幾
節經⽂。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之事的確據。
古⼈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的話造成的；這
樣，所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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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這是不是很豐富？讓我再讀⼀下第 節。仔細聽：
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的話造成的；這
樣，所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是從神
的話。）
亞伯因着信，獻祭與神，⽐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
得了稱義的⾒證，就是神指他的禮物作的⾒證。他雖
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以諾因着信，被接去，不⾄於⾒死，⼈也找不着他…
…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
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也是五百年的壽命。）
⼈⾮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前來的⼈
必須相信他是，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
挪亞因着信，既蒙神指⽰他未⾒的事，動了敬畏的
⼼，預備了⼀隻⽅⾈，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
了那世代的罪，⾃⼰也承受了……那—那從信而來的
義。

47 我們低頭禱告⼀會兒。
48 主啊，我們慈愛的⽗神，我們現在帶着感恩再⼀次來到你
⾯前。不是因為我們低頭禱告，就讓我們感到是在你⾯前，
而是我們相信我們⼀直都是在你⾯前，因為“主的眼⽬遍察全
地。”你知道萬事，你知道⼈⼼所想的。
49 主啊，我們低頭的原因，是祈求你赦免我們所有得罪你的
過犯與罪孽，求你的憐憫再⼀次臨到我們，開我們的口能說
話，開我們的⽿能聽⾒，讓你的道今晚對我們成為真實的；使
我們挑選讀的這幾節經⽂，成為你在地上奧秘身體的每個肢
體的⼤幫助，就是你的屬靈教會，⾸⽣的教會，是⽤主耶穌的
⾎贖買回來的教會，已經洗淨並且成聖，在那天她將被毫無瑕
疵，無皺紋地獻給神。我們何等感謝你，藉着主耶穌的義和憐
憫，我們有信⼼相信我們有份於神的良善。
50 祈求你現在就醫治⼀切的疾病。感謝你剛才觸摸那個小⼥
孩，她躺在那房間裏因病痛腰都直不起來了，但我看到她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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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孩⼦般的信⼼，接受你和你的憐憫。我們為此感謝你，
祈求你記念⾙克姐妹在肯塔基的小孩，記念内維爾弟兄提到的
那些⼈，哦神啊，求你記念在各處數不清的病⼈。主啊，特别
是那些還没有得救、不認識你的⼈，因為如果他們死在罪中，
他們就不能到你那裏。
51 我們祈求你給我們⾒證和能⼒，讓我們放膽講論你的道，
有智慧知道什麽時候講它。當我們說得⾜够時，你告訴我們，
使我們可以走開，讓⼈們對偉⼤的聖靈和他的⼯作驚異、驚
奇。主啊，求你悅納。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52 我想講⼀會兒有闗“感官”的主題。我們被教導說⾁身的⼈
有五種感官。那五種感官控制着⼈—⼈的……或者說是給……
神給⼈五種感官，讓他與這地上的家接觸。那五種感官是：視
覺，味覺，觸覺，嗅覺，聽覺。這是⾁身的⼈所知道的五個感
官，它們是好的。當這些感官中的⼀個出了問題時，我們就不
能運作或過⼀個正常的⽣活。你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或
味覺，没有它們我們就不正常。只要少了某個感官的作⽤，我
們就不能與⽣活中的某些部分接觸。它們是好的。它們是有⽤
的。它們是神給我們的。
53 神給我們那些感官，但它們是作為⼀種禮物給你的。它取
决於你⽤這些感官作什麽，那將是控制你⽣活的⽅式，你使⽤
這些感官的⽅式。你是……你看什麽，聽什麽，嘗什麽，嗅什
麽，感覺什麽。這些感官被⽤到了什麽⽅⾯，這⽅⾯的東西就
會⽀配你。
54 我們感謝神，我們有這五種感官。但這五種感官决不是給
你來引導你的。它們是給你跟外界聯繋的。但你還被給予了
第六種感官，這第六種感官只是屬於基督徒的。你成為基督徒
之後，你才能擁有這第六種感官，這是你能擁有⽐普通⼈的五
種天然感官更多的唯⼀⽅法。對基督徒來說，這個第六感官被
稱為信⼼。它是管理你和引導你的感官，它超越所有其它的感
官。它超越其它的五種感官。
55 我不是說，因為我們接受了第六感官，那五個感官就再也
没有⽤了。是的，它們還是有⽤的。那五個感官是神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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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要你來使⽤的。但當這五個感官與神的道相違背時，它
們就是在說謊。
56 第六感官不會說謊。它是個超級感官。那就是我所要說的。
上午我講了：“超級跡象”。今晚我要講：“超級感官”。
57 超級感官是聖靈，是神的信⼼住在你裏⾯。如果你讓那五
個感官向第六感官投降，它就要引導你，並且把其它五個感
官帶到那超級感官的管理下。因為它遠在天然的感官之上，就
如屬靈的⼈在⾁身的⼈之上。它遠⾼於⾁身的⼈和他的五個
感官，就像天⼀樣的⾼遠。它使你相信你不能看⾒的事。它
使你做些你認為那五個感官甚⾄不曾想過的事情。魔⿁能進
到這五個感官裏向你說謊，但他不能碰那超級感官。那遠超
於他的所及。它來⾃於神。它被稱為信⼼。信⼼就是那偉⼤
的感官。
58 五個感官不能控制第六感官，但第六感官能控制五個感官。
超級感官控制天然感官。那—那五個感官是視覺，味覺，觸覺，
聽覺，嗅覺。超級感官是那種讓你能相信神話語的感官，因為
那是它要講的唯⼀的事。它會使你相信你所不能看⾒、不能嘗
到、不能摸到、不能聞到、不能聽⾒的事情，因為它接受神的
話。它會把神的道傳給你，讓你藉着信⼼反對任何其他的事情
而只⾏在神的道中。信⼼能做這事。
59 我們描述了這些感官，⾁身的⼈⼀⽣下來就有這些感官，
因此它們是⼤⾃然賦予的感官。在⼈的智⼒思維裏，那實在
是他所知道的唯⼀事情。他只能像⼈那樣去思考。他能像⼈那
樣看⾒。他能像⼈那樣理解。他能像⼈那樣聽⾒。但當他被控
制或再⽣時，我們稱之為“重⽣”，然後第六感官，也就是超
級感官征服了他。藉此，超級感官把他提升到⼀個地步，使他
有信⼼相信他所聽不⾒的事，以及看不⾒的事和他不能明⽩
的事。他不論怎樣都相信它，因為他被第六感官也就是超級感
官所控制。哦，知道這點是多麽奇妙，想想要相信它⼜是何等
的簡單！
60 除⾮你重⽣了，否則你就不能相信它。聖經說：“若不是被
聖靈感動的，没有⼈能說耶穌是基督。”我們上星期已經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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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這成了⼀塊絆脚⽯，尤其是對於五旬節派的信徒，當
他們聽到我說這點的時候。耶穌在《約翰福⾳》 : 說：“那聽
我話⼜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永⽣只能來⾃神。“若不是
被聖靈感動的，就没有⼈能說耶穌是基督。”
61 你只是接受了别⼈所說的，是你藉着知識所學到的，藉着
天然的五個感官所學到的東西。但當第六感官進來時，聖靈就
除去這六個……五個感官的⼀切推理。把你提升到第六感官，
使你相信你所看不⾒、嘗不到、摸不着、聞不到、聽不到的事
情。他對你有影響！這時你才能說耶穌是基督，因為你⾒證了
它。不是知識的教育教導你，而是你的經歴！
62 “伯蘭罕弟兄，第六感官要做什麽？第六感官為什麽要來？”
63 第六感官是為了這個原因而來的。第六感官是信⼼，是超
級感官。如果……第六感官只為這個⽬的而來，就是使在你裏
⾯的五個感官拒絶那與神的話相違背的任何事情。這就是第六
感官的⽬的。聖經說“要丢棄推理”。
64 五—五個感官會，你會推理說：“啊，為什麽這個⼈要……
他為什麽……？”
65 但第六感官根本不看這些。它遠超過那些推理！它⽐推理
要⾼得多，它根本就不會有那些推理。“我們相信。”它遠超過
那五個感官所要說的任何事情。現在要為醫治聚會作好凖備。
明⽩嗎？“我們相信醫治。”你靠着第六感官⾏走。你靠着第六
感官談話。靠着第六感官⽣活。你靠着第六感官而死，也靠着
第六感官復活。那個超級感官，那在你裏⾯的，與屬⾁體的⼈
是不同的。
66 屬⾁體的⼈只有這五個感官，如果他們能順服第六感官，
那很好。若屬⾁體的思想讀了神的道之後，說：“這是神的道，”
那它就是在說真理。但若它讀了之後，說：“這不都是神的道。”
或者—或者說：“它曾是。它曾經是，但現在不是了。”然後第
六感官就會進來說：“他昨⽇、今⽇、⼀直到永遠是⼀樣的。”
瞧，這就是不同之處。



超級感官

67 這就是為什麽有這麽多⼈没有得到醫治。他們想帶着知識
的想法來。他們說：“哦，我—我做這個了，或者我相信這個
等等。”
68 但如果第六感官說了，就再也没有什麽能讓他們在第六感
官上動搖。第六感官臨到⼈身上，讓他們拒絶那與神的道相違
背的任何事。如果他是個重⽣了的基督徒，那任何病症，任何
與神的應許相違背的病症，第六感官都會說它根本不存在。
69 ⾸先你知道的，就是⼀些無神論的⼈，不信者，開始圍着
這個基督徒說：“看，根本就没有聖靈這回事。你錯了。如果你
相信那回事，你就是瘋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那是第六感官開始⼯作的時候了。

70 “讓我指給你看，在聖經裏，為何你不能得到聖靈。你看，
我可以指給你看，⾨徒在哪裏得到了聖靈，但—但我……”
71 “哦，”你說：“你看，”第六感官就指⽰你說：“但是神說：‘這
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的。’”
72 “哦，那意思是給他們的兒⼥。不是給你的。不是給你的。”
73 但第六感官更清楚這⼀點。為什麽？它已經在你裏⾯了。
他們說得太遲了。你已經領受了它。
74 那些教導說“没有聖靈這回事”的⼈，他們不知道他們所
談論的。
75 就像⼀個男孩，有⼀次他正在削蘋果。⼀個無神論者，跟
他爭論闗於聚會的事情。他說：“你想要什麽？你來這兒想得到
什麽？”
76 他說：“我要問你⼀個問題，”他⼀邊有滋有味地吃着蘋果。
他是⼀個⾮常簡單的⼈，看上去就像⼀個壊⼈，頭髪垂在臉
上，前⾯缺了⼀顆⽛⿒，穿着⼀件⼜舊⼜髒的夾克。他說：“我
只想問你⼀個問題。”
77 那個無神論者剛剛說過：“根本就没有神這回事。這⼀切只
是感情⽤事。都是無稽之談。”
78 男孩問：“先⽣，我要問你⼀個問題。這個蘋果是甜的還是
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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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說：“我怎麽知道？我⼜没有吃。”
男孩說：“這正是我所想的，”就走了。

79 你若根本没有嘗過主恩，⼜怎麽能知道呢？當你從來没有
領受聖靈，你⼜如何知道他是真實的還是虚假的呢？你⼜如何
知道是不是有信⼼與能⼒呢？你若從未嘗過，你⼜如何知道是
不是有“那說不出來的满有榮光的⼤喜樂”呢？第六感官引領
你到那裏。第六感官向你宣告它。
80 没有任何知識的⼒量能帶給你那個。知識的⼒量會推理
說：“嗯，這是⼼理學。是這麽回事。是⼈們在感情⽤事。”
81 但當第六感官進來時，它拒絶所有那些東西，直接把⼈帶
到神的懐裏。“因為到神⾯前來的⼈必須信他是，且信他賞賜那
尋求他的⼈。”因着信！亞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
着信！所有這些⼈都是因着信！是第六感官⾏了這些事。第六
感官否認⼀切的病症，以及與神的道相違背的任何事，任何感
覺與情感。
82 有⼈說：“哦，我接受了代禱，但我⼀點也没有感覺到
好點。”
83 第六感官永遠不會對這種事靜默。它會說：“這是個謊⾔。
我感覺好多了。我正在好轉。神這樣說了，就解决了。阿們。
神如此說了。”第六感官只依靠神的道。
84 這個超級感官，超越於衆感官。它是個更偉⼤的感官。它
是信⼼。它是激發與驅動的⼒量。阿們。它使你去做你從未想
過你會去做的事情。它是第六感官，是超級感官。
85 有⼈為你禱告了。你說你⼀隻—⼀隻⼿癱了，有⼈為你禱
告了，你來這裏相信神要醫治你。牧師為你禱告了，你就回
去。⾁身的⽼我會說：“你没有感覺那隻⼿有什麽不⼀樣。你没
有⽐以前好轉。”但第六感官來了，說：“那是謊⾔。已經為你
禱告了，問題就解决了。”阿們。
86 就像有⼀次到我們聚會中的那個婦⼈。她們两⼈來參加聚
會。她們走過講台。她們看到了聖靈的辨别⼒。她們已—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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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得很厲害了。她們倆是真正的基督徒。⼀個上來，聖靈臨到
說：“你正受着胃病的折磨。”
她的臉發亮了。她說：“是真的。”

87 聖靈藉着我說：“是胃潰瘍。是因神經緊張引起的。你已
經被某個醫⽣檢查過。他說你不能……哦，他告訴你必須做⼿
術，把它切除。”
她說：“每⼀句話都是對的。”

88 看到她的信⼼很⼤，聖靈就說：“你叫某某小姐。你從某某
地區的什麽什麽地⽅來。”
她說：“没錯。”

89 這是怎麽回事？第六感官抓住了它。第六感官與聖靈並排
站着。聖靈在說話，第六感官就說：“阿們。”就是這樣。某些
事情就⼀定會發⽣。
90 當⾺⼤跑出去找到耶穌，她說：“主啊！”注意這第六感
官。“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你無論向神求
什麽，神也必給你。”這就是第六感官。
91 耶穌控制了⾃⼰的情緒，說：“復活在我，⽣命也在我。信
我的⼈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遠不死。
你信這話嗎？”
92 你要說什麽呢，還要推理嗎？⼀個死⼈躺在那裏，蟲⼦爬
满了全身。
93 但他剛剛說了，復活在他，⽣命也在他。那是神的道。第
六感官，超出了醫⽣的照顧能⼒，超出了科學研究的思想。違
抗這⼀切。違抗⼀切推理，丢棄它們。為什麽？這是在⾒證神
的道。“我是。不是‘我將是，我過去是’。而是我現在就是。復
活在我，⽣命也在我，”這個⼈。“信我的⼈，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94 她說：“主啊，是的，”第六感官，“我信你是神的兒⼦，就
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你兄弟⼀定會復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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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他們來到墳墓前。他們两⼈在⼀起，就⼀定要發⽣什麽事
了。那是超級感官，神站在⾯前，⼀定要發⽣⼀些事了。那感
官是超級感官，就是神。有什麽東西告訴了⾺⼤。她已經⾒過
他了。她認識他。她認得他就是那彌賽亞。她知道只要她能去
到他那裏，只要她能靠近他，將情况告訴他，只要聽到從他口
中出來的⼀個應許。那就是她所要的。當他說：“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信我的⼈，雖然死了，”那就是⾺⼤要聽的⼀切，是
她所要的。因為第六感官，超級感官，她的信⼼，驅使她承認
他，相信他。
96 這個婦⼈，當她離開講台，那是主如此說。“回家去吃東
西。耶穌基督醫治你了。”她回家了。
97 那天晚上，她的⼀個朋友，是她的鄰居，就在她後⾯三四
位。她的脖⼦上有個很⼤的瘤。她也上來，感到很興奮，因為
她的鄰居就要得到醫治，脱離那嚴重折磨她的胃潰瘍。這是
成千上萬個事例中的⼀個。那巨⼤的瘤⻑在她的脖⼦上，她上
來。我說：“⼈們⼀看就知道，你對⼀些事感到很⾼興。你很興
奮，因為坐在那邊的那婦⼈是你的鄰居。”這是聖靈！
98 她⼼想：“那⼈怎麽可能知道這事呢？⼀定是有什麽東西向
他啓⽰了這事。”
99 所以當聖靈說：“你在想着你脖⼦的事。”
“是的。”
“你相信它會離開嗎？”
“我相信，”她說：“我全⼼相信。”

100 我說：“主如此說。回家去接受你的醫治吧。”
101 屬⾁體的⼈往四周圍看看，並没有看到任何跡象。那有胃
潰瘍的婦⼈回到家，試着吃點東西，哦，她差點没死了。哦，
⾁身的⼈，⾁身的感覺宣布胃潰瘍仍然還在。
102 ⼀两個星期以後，她在鄰⾥走動，向她所有的鄰居和教會
裏的⼈作⾒證，說：“主已經醫治我了。”
他們問：“你現在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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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不能，不完全像我想的那樣。但是，”她說：“我已經得了
醫治，因他的鞭傷我已經得了醫治。”不管是什麽，她已經得
了醫治。
104 ⼀天早晨，孩⼦們上學去了，她感到特别餓。她站在那，
正站在窗邊洗碗。⼤約⼀年以後，她來參加另⼀個聚會。她正
洗着碗，她感到有種很奇怪的感覺臨到她。她⼼想：“怎麽回
事？我感覺好像要叫喊起來。”
105 她的丈夫告訴她說：“親愛的，請你不要再說那個醫治
了，”雖然他也是個基督徒，但他說：“因為這事，你引來了
⾮議。”
106 當你在⾒證他的道時怎麽會引來⾮議呢？你要是不為他作
⾒證，那才會引來⾮議呢。
他說：“若你已經得了醫治，那你就應該好了。”

107 她說：“那個⼈站在那，看着我的眼睛，將我的情况告訴
我，以及我所做過的事，我是誰，我從哪裏來。”她說：“當他
到講台時，我在那房⼦裏還不到⼗五分鐘。這⼈怎麽可能知道
那些呢？我⼀⽣從未⾒過他。他告訴我：‘主如此說。你痊癒
了。’”她⼜說：“直到我死了我也要相信。”她說：“無論如何我
要相信它。”因此她和她隔壁的姐妹，她的朋友，向神⽴了約，
那就是她們要持守這個信⼼。
108 那天早晨她感覺很奇怪。幾分鐘後她覺得餓了。孩⼦們剩
了⼀些燕⿆粥在盤⼦裏，她說平時她⼀吃燕⿆粥胃就會很難
受。若是有⼈曾經得過胃潰瘍，就會知道是怎麽回事。所以她
坐下，⽤勺⼦舀來吃了幾口。“哦，”她說：“我想我要為此付出
代價了，但總有⼀天我會好的。”但她發現她還是餓，她就把那
盤⼦裏剩下的全吃光了。她等了幾分鐘，看看會發⽣什麽事。
什麽也没發⽣，她覺得很好，還是餓。她⼜煎了幾個蛋，倒了
⼀杯咖啡，拿了些烤麵包，⾜吃⾜喝了⼀通。她能吃什麽就吃
什麽。她⼜繼續洗碗。半小時後，她⼜覺得餓。⼀點病的跡象
都没有了。
109 她戴上她的小帽⼦，跑上街，到她鄰居的家裏。當她進去
時，她聽⾒有叫喊聲，她想可能這家剛剛死了⼈。他們在⼤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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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來回走動。那個婦⼈早上睡到很晚才起來，正在找她脖
⼦上的腫瘤，那腫瘤已經在晚上消失了。這是怎麽回事？是神
在⼯作。
110 當我們在卡德爾教堂聚會時。有個殘疾男孩到那要求禱告。
你們許多⼈在那裏⾒過他。他們把他帶回到那個應急房。⽐
利帶我去到他那裏。他們三四個晚上都讓他到……教堂的講台
上。他没有得到禱告卡，所以他們把他放在應急房。我進去為
他禱告。我看着他。他說：“伯蘭罕先⽣，你能對我說⼀些安慰
的話嗎？”
我說：“可以，孩⼦。小兒⿇痹讓你成了這個樣⼦。”
他說：“是的。”

111 我說：“你的名字是某某。你來⾃某個地⽅。”
“是的，”他說。他說：“那麽我會得醫治嗎？”
我說：“因他的鞭傷你已經得了醫治。”

112 他回家去作⾒證，讚美神。他的鄰⾥說他引來了⾮議，甚
⾄在⼀個星期⽇，⼀群傳道⼈來了，在他身邊坐下，說：“你必
須停⽌那麽做。因着這事，你已經引來⾮議了。”
113 那個年輕⼈坐在那兒，說：“先⽣，如果你處在我的位置，
如果你坐在我坐的輪椅上，你就不會想要剝奪我在基督裏⾯得
到的最後⼀點希望。”說：“因他的鞭傷我已經得了醫治。”他剛
說完……他坐在那裏，⼿脚、身體、背部都癱瘓了。他話還没
說完，就從椅⼦上起來了，稱頌神。
114 這是什麽？他的天然感官說他要坐在那兒，醫⽣說只要他
還活着，他就要永遠坐在那兒。但第六感官說：“因他的鞭傷我
已經得了醫治。”他什麽也不⽤做……他丢棄了⼀切與神的道相
違背的東西。那就是第六感官要做的。
115 那個⽼約翰·雷恩，不是“萊恩”是“雷恩”。就是那個在
韋恩堡的瞎⼦乞丐，那天我們到了那裏，並在聚會中為他禱
告了。那就是鋼琴在無⼈彈奏的情况下奏出了“⾄⼤醫⽣現今
可近”的前⼀個晚上。他是個瞎⼦，是個天主教信徒。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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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隊伍中，我看着他。我說：“你的名字是某某某，是約翰·
雷恩。”
“是的。”
“你是街上的⼀個乞丐。你已經瞎了很多年了。”
“是的，没錯。”
“你信仰天主教。”
“是的。”

116 我說：“主如此說。你接受你的醫治吧。”
他說：“先⽣，謝謝你。”
我說：“感謝主才對。”
他說：“但我還是看不⾒啊。”
我說：“這跟醫治没有闗係。你已經得了醫治。”他說……

117 他下去了。他們幫助他離開講台。屬⾁體的⼈看不到任何
的跡象。那時他們什麽結果也没有看到。“哦，”說：“他還是像
以前⼀樣瞎。”
118 他的两個朋友⼜把他帶回來，排在禱告隊列中，⼜讓他上
來。霍華德讓他過去。當他⼜回來時，他說：“先⽣，你告訴
我，我已經得了醫治。”我說：“你告訴我你相信我。”
119 他說：“我確實相信你。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說：“你說
出了我⼀⽣的事。”他說：“我不知道要做什麽。”說：“有個坐
在後⾯那裏的婦⼈在做⾒證。她幾分鐘前還有甲狀腺腫⼤，但
現在它已經消失了。”
120 我說：“如果你相信我，為什麽對我還有疑問呢？我告訴你
的是神的道。”
121 他說：“先⽣，我該做些什麽呢？”我知道他是個天主教
徒，他總得要⼀些他可以抓得住的物質上的東西，我說：“你
只要不斷去作⾒證，‘因他的鞭傷我已經得了醫治’，並且讚
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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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這個⽼⼈，在接下來的两三個星期，他站在街上賣報紙。
他喊着：“號外！號外！讚美主！我得了醫治！號外！號外！讚
美主！我得了醫治！”
123 當他第⼆天晚上來聚會時，因着他，我幾乎都不能講道了。
他站起來喊叫：“⼤家都安靜！讚美主醫治了我！讚美主醫治了
我！”作為天主教徒，他不知道如何抓住信⼼，但他知道如果他
不斷地說，不斷地說，不斷地說，不斷地說，直到第六感官開
始⼯作為⽌。是的。“讚美主醫治了我！”
124 他站在街⾓上喊着：“讚美主醫治了我！號外！讚美主醫治
了我！”
125 他在街上⾏走。有⼈經過，說：“約翰，你好嗎？”
126“讚美主醫治了我！我很好。”他們就笑他，拿他取樂。
127 ⼤約聚會後两三個星期，有個小報童領他到理髪店去刮鬍
⼦。理髪師讓他坐在椅⼦上，給他臉上塗上泡沫。他說：“約
翰，”說：“我知道……”他⾃以為聰明，他說：“我知道當
那個神醫在這兒的時候，你去⾒了他……”［磁帶有空⽩—編
註。］“……這裏。”
他說：“是的，我去了。”

128 他說：“我聽說你得了醫治，”他只是在取笑他。
129 這個⽼⼈說：“是的。讚美主！他醫治了我！”他的眼睛就開
了。他從理髪的椅⼦上跳起來，脖⼦上還圍着毛⼱。理髪師想
拉住他，他⼿裏拿着剃鬚⼑，他們倆跑到了街上。為什麽？神
的道已經做⼯了。
130 小喬治婭·卡特躺在那裏，這事你們都知道。⼀些跟她親近
的⼈現在在這裏。她躺在那裏已經九年零⼋個⽉了，没辦法只
好在她身⼦底下放⼀張墊單讓她在上⾯⼤小便。她的體重只有
三⼗五磅。躺在印第安納州的⽶爾頓。
她的家⼈屬於⼀個教會……當我去那裏，在⽶爾頓浸信會

教堂主持聚會，為病⼈禱告時，那家教會宣布：“如果我們的會
衆有⼈參加那個瘋⼦的聚會，我們就要把他開除教籍。”她的⽗
親是教會的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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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但她有我的⼀本小書，叫《耶穌基督昨⽇、今⽇、⼀直到
永遠是⼀樣的》。⼀天下午，霍爾弟兄帶我到她那裏。她的
⺟親跑出屋去，不想與這事有什麽闗係。我進去為她禱告。我
說：“哦，那個奈爾姑娘是怎麽回事？”她知道有闗異象的事。
132 我說：“姐妹，那是個異象。我只能禱告。你要有信⼼。”那
個可憐的小傢伙被教導要反對醫治的事。
133 幾天後我站在那裏為⼈施浸。她在那裏哭。她說如果神醫
治她，她許諾要來奉耶穌基督的名再次受浸。
134 她的腿只有掃帚柄那麽粗。他們甚⾄不能把她放在便盆
上。她的⺟親，雖然還是個年輕的婦⼈，坐在那兒，身無分
⽂，頭髪已經變得灰⽩了，看着她的⼥兒躺在那兒⼀點⼀點
地死去。她⼥兒患了婦科的結核病，已經布满了全身。她的體
重只有三⼗七磅，我想是這樣，他們認為是這樣的。他們無法
把她抬⾼⼀點，來把便盆放在她下⾯。不得不在她下⾯放⼀
張橡膠墊單。九年零⼋個⽉她躺在那裏，甚⾄無法抬頭看看窗
外的樹。
135 有⼀天，我站在喬治·萊特家後⾯的⼭坡上，聖靈對我
說：“站起來。”我⼀看，有⼀道光照在⼀棵⼭茱萸樹上。
說：“往萊特家的路去……”應該說是“往卡特家的路去。”
136 當我到那兒時，主耶穌已經向她的⺟親顯明了我要來的跡
象。我走進房間，那個⼥孩正躺在床上，她虚弱得連痰杯都拿
不起來。她的⺟親幫她拿着。她“嗯”的⼀聲，試着把痰吐到
痰杯裏，她患了結核。我說：“喬治婭姐妹。半小時前神的兒
⼦耶穌基督在荒野那邊向我顯現，告訴我來這裏，按⼿在你身
上。主如此說。站起來。”
137 第六感官開始⼯作。⼀種能⼒臨到了那個⼥孩。三年裏
來，第⼀次……哦，是九年零—零⼋個⽉以來，她不曾站起
來。她跳了起來。跑到園⼦裏，祝福花草樹木和⼀切，再走
進去坐在鋼琴前，開始彈奏“有⼀⾎泉，⾎流盈满，流⾃以⾺
内利”。
為什麽？推理會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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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她⾃⼰做不到。我不知道。我永遠不會知道。只有神的能
⼒能把她扶起來。她的腿不是那麽的⼤⼜粗，闗節這裏，没⾒
過那麽細的腿，就像掃帚柄⼀樣。那件事已經有⼗⼆年或⼗四
年了，今天她健壯地在服侍主耶穌。
139 這是什麽？頭⼀次，看起來像什麽事情也没有發⽣，推理
會說根本不可能發⽣。但是，弟兄們，她持守神的話。如果神
能醫治在撒冷的那個殘疾的小⼥孩，那位奈爾姑娘，她殘疾
癱瘓，她的⼿臂像那樣下垂，神能醫治那個⼥孩，神也能醫治
她。她相信。
140 霍爾弟兄躺在那裏，因癌症快要死了。就是帶我去到那兒
的同⼀個⼈。他在⽶爾頓的醫⽣送他到新阿爾巴尼的醫⽣那
裏，就是聖愛德華茲醫院的醫⽣。我忘了……我的孩⼦是他
接⽣的；他是個很好的⼈，很好的醫⽣。他為他作了檢查。他
說：“是癌症。”他對⽶爾頓的布朗醫⽣說：“他就要死了。”
布朗醫⽣說：“我也是這麽認為的。”

141 ⼜把他接到他妹妹那裏，是柯普先⽣的⼀個—⼀個親戚，過
去是城裏的法官。當他到了那裏，他說：“在他死之前，就把他
放在這兒吧。”
142 他們派⼈請我去。幾天後，我與我妻⼦到了那裏。我們為
霍爾弟兄禱告。我愛他。是我帶他接受基督的。他越來越虚
弱，他連⼿都動不了了。
霍爾太太說：“⽐爾，你能做點什麽嗎？”

143 我說：“霍爾姐妹，我什麽也不知道。我没有從主那裏聽到
⼀句話。我們已經……”我說：“我想讓我的醫⽣來看看他。”
她說：“你的醫⽣是誰？”
我說：“是⼭姆·阿戴爾醫⽣。”

144 我打電話給⼭姆。⼭姆說：“我只能做⼀件事，⽐爾，我
可以送他到路易斯維爾，去拍Ｘ光等等。”他說：“我會把
報告給你的。”他們就派⼀輛救護⾞來載他去，之後再把他
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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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姆打電話叫我過去，說：“⽐爾，他得了肝癌。我們没辦
法把他的肝切去，讓他活着。”他說：“他是個傳道⼈，他現在
應該不在乎了。你倒不如告訴他他要死了。”
146 我說：“⼭姆，他是已經凖備好要走了。但問題是，我不願
看到他走。他是我的弟兄，我愛他。”
我⼼想：“神啊，為我做些事情吧。”

147 那天清晨我出去打松⿏。我往外看，那時天還没亮，院⼦
裏也没有⼈。我拿起來福槍，走出房⼦。在牆上掛着⼀個乾癟
的蘋果。我⼼想：“美達為什麽把它掛在牆上？”我再看，⼜是
⼀個，⼜是⼀個，直到有六個掛在那。我摘下帽⼦，跪在地板
上。我看着那兒，⼀個巨⼤而美麗的蘋果出現了，吃了那六個
蘋果。我看到，在那上⾯的是那道同樣的光（就是在那照⽚上
的）⽴在那，旋轉着。他說：“起來。去告訴霍爾先⽣，‘主如
此說，他不會死，他會活着。’”
148 我下去告訴他。他並没有什麽好轉，但他相信。他持守着。
看起來似乎没有什麽好轉。⼀天過去了，還是那樣。两天過去
了，没有什麽好轉。在第三天，就開始不⼀樣了。許多年過去
了，今天他還活着。
149 我注意到坐在這裏的韋弗太太，如果我没有弄錯，在瑪吉·
摩根得醫治後，她的⼥兒過來，我去了那裏⼀趟，那個婦⼈什
麽也做不了了，幾個小時之内她就會死。他們只能給她打⼀两
針，只能做這些。她做了婦科⼿術，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她的脊
椎了。⼿術時它們已經擴散了。他們不能再為這個婦⼈做什麽
了。我想與她談談神的醫治。
150 但她說：“先⽣，你是主神的傳道⼈，我不配讓你來到我的
家。”她認為⾃⼰不值得⼀個傳道⼈來看她。她說：“我過着
那樣的⽣活。我跳舞。我做了我不應該做的事。我說髒話之類
的。”她告訴我她的罪。她說：“我不配。”
151 我看到她找對⽅向了。在第六感官，也就是超級感官做⼯
前，她必須先讓基督進來這裏。
152 我們跪下來。我對她講到“你的罪雖像朱紅。”於是她就將
⽣命交給了主耶穌基督。當她這樣做了以後，她說：“哦，我感



曉諭之道

到如此不同。有些事發⽣在我身上。有些事發⽣在我身上了。
我想跟你們⼤家握⼿。”
153 就在那時我往外看，我看到她在⼀個異象中，走到房⼦後
⾯的雞籠。我說：“韋弗太太，主神如此說，你會走到那個雞籠
去，你會活下去。”
154 按她所感覺到的，她根本不能走動；癌症已經吞噬了她。
按醫⽣所說的，她根本不能走動；她快要死了。我想，已經⼗
四、五年了，韋弗太太，是嗎？［韋弗太太說：“⼗四年。”—
編註。］⼗四年了。當她還病着時，她掙扎着來到這個教堂，
看起來她不能從床上起來，那麽瘦巴巴的胳膊，因為她向神許
諾，她要來奉耶穌的名受浸。我們把她從輪椅上抬下來，⼤概
就是在那裏，⼀張輪椅，把她放在⽔池中，奉耶穌的名為她施
浸。今晚她就坐在那裏。如果你想看看⼀個健康的⼈，就看看
她吧。為什麽？把推理、科學研究、所有别的事情都丢棄，因
為第六感官要做⼯。就是那樣。
155 看，讓我再說⼀個，就⼀分鐘。有⼀次耶穌經過⼀棵樹下，
是棵無花果樹。他看看無花果樹。現在請不要錯過這點。他看
着無花果樹，樹上没有無花果。他說……他咒詛那棵樹說：“從
今以後，永没有⼈吃你的果⼦了。”
156 ⾨徒看看，樹還像以前⼀樣。⼀小時以後它看上去還是⼀
樣。神從没有裂開地⾯，把它吞下去。神没有從天上差遣⼀
個叉狀閃電把它燒成炭。他能這麽做。他肯定能。但他没有
這樣做。
157 發⽣了什麽事呢？樹已經被咒詛了。神的信⼼抵擋那棵樹
的⽣命。你看不到外表有任何的改變。但是在地的下⾯，在樹
的根部，死已經進⼊了。它被咒詛了。第六感官抵擋它。它必
須得死。它從根部開始死。
158 同樣的事情也發⽣在癌症上。同樣的事情發⽣在腫瘤上。
同樣的事情發⽣在任何的疾病上，當主神第六感官的能⼒起
來抵擋它時。他說：“撒但，從那裏⾯出來。”你可能没有看
到身體上⽴刻有任何的變化，但是你的信⼼卻照樣持守着。它
已經被咒詛了。第六感官，超級感官不會鬆懈下來。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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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你感覺如何，你看上去如何，你如何⾏動。它與這些没有
半點闗係。神的道已經發⽣功效。第六感官持守它。就是這
樣。她去⼯作了，癌症開始變小。它從根部死去，它離開了。
肯定的。
159 因這同樣有⼒的第六感官，滅了敵國，越過了⼀個⼀個
的城牆。
160 因着這第六感官，紅海分開，成了乾地，讓神的兒⼥
們過去。
161 因着同樣的第六感官，參孫違抗那⼀千個穿着盔甲，拿着
⼑槍的⾮利⼠⼈。他没有東西可以防衛⾃⼰，只有⼀根野驢
的腮⾻。那第六感官開始做⼯，他就撃殺了⼀千⾮利⼠⼈。哈
利路亞！
162 因這第六感官，死⼈復活了。因這第六感官，⾏了⼤能
的神跡。
163 曾經臨到地球的最⼤⼒量，就是這個超級感官，被稱為是
第六感官。與這下⾯的毫無闗係。如果這地上的對神的道宣
告說：“阿們”，那很好，你們是在繼續前進。但不管這個做
了什麽，要相信那個。那才是⼒量的所在，“如果你⼼裏相
信。”你的第五個感官，你的思考在你的頭腦裏，但你的第
六感官在你的⼼裏。你⽤你的⼼去相信。藉着口承認。你⽤
你的⼼去相信，是的，先⽣，那個第六感官，那個⼤有能⼒
的⼒量。
164 聽着。因為那個第六感官，有位先知被扔進了獅⼦坑。因
着第六感官，獅⼦不能吃但以理。它們不能吃他。因為那個第
六感官，超級感官，它們不能靠近他。
165 因着同樣的第六感官，三個希伯來少年被扔進了烈⽕的窯
中，他們違抗窯中的⽕焰。這就是那第六感官！所有的推理
都證明，他們還不等被丢進⽕窯，就都已經被燒死，但那第六
感官保守他們在裏⾯待了两、三個小時。當他們打開窯⾨時，
他們看⾒有⼀位看上去像神⼦的站在他們中間。那就是第六感
官。烈⽕不能燒死他們。是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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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有⼀次，是同樣的第六感官，使徒彼得躺在監獄中，他們
打算第⼆天把他殺了，在約翰·⾺可的家中，他們有⼀個禱告
會。那第六感官開始聚在監獄的周圍，他被禱告覆蓋了。第六
感官在⼯作。⽕柱從窗⼦進來，拍醒彼得，說：“起來，離開這
裏。”這就是第六感官！
167 當那小船浸了⽔時，是第六感官不讓聖徒保羅被淹死在⼤
海中。是第六感官使他没有被淹死，那超級感官。是第六感
官，當蛇咬了他的⼿時，他把它甩到⽕中。是第六感官⾏了
這些事。
168 在耶穌基督被埋在墳墓裏後，是第六感官使他從死裏復活，
因為他相信神的道。他說：“你們毁壊這殿，我要在第三⽇重
建。因為⼤衛說：‘我必不叫我的聖者⾒朽壊，也不將他的靈魂
撇在陰間。’”是那超級感官。丢棄這些感官的推理。相信那超
級感官，就是耶穌基督所給的信⼼的感官。
169 因着同樣的感官，神在没有任何東西時說出他的話。那感
官是什麽？那超級感官是神，神的信⼼在你裏⾯，神的⼀部分
進到你裏⾯，給你超級感官。因着同樣的超級感官，神⽤⾮顯
然之物造了世界。他說出他的話並相信他的話，世界就出現
了。榮耀啊！
170 第六感官，超級感官，神啊，把它傾倒在我身上。給我和
每個需要它的⼈。主啊，把你的第六感官傾倒給我。主啊，我
願意交出這五個感官，我⾃⼰的知識與想法，丢棄所有的推
理。你的話是真理，⼈的話是虚謊的。每個推理，每個疑惑，
都要丢棄，讓我順從超級感官，就是聖靈的感官而⾏。
171 你們想要那樣嗎？那才是我們想要的。神祝福你，朋友們。
這才是你需要的。超級感官會祈求某事，並知道神會給下它。
它被說服了。“因為到神⾯前的⼈必須信他是，且信他賞賜那尋
求他的⼈。”
172 如果第六感官說：“神保守他的話。我將⾃⼰交給他。我把
我的⼀切都交託給他。我的感官說它要成就，我的信⼼在於神
的道。”那麽就將任何别的東西，就是把與神的道相違背的東
西，當作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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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亞伯拉罕遇⾒神，神說：“你要從撒拉得⼀個兒⼦。”他
七⼗五歲，撒拉也六⼗五歲了。亞伯拉罕當所有……與此相違
背的事，都不存在。他⽣活得好像他看⾒了神⼀樣，而且他—
他相信。
174 他稱那說他不能的，任何的推理，别的東西……醫⽣可能
說：“嗯，亞伯拉罕，你太⽼了，不可能有這事。”醫⽣說的，
别⼈說的，他⾃⼰的想法說的，或其它任何東西說的都不重
要。神是對的，他就持守它。
175 這就是第六感官，超級感官。“神啊，把它給我。神啊，讓
我有更多的信⼼，”來服侍他的⼦⺠，這是我的禱告。
176 今天上午，當那位⺟親帶她那紅髪的小孩來，站在這裏，
眼淚順着她的臉頰流下來。我說：“姐妹，出了什麽事？”
177 她說：“伯蘭罕弟兄，這孩⼦得了⽩⾎病。”
我感到有某樣東西升了起來。哦！“他是我們患難時隨時的

幫助。”
178 不久前，⽐利和我在路上開⾞。幾個⿊⼈從路上開來，他
們開得⾮常快。他們擦撞到⼀輛⾞，⾞就翻了幾個滾，幾個男
孩都被摔在路上。其中⼀個小傢伙後背被壓在⾞下⾯，動彈不
了。那些孩⼦們跳過來，想要把⾞搬開。他說：“哦，請不要那
樣！我的後背要斷了！不要！你們會要了我的命的！你們會要
了我的命！不要那樣做！”
179 他們說：“哦，我們必須得把⾞挪開。⾞要起⽕了。”
180 他說：“讓……不要動它。你們會把我壓扁的！不要那樣
做！不要啊！”
我對着⾞底下⼤喊着說：“孩⼦，你是基督徒嗎？”
他說：“先⽣，我不是。”
我說：“你最好禱告吧。”
他說：“是的，先⽣。”

181 第六感官就開始⼯作了。我走到⾞後⾯。我只有到了審判
的時候才會知道這是什麽回事。但突然間，⾞⼦翻了過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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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他。［伯蘭罕弟兄打了個響指—編註。］他就跳起來，什麽事
也没有。是怎麽回事？“我們患難時隨時的幫助。”
182 我們正從⼀個地⽅下來……⼀個年輕的⿊⼈⼥⼠在路上開
⾞，是⼀輛新的普利茅斯牌汽⾞，⼤概只有四百英⾥的⾥程。
她⾞開得很快。我看到這輛⾞。它的曲軸都撞進了樹裏⾯。⽐
利和我把⾞停下。我們前⾯的路本來有積雪，很滑，但那時
地已經乾了。那個⼥孩……那時明尼蘇達州颳着⼤⾵，就把⾞
都給颳偏了。⽐利，你記得這件事。我跑到她那裏。她坐在那
裏。她說：“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們叫來救護⾞。
183 救護⾞來了，但是救護⾞的後箱已經有⼀個死⼈躺在那裏
了。他們說：“我們不能帶她。”
184 因此⼀個農夫說：“好，趕快派别的⾞來。這個婦⼈要
死了。”
我走過去。我說：“⼥⼠，等⼀會兒。”

185 她說：“哦，不要碰我，先⽣。不要碰我。我的後背！”
186 我說：“⼥⼠，你是基督徒嗎？”她看着我。我說：“我是福
⾳傳道⼈。如果你要死了，你與神之間的闗係如何呢？”
她說：“先⽣，我現在就想和好。”

187 第六感官就在⼯作。神的能⼒降下來。不需要任何⼈的幫
助，她就從⾞裏走了出來。神隨時的⼒量，“我們患難時隨時的
幫助。”
188 我們因信而⾏。我們因信得⽣。“義⼈必因信得⽣。”我們必
須那樣⽣活。多少⼈想要擁有更多的第六感官，超級感官？
讓我們低頭禱告。

189 寶貴的主，我們的神，我們的⽗，你對我們如此恩慈。你
給我們五個感官，讓我們可以在地上⽣活⾏走，去—去觸摸這
個世界。我們可以⽤我們的⼿去感覺那些可—可觸摸的東西，
那些有形的東西。你給我們聽⼒，讓我們能聽⾒。我們對此⾮
常⾼興，我們能聽⾒神的話，因為“信⼼是從聽道來的，聽神
的道。”主啊，我們為有這六個感官而⾮常感激。願我們⼀⽣⼀
世都能保守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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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但這第六個感官，信⼼的感官，它是屬於信徒的，因為他
要⽤這個感官來相信。主啊，給我們更多。哦，主啊，潔淨我
們，試驗我們，⽤你的恩慈與能⼒充满我們。讓我們⼀⽣⼀世
靠第六感官⾏走，靠信⼼的感官⾏走，那是唯有耶穌基督才能
給我們的。那就是我們所祈求的，願我們相信我們已經接受了
它，⼼裏没有疑惑，你應許這事⼀定會成就。
191 主啊，這些把⼿舉起來的⼈們，我為他們禱告。他們有需
要。你知道那些需要是什麽。我祈求你讓他們每個⼈所求的事
都成就。願他們的願望得以實現。我奉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相信⽗，相信⼦，
相信聖靈，這三者是⼀位；
魔⿁在顫抖，罪⼈要醒來；
對耶和華的信⼼會震動萬物。

192 你們以前聽過嗎？現在，暫時先不要⾳樂…？…
相信⽗，相信⼦，
相信聖靈，這三者是⼀位；
魔⿁在顫抖，罪⼈要醒來；
對耶和華的信⼼要震動萬物。

193 是的。哦！寶貴的信⼼！寶貴榮耀的信⼼！神啊，給我信
⼼。“亞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亞伯因着信，獻祭與神，
⽐該隱所獻的更美；他雖然死了，仍舊⾒證。”哦，我們多麽
需要信⼼！我愛他。我要更多的信⼼。我今⽣的願望，以及
即將到來的新的⼀年的願望，都是對神更有信⼼。神啊，若
我⼼裏有出現任何疑惑，就把它除去。撒但攻撃我，他攻撃
你，他竭⼒發射他的毒箭。願我有信⼼的盾牌在我前⾯，抵
擋魔⿁的詭計，打掉他熾熱的⾶鏢，這是我真誠的禱告。神祝
福你們。
194 内維爾弟兄，你有什麽話要說嗎？［内維爾弟兄說：“没有，
只是再做⼀些宣布而已。”—編註。］那你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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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瑪利安·伯蘭罕弟兄的這篇信息，原稿是 年 ⽉ ⽇星期⽇晚上，在美國
印第安納州傑弗遜維爾的伯蘭罕堂以英⽂傳講的。英⽂信息是摘⾃錄⾳帶，未做任何
增删改動，印刷成書⾯信息。這篇中⽂翻譯是由神之聲錄⾳機構印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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