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確信神

 它是這樣寫的：
基列寄居的……提斯⽐⼈以利亞對亞哈說：“我指着
所事奉永⽣耶和華—以⾊列的神起誓，這三年我若不
禱告，必不降露，不下⾬。”
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說：
“你離開這裏往東去，藏在約旦河東邊的基⽴—基⽴
溪旁（我是說）。
你要喝那溪裏的⽔，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裏供養你…
…”
於是以利亞照着耶和華的話，去住在約旦河東的基⽴
溪旁。
烏鴉早晚給他叼餅和⾁來，他也喝那溪裏的⽔。
過了些⽇⼦，溪⽔就乾了，因為⾬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
“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裏；我已吩咐那
裏的⼀個寡婦供養你。”
以利亞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有⼀個寡婦
在那裏撿柴，以利亞呼叫她說：“求你⽤器⽫取點⽔來
給我喝。”
她去取⽔的時候，以利亞⼜呼叫她說：“也求你拿點
餅來給我。”
她說：“我指着永⽣耶和華—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餅，
罈内只有⼀把麵，瓶裏只有⼀點油。我現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為我和我兒⼦做餅，我們吃了，死就死吧。”
以利亞對她說：“不要懼怕。可以照你所說的去做吧，
只要先為我做⼀個小餅拿來給我，然後為你和……你
的兒⼦做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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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和華—以⾊列的神如此說：‘罈内的麵必不減
少，瓶裏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降在地上的
⽇⼦。’”
婦⼈就照以利亞的話去⾏。她和她家中的⼈並以利
亞，吃了許多⽇⼦。
罈内的麵果不減少，瓶裏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華
藉以利亞所說的話。
就在出國之前，我選擇了這樣的⼀個主題，來作今天上午

的講道：確信神。
2 現在，主啊，當你的道傳出去時，請祝福它，並願聖靈捕
捉我們的思想和想法，叫我們為他的到來做好凖備，因為我
們已經祈求他來。因為我們到主的家裏來，不是為了被⼈看
⾒，也不是要看别⼈，而是要學習闗於你的事，知道你的本
性、你的道路和你的⽬的，使我們因為確信神所以能够很有把
握地⾯對⽣活中的問題。主啊，請應允我們。我們奉耶穌的名
求。阿們。
3 那⼀定是個可怕的早晨。天氣炎熱，塵⼟⾶揚，⼈們在街
上挨餓，⼤地熱得要燒起來。這⼀切都反映了他們的罪和道
德敗壊。
4 你看，亞哈當時統—統治着以⾊列，或者說做以作⾊列的
王，而他是以⾊列所有國王中最邪惡的。没有⼀個國王像亞哈
那樣邪惡，因為他被教導過了，也很了解這些事情，可是卻不
斷地在他所做的⼀切事情上使神不⾼興。雖然他有⼀個強⼤的
軍事體系，⼈⺠在他的統治下變得⾮常富裕，但是你不能使神
不⾼興，還期望可以⻑期這樣混過去。
5 然後，在他的婚禮上，他没有娶⾃⼰的族⼈，而是去娶了
⼀個罪⼈，⼀個拜偶像的⼈，崇拜偶像的⼈。他娶了耶洗别。
而她不是⼀個信徒。
6 在任何情况下，信徒都不應該與不信者結婚。應該始終與
信徒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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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但亞哈卻做了這件惡事。毫無疑問，耶洗别是⼀個美麗的
⼥⼈。他為她的外表而傾倒，而不是為她的本質而傾倒。直到
今天還有很多⼈犯同樣的錯誤。
8 她把偶像崇拜帶進國家和⼈⺠中。⼈⺠、祭司和他們的⼤
⾂都成為這個巨⼤的⺠衆需求的受害者。
9 而這正是我們國家今天的寫照。我們都受到⺠衆需求的影
響。毫無疑問，祭司們認為只要政府同意就没問題了。但我不
在乎政府同意什麽，必須是神同意的才⾏。⼈們認為他們參與
⼀些世俗的事情，那是没什麽問題的。
10 也許有⼈會要求我收回我剛才所說的，說這很可能是今天
的寫照。我們也許不認為我們是偶像崇拜者，但我們是。而政
府也⽀持這⼀點。今天的⼈們是偶像崇拜者，因為他們—他們
崇拜偶像。有些⼈崇拜電影明星作為偶像。有些⼈崇拜⾦錢作
為偶像。有些⼈崇拜電視明星作為偶像。所有那些讓你把它看
得⽐神更重要的東西，就是⼀個偶像，不管那是什麽。
11 就連我們的⼤對⼿撒但也是如此聰明，有時他甚⾄讓⼈把
教會看得⽐神更為重要。你可能有⼀個偉⼤的教會。它可能是
⼀棟偉⼤的建築物，也可能是⼀個⼤的教派。此外，它也可能
是⼀⼤群的會衆，但在你的⼼裏，不要把任何東西看得⽐神更
重要。任何⽐神重要的東西，都是⼀個偶像。
12 這些⼈知道⾃⼰已經不像以前在其他國王的統治下那樣的
屬靈了。他們因為⾃⼰是⼀個宗教國家，就認為⼀切都没什麽
問題。我們也是這樣走到那⼀步的。
13 幾個⽉前，我和⼀個很好的朋友聊天。他說：“伯蘭罕弟
兄，我認為你把這個美國看得太緊了。”他說：“你總是對罪惡
咆哮，說神將如何懲罰這個國家。”
14 我說：“神必須這樣做，以⽰公正。”
他說：“但是，伯蘭罕弟兄，你忘記這個國家是根據聖經建

⽴的。我們的祖先來到這裏，神給我們這個遺産。我們是⼀個
宗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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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說：“你說的⼀切都是真的。没有⼈知道我有多麽感激這
個國家！但是聽着，我的弟兄，以⾊列也是神所揀選的，神派
了先知和偉⼈到她那裏去。但是神不能容忍罪。他讓以⾊列⾃
⾷其果。如果他讓以⾊列⾃⾷其果，他也會讓我們⾃⾷其果。
神是不偏袒任何⼈的。”
16 而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認為因為我們依靠我們的祖
先所做的，或者依靠我們教會的偉⼤創始⼈，他們對神的偉⼤
犧牲，這都是很好的，感激不盡，但我們不能從他們的所作所
為中得到救贖！救恩是每個⼈與神之間的個⼈事務。不是與我
們的國家，與我們的教會，而是我們⾃⼰來到神的⾯前，我們
要負責。
17 我們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直到在我們最屬靈的⼈中
間，你去找屬靈的男⼈和⼥⼈，你會發現他們的⼼裏缺少了某
樣東西。
18 我們⼀直，在過去幾週裏我⼀直在仔細察看⼀些事情，在
那些我認為是核⼼的⼈中，卻發現他們把重點放在世俗的東西
上，到處說：“神給我最⼤的某某東西。神給……”你是在虚
張聲勢。
19 偉⼤的物質事物並不總是出於神的旨意。神讓⾬落在義⼈
和不義的⼈身上。但今天世界需要的不是虚張聲勢的信⼼，試
圖把⾃⼰虚張聲勢的東西，稱之為屬靈。
20 有時信⼼會⾏⼤神跡，卻仍不是從屬靈的⼼裏來的。我們
的主不是說：“那⽇必有許多⼈到我這裏來，說：‘我不是奉
你的名作這作那了嗎？’我要向他們承認：‘你們這些作惡
的⼈，離開我去吧。’”什麽是作惡？就是你知道要做正確的
事，卻不去做。他會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我們正⽣活在
那⼀天。
21 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很多物質上的東西。我們有這些。我
們不需要更⼤的教會。我們不需要更⼤群的會衆。我們不需要
上更多的廣播和電視節⽬。我們不需要這麽多的這些東西。但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要屬靈，是⼀個⼈能在神⾯前謙卑⾃⼰，即
使他們没有⼀⽂錢，也要祈禱，直到他們内在的靈對神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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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感到满⾜，在他們内⼼有了復興，改變他們的態度和⽣活
的氛圍。
22 你可能脚上没有⼀雙鞋，你可能穿得破破爛爛，但你⼼
裏有東西在唱着神的旋律。我寜願擁有它，而不是世界上所
有的錢。
23 所以你不能說⾃然的東西就⼀定代表那是神的祝福。⼤衛
對主說，他看⾒惡⼈……像⼀棵⼤青翠樹在本⼟⽣發。但是神
問他：“你有没有考慮過他的結局？”不管我們穿多好的⾐服，
吃多少東西，那都不是進⼊神的同在的東西。我們居住的這個
身體，不管怎麽照顧，都會滅亡。但⼈裏⾯的魂才是重點；闗
鍵在於靈是以怎樣的狀况進⼊永⽣神的同在。
24 但我們把事情看成是理所當然的。我們認為，就因為我們
是⼀個國家……在那個時代的亞哈和所有的以⾊列⼈，都認為
這些是理所當然的，⼀切都很好。他們的祭司和傳教⼠試圖告
訴他們：“⼀切都很好。⼀切順利。”但他們有⼀個⼈，他⼤聲
疾呼反對錯誤的事情，因為這個⼈知道，聖潔的神不能满⾜於
⼀個不聖潔的宗教的流⾏趨勢。
25 天上的神今天仍然没變。在我們所有的努⼒和我們要做的
⼤事情中，除了在神⾯前有個完全聖潔的⽣活之外，神永遠不
會感到满意的。
26 我們可能會建⽴學校、聖殿和教堂。我們可能會有組織。
我們可能會做偉⼤的事情，但神不會满意，直到⼈的魂在神的
祭壇上成為聖潔的，為神的⼯作獻身。現今你再也看不到那樣
的事了。
27 你看到我們的禱告聚會是如此軟弱無⼒，只禱告了⼀分鐘，
就跳到床上去了。我們發現這種情况每天⼤約發⽣⼀两次。我
們所有的⼈都有罪。我們的國家，在道德上正在敗壊。我們到
處都有葛培理和奧羅·羅伯特。但除⾮美國⼼中有⼀種渴求，能
讓它再次回到永⽣神⾯前，讓它有親身經歴，對永⽣神堅信不
移，否則那就像⼈所說的，我們只是在絞盡腦汁而已。
28 我們可能挺起胸膛，把⾐領翻到後⾯，走在街上，並渴望
被稱為“博⼠”或“牧師”。我們可能牧養這⽚⼟地上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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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我們也可能是那麽的虔誠，以⾄於没有⼈可以指責我們的
⽣活。但直到我們裏⾯的那個魂為神熱⼼，直到那裏⾯的東西
渴望神！“神啊，我的⼼渴慕你，如⿅切慕溪⽔。”直到我們有
了那種經歴！
29 因此，共産主義等將在他們所做的事上取得進展，而我們
所能做的⼀切聯合都無法阻⽌它。它已經被預⾔會發⽣的。但
神正在呼召他的教會。
30 這個⼥⼈⼀定有以利亞的⽔平！因為，通常你的⾏為顯⽰
你是什麽。而且她⼜被選來招待神的先知。記住，她是個外邦
⼈，不是猶太⼈。
31 整⽚⼤地都很熱。毫無疑問，這個⼥⼈具有那個⽔平，屬
於信徒類型……因為我們看到，如果她不是⼀個配得招待神的
先知的⼈，神就不會召喚她。因為他絶不會派他的先知去到⼀
個不配的家庭裏。
32 這不是他的選擇。是神的選擇。不是她叫他來的。是神叫
他去的。他被安置在⼀條小溪邊。烏鴉在供養他。但這是神的
命令，要讓某些事情發⽣。神肯定會去找⼀個與以利亞有同樣
本性的信徒。
33 她是⼀個寡婦。我們都知道她這個寡婦經歴了什麽，她的
丈夫死了，還有⼀個小男孩要撫養。
34 在那個國家裏，他們依靠他們的莊稼。他們没有像我們今
天這樣的企業和—和國防設備。他們依靠他們的莊稼。因為⼈
們作惡，他們的道德敗壊，給⼟地帶來了乾旱，他們都在饑餓
和死亡中。
35 然後我們發現，毫無疑問，她每天晚上都祈禱⼀整夜，因
為她開始看到那罈内的麵在減少，變得越來越少。應該是到
了⼀個地步，直到罈内連⼀杯麵都没有了。她只有⼀把麵。死
亡正要進⼊⼤⾨了，就在她家⾨前。因為没有辦法得到更多麵
了。整個國家都在挨餓。
36 而在小容器裏的油也只剩下⼀勺了。在她和死亡之間，只
有那麽多的油和那麽多的麵。她的禱告⼀定是⾮常真誠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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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樣的事情發⽣在你的家裏，我們就會⽐今天早上更真誠，
當我們知道死亡就在⾨口時。
37 我相信，也許我們會認為，也許是這樣的，她整晚都在祈
禱，為了多解决⼀天。她的小男孩⼤約三或四歲，她看到他蒼
⽩的嘴唇。她看到她⾃⼰的⾻頭在變瘦，因為身上肌⾁在消
失。當這位⺟親看着這些事情發⽣時，那⼀定是⼀件很可怕的
事情。然而，她在神⾯前雙⼿合⼗，⽇夜禱告，“現在我們只剩
下⼀把麵和⼀勺油了。”
38 你知道，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你們不再聽到我
講道的話，願神讓你們每⼀個⼈牢記這⼀點。讓這成為⼀個信
息。這很奇怪，最奇怪的是，有時神以那種⽅式做事。
39 你知道，當我們承認了我們的罪，满⾜了神所要求的每⼀
個條件……我們相信了神。有⼀個條件必須满⾜，那就是要按
照他的旨意。我們已經承認了我們的罪，我們把我們所做的所
有錯誤都改正了，做了我們知道該怎麽做的⼀切。神所提出或
期望的每個要求，我們都達到了那個要求，但神卻保持沉默。
他就是不回應我們。
40 我相信今天早上我是在對那些經歴過這個的⼈說話。我⾃
⼰也經歴過很多次。當我回過頭來追溯我的⽣活，翻開每⼀塊
⽯頭，發現我做錯了什麽，我就會去認罪，說：“主啊，我會
把它糾正過來，”然後去這樣做。然後再回來說：“現在，主
啊，你是神，你會回應我。我確實满⾜了你要求我做的每⼀個
要求。每⼀個要求，我都满⾜了。”但他還是不動，似乎是沉默
不語，就是在那種時刻你要確定他是神。不要灰⼼。唯⼀要做
的是，你的⼼裏要確信神。
41 我的主題。⾸先，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要確信。在你的
⼼裏要確信那是神。當你满⾜了他所說的⼀切，那麽你就確信
他是神，這時信⼼就開始⼯作了，就在那裏。信⼼站穩了，因
為它知道他是。
42 而你满⾜了每⼀個要求。你相信他是，信⼼就穩定了。哦，
他的名是配得稱頌的！信⼼不會動搖，因為它確信神是，並且
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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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伯蘭罕堂，願這句話深⼊你的⼼，永遠不離開你。如果你
已經满⾜了神的要求，在你⼼裏相信他是，神只是在考驗你的
信⼼，因為他喜歡那樣做。你已經認罪，你已經满⾜了神所要
求的每⼀個條件，但他仍然保持沉默，記住，信⼼說他是。然
後信⼼堅守，不知道這⼀切是怎麽回事，但它知道他是，而且
確信他是。
44 然後，記住，如果他是，他的話語就必須是真的。如果他
要求你满⾜這些條件，而你做到了，他就有義務對他的道負
責。不要退縮，說：“哦，我從來没有得到醫治。我……”哦，
你這可憐的、軟弱的信⼼。不要相信那個。如果⼀切都承認
了，⼀切都說出來了，你達到了神的要求，信⼼就會堅持在那
裏。没有什麽可以動搖它。他是，而且你很肯定這點。“那等候
耶和華的，必從新得⼒；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
困倦；⾏走卻不疲乏。”
45 當你满⾜了他的要求，就等候吧。那就把你的信⼼帶到了
⼀個攤牌的時候。如果你已經满⾜了……神的要求已經被做到
了，或者說被满⾜了，而且你已經充分考慮過了，你已經做了
神要求你做的⼀切，那麽你的信⼼就以那個為基礎，相信他就
是。要確信神。
46 你知道，神喜歡測試我們。他喜歡看你信⼼的反應。你們
知道嗎？神喜歡看你的反應。當你說：“主啊，我相信你。你
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你是醫治者。我相信你是賜予聖靈的⼈。
你是神，會把我所要求的東西賜予我。”然後當你承認你所有
的罪，向神承諾如果他讓你康復，你會做什麽，然後因為它没
有發⽣，你就像個懦夫⼀樣跑到某個地⽅去。神不能使⽤那種
⼈。他没有辦法使⽤你。他没有辦法回應你，因為他只憑信⼼
回應。然後，突然間，你走了，他也不能回應。但真正的、真
實的信⼼會站在那裏，確信神是。要確信他是。
47 如果神要求做這件事，承認你的罪等等，而你已經做了，
信⼼說他是，那麽事情就肯定會發⽣。你的要求必須獲得批
凖。哦，我—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那點。如果你對神有把握，神
對他的道也有把握。他只是在等着考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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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做了很多次。讓我們來講⼀两個案例。
48 讓我們來想想希伯來⼈。他們並没有向偶像跪拜。神對他
們有信⼼。當他們聽說⾃⼰必須要去⽕窯的時候，他們說：“我
們的神能够把我們從這個⽕窯裏救出來。但如果他不這樣做，
我們也不會向你們的任何偶像跪拜。”瞧，他們對神很有信⼼
和把握。
49 他們知道他是耶和華。他們知道他回應禱告。但無論他在
他們的情况下是否回應，那都必須是對他們有益的。所以他們
只是做了聲明，承認了⾃⼰的罪，然後走進了死亡。
50 當他們走向⽕窯的時候，知道他們確信，如果神讓他們被
燒死，他會讓他們復活。他們對神確信，因為他們知道神會為
他們的利益做⼀切事情。當我們對神確信，我們知道神為我們
的利益做⼀切事情。
51 所以他們做了⼀個聲明。他們很確定，就直接走進了⽕窯。
神讓他們走去那裏；坐着和看着他們。他想看看他們的反應。
52 當國王說：“號⾓響起時，你們有没有跪拜？”
他們說：“没有。我們没有跪拜。”這就是你們的信⼼在

堅持住。
“那麽，如果你們没有跪拜，你們知道我的命令嗎？”
“是的，我們知道你的命令。”
“我的命令是，把窯燒熱，⽐尋常更加七倍，我會把你們扔

進去。你們現在是否要跪拜呢？”
“不，我們不會跪拜的。”這就是他們的信⼼。

53 神說：“好，我看他們會怎麽做。我要看看他們的信⼼有什
麽反應。”
54 於是國王說：“捆住他們的⼿，捆住他們的脚，帶他們去
⽕窯那裏。”他們走上那⽕窯，⽕光照在他們臉上。神仍然
站着，看着這件事。但他們確信他是神。他們已經承認了⾃
⼰的罪。他們已經把他們所知道的⼀切都做對了。他們確信
他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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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所以他們直接走上⽕窯。就在最後⼀刻，神騎着⾵⾞從天
而降，為他們搧着微⾵，同時安慰他們和他們交談。
56 神讓你的信⼼到了緊要闗頭，使它會作出反應。
57 舊約中的約伯，當我們的指控者撒但指責約伯有不為⼈知
的罪⾏。但約伯知道他没有犯罪。他知道他已經承認了他所
做的⼀切，並在那裏獻了燔祭。那是神的要求。神只是要求這
些，燔祭和承認⾃⼰的罪。而約伯做了這些事。
58 撒但說：“我要拿走他的駱駝，因為他是個有錢⼈。我要拿
走他的⽺。”最後他拿走了他的孩⼦，那是他最親的⼈。
59 儘管如此，約伯還是决不動搖，因為他知道神，嗯，他
確信他是神，因為他已經和神交談過了，他也满⾜了神的要
求。他仔細查究並且發現，“我已經獻了所有的燔祭。我⼼裏
說：‘也許當我的兒⼦們設—設宴時，我的⼥兒們也參加了，也
許他們⼼裏確實偷偷地犯罪，所以我要把他們的燔祭獻上，承
認他們犯的錯。’”
60 哦神啊！當⼀個⼈遵守神說的去做時，他確信他是神，那
麽神就必須回應。信⼼把神叫來現場，每次都是如此。
61 當你做了你知道是正確的事，當你满⾜了神的要求，當你
承認⾃⼰的罪和改正過來，做了補償，放在神⾯前。我不在乎
神有多沉默，他仍然是神，等待把那信⼼放在那裏。你做了你
的事，現在他想通過你所做的看到你的信⼼。他想看看你會做
些什麽。
62 如果你已經被抹油，而且有⼈為你禱告過了，神在等着看
你會怎麽相信。不是在下個星期天跑上來，第⼆天再跑上來，
在下⼀個醫治者經過這個城市時⼜跑上來。他在等着看你在
信⼼上的反應。不是第⼆天走回來，說：“我感覺很不舒服，
我猜我没有得到醫治。”那麽從⼀開始你就不適合來禱告隊
列。你不適合。你不適合。你還没有凖備好。你不相信他是
神。我不……
63 你可能會說：“伯蘭罕弟兄，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你⾃⼰的
⾏為證明了你是怎樣的⼈。“憑着他們的果⼦，就可以認出他們
來。”如果⼀個⼈說他是基督徒，但他仍然喝酒、抽煙、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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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黃⾊笑話，並說：“聖經的⼀部分是對的，⼀部分是錯的，”
他可能宣揚福⾳，而否認聖經的⼀部分，他仍然是⼀個罪⼈。
他還不是正確的。
64 但當你公開承認神是同⼀位神，你的⽣命應⽤在他的⼿中，
成為：“主啊，我是泥；你是窯匠，”然後向神祈求你所要的。
信⼼永遠不會動搖。它將站在那裏。
65 雖然四處似乎都陷⼊困難的情况中，但信⼼永遠不會動搖，
因為你確信他是神。如果他是神，他就會遵守他的承諾。他
不能做出承諾⼜違背承諾。如果他是神，他就必須遵守他的承
諾。哦，我喜歡那點。他必須堅持下去。
66 約伯獻了他的燔祭；他做了⼀切。他知道他是對的。這時
教會的成員來了，⼀些其他教派的教會，說：“約伯，你乾脆承
認你是個罪⼈，因為除⾮你是個罪⼈，否則神不會讓你受到這
樣的懲罰。”
67 但約伯說：“我已經認罪了。我已經把燔祭放在神⾯前，我
不是罪⼈。”他知道⾃⼰的⽴場。然後⼀切困難都繼續不斷地發
⽣，試圖打倒約伯，讓約伯去到⼀個處境，使他會否認神和否
認那個燔祭。你在承認的事情上採取⾏動的那⼀刻，就表明你
的軟弱，你對神的懐疑。你向神祈求什麽，卻四處懐疑，那麽
你就是⼀個懐疑者，不是⼀個信者。
68 約伯知道他的⽴場，並且他在那個基礎上站得很穩。
69 難怪佩羅尼特在他臨終的時候說：

⽴在基督堅固磐⽯，
其餘根基全是流沙。

70 在約伯認罪的那堅固磐⽯上，就連他所愛的妻⼦也離他而
去。當他的健康消失了，全身⻑满了毒瘡，他刮傷⾃⼰，而且
詛咒他出⽣的⽇⼦。他說：“願太陽都不照耀！願⽉亮夜間不
升起。”
他的妻⼦說：“約伯，你真可悲。你為什麽不詛咒神然後死

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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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他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樣。”他確信有⼀位神，而
且他已經達到了要求。哦，我感到振奮。他知道他已經满⾜了
神的要求，這就解决了問題。神在考驗他的信⼼。他會考驗你
的信⼼。他也會考驗我的。
72 但當我們满⾜了他的要求後，“你們各⼈要悔改，奉耶穌基
督的名受浸，使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這是神
的應許。“你們中間有病的，就該請教會的⻑⽼來。讓他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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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解决了。“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你
已經满⾜了神的要求。
73 “信的⼈必有神跡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說新⽅
⾔；⼿能拿蛇；若喝了什麽毒物，也必不受害；⼿按病⼈，病
⼈就必好了。”那就解决了。
74 對神要有信⼼。你⼼裏要確信，你要相信那是神的道。約
伯確信了。
他的妻⼦說：“你為什麽不詛咒神然後死掉算了？哦，你的

情况越來越糟。”
75 撒但多麽喜歡向你抛出這個問題。“哦，你並不⽐你被抹油
時好。你並不⽐那些傳道⼈為你禱告時好。那些傳道⼈本來就
不對。”這和那傳道⼈没闗係。重要的是你對永⽣神的信⼼。不
是傳道⼈是什麽，而是神是什麽。傳道⼈從來没有作出承諾；
是神作出了承諾。不是由傳道⼈决定的；是由神决定的，你的
信⼼要相信那是神。所以要確信神。要確信那是神，那是神的
道。神就在他的道中。
76 約伯說：“你說話像個愚頑的婦⼈。”他說：“賞賜的是耶
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他確
信有神。
77 當他把這話說出來的時候，閃電和雷鳴開始了。神來到了
現場。這樣的事總是能把神叫來現場。神保持沉默很久了。
78 這就是神在做的事。看看這群要下地獄的美國⼈，去教堂
的僞君⼦。我不是在⽣氣。但罪會激怒任何與神相合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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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對國家⽣氣，不是在對⼈⺠⽣氣，而是對造成這些事情
蒙蔽⼈⺠的魔⿁⽣氣。
79 這些盲⽬的牧師和傳道⼈讓他們以某種⼈為的神學蒙混過
闗。你必須重⽣。神也遵守承諾。看到他在哄騙他們。最好確
信有神。“有敬虔的外貌，卻否認神的⼤能。”
80 這個可憐的小⼥⼈，她知道他是神。隨着那罈内的麵變得
越來越少，越來越少，越來越少，越來越少，情况⽼是越來越
糟。但神卻讓它變成這樣。他就是喜歡那樣做。他喜歡考驗你
的信⼼，看你如何⾏動，讓你被抹油和讓⼈為你禱告過了，然
後讓你的情况變得更糟糕。說：“來吧，撒但，讓他接受考驗。
我知道他相信我。”神是永遠配得稱頌的！哦！［伯蘭罕弟兄拍
了两下⼿—編註。］“現在讓他接受考驗。我知道他接受了我的
道。”神能這樣說你嗎？
81 闗於約伯，神是那樣說的。說：“你想對他做什麽都可以，
但不要取他的命，因為我知道他愛我。他已經獻了燔祭。他已
經做了所要求的事。他做了我叫他做的事，他也相信它。現在
如果你想把他放在炭⽕上滾⼀滾，就做吧。”他從他那裏拿走了
⼀切。神把它還給他時，加倍給了他。神肯定會這麽做。
82 他讓我們的信⼼接受考驗，看我們是否真的相信他是神。
83 那個小⼥⼈，毫無疑問，說：“我祈禱了。我祈求了。我知
道我是個不配的外邦⼈。”
84 記住，耶穌在聖經中提到過她。他說：“在以利亞的時代不
是有許多寡婦嗎？但神只把他派給⼀個，而她是個外邦⼈。”
85 “哦，”他說：“我祈禱。”也許當她看到最後的那個餅時，
死亡已經進了⼤⾨，進了家⾨。再咬⼀口，每⼈⼀口，她和
她的兒⼦就死了。我可以看到她整個晚上都在祈禱，熱⾵吹
着，⼤地乾枯，⼈們在街上哭泣和尖叫。她在房⼦裏走來走
去。她看着她的小兒⼦。看着他的小睡⾐；睡⾐都破舊了，他
的脚也伸出來了。看着她⾃⼰的⼿，皺巴巴的。她來回走着，
但她說：“我知道他是神。我承認了所有的罪。我已經做了他
所要求的⼀切。我為了他的榮耀而祈求我們的⽣命。”神看
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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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其他的⼈都出去了，在某個地⽅舉⾏⼤型舞會，把⾃⼰
打扮得漂漂亮亮，有⼀個現代的電視節⽬或什麽的，與世界同
⾏。但那個⼥⼈卻單獨與神在⼀起。
87 天亮了。她說：“小傢伙哭了⼀晚上，想吃點東西。就這麽
⼀把麵，我該怎麽辦呢？”
88 你知道，那把麵就是基督。任何⼀個學習聖經的⼈都知道，
基督就是那素祭。那素祭也必須⽤特殊的研磨器來磨，直到它
把每⼀小塊榖物都磨得⼀樣；因為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
永遠都是⼀樣的。每個信徒都相信那⼀點，並以此為依據。哈
利路亞！你可以擁有你想要的所有古⽼的、冷漠的、拘泥於形
式的宗教。但對我來說，我相信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
是⼀樣的。我在異教徒的世界中表明我的⽴場。我仍然相信他
昨天、今天、⼀直到永遠是⼀樣的。
89 那些研磨器把每⼀塊榖物都切成⼀樣的，因為他是⼀樣的。
他是同⼀個神，他當時是，他今天早上的此刻也是。他永遠是
⼀樣的。這就是那把麵的意思。
90 而油是指聖靈，根據《以西結書》第 章等，我們知道。那
就是我們⽤油膏抹的原因；它是聖靈。它是什麽？正如《約翰
福⾳》第 章說的：“⽗要⼈⽤聖靈和真理敬拜他。”耶穌是真
理。他是素祭，而這油是聖靈。當聖靈與真理拌在⼀起，就必
須産⽣⼀些東西。把它放在⼀起，就成了⼀個餅。哦！
91 你的信⼼在哪裏？當神的道在它的簡易中被傳講出來，在
它的⼤能中，說明了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是⼀樣
的，並且神的道是那把麵，你已經有油與它拌在⼀起。它可能
只是⼀小把，或⼀勺，但無論是什麽，它是真實的。
92 現在它凖備好做什麽了？它已經凖備好接受⼗字架了。它
凖備好要⾃我犧牲。那就是你必須做的。如果神的道已經被傳
開了，你已經有了聖靈和它拌在⼀起，這是⾃我犧牲來否認每
⼀種傷痛，否認每⼀種疾病，否認⼀切與神的道相反的東西，
並堅持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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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醫⽣說這個，那個，或者其他的；那没有什麽差别。你
堅持着它，因為神這麽說了。麵來了。你有油。你把它拌
在⼀起。
94 呐，我聽到⼀個聲⾳。那時天剛亮。有聲⾳說：“到院⼦
裏去撿两根柴。”你有没有注意到，經⽂中說“两根柴”？那
個⼗字架。她有麵和油，但她將被要求，現在就⾏動；⽤它⾏
動。不管你有多少，你需要多少麵或油，但你必須⾏動；要⾃
我犧牲。
95 两根柴。在過去，他們没有找到更好的⽅法來⽣⽕。當你
拿⼀根柴，把它放在另⼀根柴上，在中間點燃，你從两端把柴
推進去。印第安⼈他們⽣⽕。我有多次⽣⽕的經歴，讓⽕整個
晚上在燃燒着。只要拿⼀根木頭，把它這樣放，⼀個那樣放，
在它燃燒的過程中不斷把它推⼊⽕中。
96 那根柴就是⼗字架。聖經上說“两根柴”。那聲⾳說：“到
院⼦裏去撿两根柴。”同⼀時間在⼭上，有聲⾳雷鳴般地對先知
說：“你到城裏去。我已經吩咐了。”哦！他們两⼈都聽從了。
必須要有事情發⽣。他們两⼈都服從了。
97 如果傳道⼈傳道，而接受它的⼈相信它並按它⾏事，就⼀
定會有事情發⽣。如果你是個罪⼈，你就必須得救。如果你⽣
病了，你就必須得醫治，因為神應許了，如果我們確信神。
98 他確實是神，他必須信守承諾。要確信！然後那道命令
是：“你到城裏去，因為我已經吩咐了⼀個寡婦。”⼀個異象忽
然出現在先知⾯前。於是他來了，⼀邊走着。他不知道他要去
哪裏；這没有任何差别。他只是服從。
99 她不知道在哪裏會有柴，但在院⼦裏的某個地⽅有两根柴。
她開始出發。她走到院⼦裏。她環顧四周：“哦，真熱！”來⾃
城市的尖叫聲，夜遊者來到那裏，爭先恐後，喝着他們的酒等
等。她看着街上。她什麽也没看⾒。她找到⼀根柴；⼗字架的
⼀部分，⾃我犧牲。她⼜找到另⼀根，⼀根柴。當她撿起第⼆
根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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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哦，那⼀定是多麽的令⼈沮喪，死亡就在⾨口。她和她
的兒⼦不得不吃⼀小塊⽟⽶餅，然後死去。就只有這麽多。有
時，就在陰霾之中，我們聽到了聲⾳。
101 當她撿起第⼆根柴開始往回走的時候，有⼀個聲⾳從⾨外
傳來，說：“求你⽤器⽫取點⽔來給我喝。”
102 她轉身看去，她⼿裏還拿着這两根柴，麵和油已經拌好了，
凖備好了。她說她已經把味道調好了，把它拌在⼀起了。那就
是神的道和聖靈，要拌在⼀起。放在⾃我犧牲的⼗字架上，否
認任何與你所祈求的相反的東西。没錯。“我把它拌好了，現在
我要去撿這些柴。”
那個聲⾳說：“求你⽤器⽫取點⽔來給我喝。”

103 她⼀看，她看到⼀個⼈站着，靠在⼤⾨旁，瘦臉，有鬍⼦，
禿頭，從⼤⾨那裏看過來，他身上裹着⼀塊舊⽺⽪。看起來他
是⼀個很親切的⽼先⽣。
104 她說：“我和他分享我的⽔。”⽣命之⽔，你願意給任何⼈，
告訴任何⼈，去任何地⽅。“先⽣請稍等。”她開始走回去，⼿
裏拿着柴。
105 那聲⾳⼜雷鳴般地響起：“你不僅要分享你的⽔，還要把
你⼿中的小餅拿給我。”⽣命的糧；⽣命的⽔！是⽣命的嗎？
當吃完它之後，她就會死去。“把你的⽔拿給我，把你的餅拿
給我。”
106 我們在這裏看到什麽？我們能學到什麽功課？“你們要先求
神的國和他⼀切的義，其他的都要加給你們。”
“給我⼀點⽔和⼀點餅。”

107 然後她轉過身來，她很憂愁。我可以聽到她說：“先⽣，”類
似這樣的話，“你與我所⾒過的⼈不同，與我所聽過的⼈說話
不同。你似乎對你所說的很肯定。但我只有⼀把麵，還有⼀勺
油。我已經把味道調好了，我要⽤這两根柴把它煮熟。我和我
兒⼦要吃它，然後死去。我只有這些。”
108 接下來我們聽到什麽？“但是，先把餅拿給我。”把神放在
⾸位。無論其他⼈說什麽，其他任何東西，任何證據，無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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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多麽令⼈沮喪，無論它是什麽，把神放在⾸位。把他的
道放在⾸位。
109“醫⽣說我不能康復了。”但是，把他的道放在⾸位。“我是
⼀個⼤罪⼈。我是個娼妓。我是個賭徒。我是個酒⿁。”
把神的道放在⾸位。“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雖

紅如丹顔，必⽩如⽺毛。”把神放在⾸位。
110“去吧，先拿個小餅給我。你所有的都拿來給我。”你願意把
它交在神的⼿裏嗎？
111 我的⽣命，我的⼀切。我已經五⼗歲了。“威廉·伯蘭罕，你
願意把它交給我嗎？你們這些小孩⼦，你願意把你的⽣命交給
我嗎？你願意嗎？病⼈們，你們能做到嗎？你們能相信我嗎？
把我放在⾸位。”
112“給我拿點餅來，給我拿點⽔來。”她看着他。有種感覺告訴
她，那個⼈知道他在說什麽。
神認識他⾃⼰的⼈。“⽺……我的⽺知道我的聲⾳。他們知

道這是否是經⽂，是否正確。”
113 她順從地轉身了。那就是你要做的。當她轉身，順從先知
所說的去做時，天上就有雷聲傳來，那是每個⼈都盼望聽到
的。因為有雷聲從先知的聲⾳傳來，每個罪⼈和病⼈都渴望聽
到，“主如此說。”
114 我們多麽渴望聽到它！那些坐在我的⾞道上的⼈們都在
說：“來這⾨前。我的⼥兒在這種情况中。我的寶⾙，哦，她很
虚弱了。你只要說⼀句話就好了。”還没到嘴裏怎麽能說出來
呢？你會是憑⾃⼰的意思說出來。但他們渴望聽到那句話：“主
如此說。”
115 它來了，穿過籬笆，因為她在順從着。陰霾散去了。“主如
此說。罈内的麵必不減少，瓶裏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
⾬降在地上的⽇⼦。”哦，好⼤的安慰啊！
116 她做了餅。她把它拿給了先知。她⼜回去給兒⼦和⾃⼰做
了⼀些。他們就在地上吃喝，有充⾜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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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它是從哪裏來的？它是怎麽來的？按照科學的⽅式來告訴
我這些⾷物是從哪裏來的。這些油是從哪裏來的？它怎麽進
到瓶裏？她每天早上都把它倒完。她每天早上都把罈内的麵⽤
完，而且麵是乾的。但是當她回去再拿的時候，它就在那裏。
它是從哪裏來的？相信神的話語。要確信神。他是創造者。
118 你可能已經失去了健康。你可能已經失去了你的團契。相
信神的話語。要確信他是神。只要你能相信他的話語，並且
確信他就是神，那麽現在看起來陰暗的時刻可能就不會那麽
陰暗了。
119 有⼀次在德國，我看到⼀幅畫，它總是讓我難以忘懐。⼀
位德國畫家畫了⼀幅……這幅畫叫—叫“雲海”。當你從遠處看
它時，它是你所⾒過的最可怕的陰暗⾯。當你從遠處看它時，
只是雲霧繚繞。但當你真正走近它時，它就變了。它是天使們
的翅膀在⼀起拍動，向主唱哈利路亞。所以有時候陰暗就是這
樣的。如果你從遠處看，它看起來是陰沉和⿊暗的。但要相信
神的話語，並且確信他是神，去靠近它，你就會發現它只是天
使們的翅膀在⼀起拍動。
120 她有點像亞伯拉罕，被要求獻出她的⼀切，放在祭壇上。
也許今天早上你也被這樣呼召。放棄你的⽅式。放棄你的不
信。放棄你所擁有的⼀切。然後把油和神的道拌在⼀起，放在
⾃我犧牲的祭壇上。你就會發現，它會把神叫來現場，就像我
站在這個講壇上⼀樣肯定。
在我們禱告的時候想⼀想這點。

121 你今天有什麽需要嗎？你的需要是否多過你實際上能够賺
到的？錢是不是少到付不起房租？孩⼦們想要新鞋，而你卻
没有錢買？你家的罈是否空了，瓶也快乾了？你是否不能為
你的牲畜買飼料？還有，出了什麽問題嗎？記住，神做了⼀
個承諾。
122 你是否⽣病了，醫⽣說你需要做⼿術？你是否没有錢去做？
你有需要。
123 你是⼀個罪⼈嗎？你是否有很⼤的需要，知道如果神今天
呼召你，你是失喪的？你是不是⼀個在逃避神的倒退者？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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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屬於某個教會，但你知道你是不對的？你⾃⼰的良⼼告訴
你，根據聖經，你是不對的。你有需要。不要讓這些話落在有
刺的地⽅，或落在⽯頭上、⽯⼼上。願它們落在好的、肥沃的
⼟壤裏。
124 如果你⽣病了，你……醫⽣說你不能康復，你答應神你會
⼀⽣事奉他，你確信他是神，要來满⾜他的要求。如果你有需
要，你能不能先向神舉⼿，說你有需要呢？神祝福你。
讓我們禱告。

125 主啊，就像我今天早上在這個講台上⼀樣肯定，我知道不
可能有⼀隻⼿舉起來而你不知道，因為你是神。你說：“這麽
多⿇雀不是賣⼆分銀⼦嗎？你們⽐⿇雀還要貴重！”你是如此
重視那些凡⼈的⼿，因為你的兒⼦耶穌為他們而死！他們的
⼿，對你來說⽐⼀隻⿇雀更貴重，如果它今天早上掉下來的
話！我想，對於……⼀打⿇雀今天早上是賣不到⼀分錢的，因
為没有⼈想要它們。還有埋葬它們的⿇煩。但你知道它們每⼀
隻⿇雀；你知道它們身上的每⼀根⽻毛。你知道我們頭上的每
根頭髪。
126 主啊，請回應禱告。今天早上讓他們確信你是神，確信那
是你的靈。願這種現代宗教的沉悶和魅⼒遠離他們，說：“哦，
我屬於某個這樣的教會。”神啊，願那想法現在就從他們的腦海
中消失。在這⼀個時刻，願他們瞥⾒永恆的⽣命。然後他們會
尋求和渴望它，想要知道神是什麽，然後他們確信他是。神是
信守承諾的。
127 ⾄於罪⼈，願他們迅速悔改，凖備好奉耶穌基督的名受
浸。你應許會給他們聖靈。主啊，這是你說過的。你是信守
承諾的。
128 有⼀個倒退者，他確信你是神，他們已經走遠了。願他們
今天來，因為你說過：“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雖紅
如丹顔，必⽩如⽺毛。”
129 如果有⽣病的⼈，願他們明⽩你是神。你是信守承諾的。
你必須信守承諾。當他們放下⾃⼰，被抹上了油，在他們裏⾯
的聖靈就承認他們是相信的。然後，也⽤神的道，這說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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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糧，即基督；在舊約中被磨碎了給他們；⼜在新約中，
向他們表明他是昨天、今天、⼀直到永遠是⼀樣的。願他們
把神的道與他們得到的油、聖靈拌在⼀起，然後站在祭壇前，
說：“主啊，這就是我的⼀切。我把它帶來了。”
哦，你將如何倍增！它將如何把歴史上的神叫來現場！這

將如何使耶和華興起，⼼潮澎湃：“我有⼀個孩⼦會服從我。
我已經讓他通過測試，他證明他愛我，他相信我。他確信我
是。”因為經上說：“到神⾯前來的，必須相信他是，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這個時候，當我們把它交託給你的時候，請
你應允。
130 現在，在我們低頭的時候。那些需要幫助的⼈，⿇煩你站
起來，想把……現在，如果你不確定他是神……如果你確信他
是神，確信他會信守承諾，救恩、醫治，不管是什麽，如果你
確信他是神，就站起來。如果你還有什麽⼈是想我們為他禱告
的，就站起來。如果你—如果你確信他是神，就在聖徒的聚會
中提出你的請求。當你站起來的時候，你這樣做……［錄⾳帶
有空⽩—編註。］
“我確信他是神。我相信他是信守承諾的。我確信我的請求

將會……我現在就把它放在寶⾎的下⾯。”如果你那樣做，就
把每⼀項罪，每⼀項……罪就是不信。你可能是教會成員，但
我是指罪，你的“不信”。你要把它作為祭物放下。你要獻上
它。你要走到⼗字架前。呐，你要獻上你所有的不信。把它交
給神，知道他是神，你也肯定他會回應。如果你是那樣，請舉
起你的⼿。繼續舉着。
131 主啊，你是神。這是他們的油和他們的榖物，拌在⼀起。
他們要把它帶到⼗字架上，在那裏神的⽕要落在他們的⼼裏
（如果他們是真⼼的），把那祭物燒掉。你會在現場運⾏，升
起隱藏的⽔。從天上來，乘着⽕⾞。你要震動整個天地，以報
答他們。
132 當他們⾼舉雙⼿站⽴時，那表⽰他們相信了，並把⾃⼰和
⼀切請求都放在你的祭壇上。天地的神啊，天地的審判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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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審判者⼀定會施⾏公義。他⼀定會信守承諾，神知道⼈的
⼼，⼥⼈的⼼，這些⼈的⼼。
133 主神，我把我⾃⼰的⼿舉起來，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的事⼯
有了改變。我相信你是。我已經看到你站在那邊的⽕柱中。［伯
蘭罕弟兄敲了三次講台—編註。］我⾒過你尋找⼈⼼中的秘密。
你没有⼀次失敗。當你在那邊，在這裏的街對⾯，當你第⼀次
開始處理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承諾過。你不停地在世界各地
保護我。我確信你是神。我很確定這⼀點。
134 主啊，我和這些⼈⼀起獻上⾃⼰，還有我所有的祭物，來
事奉你。主啊，我⼜要開始到世界各地去了。神啊，請幫助
我。如果我在任何時候不相信你，請原諒我的罪過。原諒我的
不相信。我知道你是神，並且知道你會賞賜那些尋求你的⼈。
135 同樣的，今天早上當我的⼈⺠舉起⼿站着，我承認他們的
罪、他們的弱點和他們的懐疑。主啊，我承認他們的罪，還有
我們所有的軟弱。請差遣聖靈帶着你認可的印證來到我們這
裏，來表明你是神。你現在在這裏接受我們，要把我們帶到你
的懐裏，把我們失去的⼀切贖回來。如果是我們的健康，願我
們百倍地恢復。如果是我們的靈魂，願我們成為⼀個青春煥
發、卓越的⼈，被聖靈充满的呈現在神⾯前。如果是不信，主
啊，願我們再次⽤信⼼移⼭。主，求你應允。
136 我們相信你在運⾏，聖靈充满了這間房⼦，充满了這些⼈，
聖靈在他們⼼中，感動他們去接受永⽣神。我們奉耶穌基督的
名這麽做。

我以信⼼仰望，
⼗字架上羔⽺，
神聖救主；
求主聽我禱告，
將我罪過寬恕，
免我再⼊迷途
離主孤⾏。

137 你是認真的嗎？你要接受它嗎？舉起你的⼿來說：“我現在
接受它。我相信他。”



曉諭之道

我今⾏走世路，
不時遇⾒憂苦，
求你引領；
為我化暗為明，
擦乾我的眼淚，
免我再⼊迷途，
離主孤⾏。

讓我們低頭。
138 我⽤了粗魯和粗糙的⽅式講了這個嚴厲的、嚴肅的信息，
但它是真理。如果你謙卑地相信你所祈求的，你所得到的，那
麽就不要讓任何東西把你從那條直路上推開。站在那裏。不管
我怎麽傳講，不管我做什麽，或者任何⼈做什麽，它永遠不會
⽣效，除⾮你接受它作為你⾃⼰的個⼈財産。
139 如果你全⼼全意地相信，你所希望的⼀切，如果你已經承
認了你的罪，神已經原諒了你。你不要再懐疑了。如果你是
個倒退者，今天早上你已經被領回了。如果你需要聖靈，就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使你的罪得赦。這是神的道。他不會為
任何教會、任何教派或任何⼈改變它。它必須如此。我們必須
满⾜他的要求，不是教會的要求，是他的要求。那就是我們必
須做的。
140 他說：“出於信⼼的祈禱要救那病⼈。”如果你⽣病了，我已
經為你做了信⼼的禱告。你在⾃⼰的⼼裏禱告了。並相信它，
接受它，决不動搖。必須如此。没有什麽可以帶走它，無論它
看起來多麽令⼈沮喪。
141 你說：“哦，我看起來還是像在⽣病。”這並不……它只是天
使們的翅膀聚集在⼀起。就是這樣。這是神的⼀種祝福形式。
對你來說，它看起來很令⼈沮喪。再靠近⼀點，再看看它，看
看那是不是神站在那裏信守承諾。
142 現在，當我們低下頭的時候，我要把聚會交給我們的牧師
内維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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