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卻不知道

 謝謝你，内維爾弟兄，主祝福你。正好讓我碰着了，不是
嗎？我真的要好好感謝主，因為他看顧了卡普斯弟兄的兒

⼦。這正好是我回來印第安納州的⼀段短短的時間。我知道他
們没有在作錄⾳；我猜没有。因為我没看到那裡有⼈。所以，
我回來是要打松⿏的。我想，查理得讓我住他家⼀两天，他和
内莉以及在肯塔基的⼈們，我要去打松⿏了。我寜願錯過别的
事和其它消遣，⼋⽉中旬到這裡來，跟查理、班克斯他們⼀道
去打松⿏。這有點是我的慣例。所以，我帶了約瑟……
2 上⼀回我們在這裡時，每個⼈都⽣病了；因為從那麽熱的
氣候轉到這裡的凉爽氣候。我知道，你們並不認為這裡凉快，
但你要是去⼀下亞利桑那就知道了。那天早上我離開時，在陰
凉的地⽅都有 度；半夜時，凉⾵從⼭上吹來，仍然有
度。瞧？那已經是半夜了，而且還有凉⾵吹來。那地⽅冬天還
可以，但夏天卻是蝎⼦和蜥蜴待的地⽅，不是⼈待的。甚⾄所
有動物都到⼭上去了。它們也忍受不了。
3 我向來都在⽤我的來福槍打獵。不知怎麽，我還是想告訴
你們卡普斯兒⼦的事。後來約瑟，我就把槍給了他，因為他打
得⽐我還凖。我們在打靶，我打五⼗碼處的⼀些圖釘，我對約
瑟説…… 約瑟説：“爸爸，我相信我能打中。”可憐的小傢伙
頭痛，還發⾼燒，我⼀直在為他禱告。他和我⼀起去射撃場，
而我……
4 點⼆⼆口徑的來福槍裝上任何⼗加⼆的槍膛，無論是在⼆
⼗五碼，還是五⼗碼，彈道都是不變的；如果是⽤⼗加⼆槍
膛的話。後來，我在⼆⼗五碼遠射中了它。我還有另外⼆個圖
釘，就把它們釘上去，約瑟打中了它們！我的圖釘都没有了，
所以我撿起⼀小塊已經炸開的陶⼟⾶靶，是設夾⼦的射⼿們打
的那種，寛⼤約有四分之⼀英⼨左右，把它放在五⼗碼遠的地
⽅，約瑟⼀槍就把它打成两半。槍的望遠鏡瞄凖器是按我的視
距來調整的，當時只是⽐他⼤幾歳。所以，他説：“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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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告訴⽐利，從今以後離我遠點。”瞧？[伯蘭罕弟兄和會
衆笑了。—編註。]
5 所以，我説：“好，我告訴你，”説：“我們要下去，讓諾曼
弟兄看看。”
6 我説：“約瑟，在世界性的⽐賽中……我不管是誰，没有
⼈……”呐，圖釘没有被打歪；而是直直地打了進去。我想，
那塊小靶⼦寛不超過四分之⼀英⼨，厚不超過⼗六分之⼀英
⼨，⾼不超過四分之⼀英⼨，他在五⼗碼遠把它打成了两半。
我説：“世上没有⼈能打得⽐這更好。他們可以……冠軍也許
能打得這麽好，但你三次都打得跟他們⼀樣的好呢。”圖釘没有
彎，而是直直地打⼊釘在紙上的那個洞裡。我説：“没有⼈能打
得⽐這更好。”我想，他的頭痛⽴即就離開了。
7 我説：“好，我們下去讓諾曼弟兄看看這個。”他為公司⼯
作，是東尼·斯托美弟兄的體育⽤品商店。
8 他説：“我們先去找⽐利。我要告訴⽐利⼀件事。”瞧？
説實在的，他哥哥從未打得那麽好。所以他説：“我們先去
那裡。”
9 當我走進⾨時，⽐利還穿着睡⾐。他説……因為天氣熱，
我們早早就出去了。所以他説……電話響了。我説……他那樣
看着我。我説：“可能是病⼈的電話。”是卡普斯弟兄打來的，
他兒⼦得腹膜炎，正在⼿術室裡等着做⼿術。就在剛才，他告
訴我，他兒⼦恢復得⾮常⾮常好。
10 所以你看，神是怎麽⾏事的，甚⾄⾏在我小兒⼦約瑟的話
中。我們本來是要去諾曼弟兄的家，我們不會在⽐利那裡的；
但卻改去了他那裡，就跟卡普斯弟兄聯繋上了。我不説是我們
的禱告成就了這事，但我們能那樣聯繋上，對他來説的確是很
有意義的。説實在的，那就是……你必須對所做的事有信⼼。
明⽩嗎？他有信⼼打電話來，而且⽐利在……
11 他們⼀直在投錢進去。他説：“這肯定是個很遠打來的⻑途
電話，三分鐘的電話差不多投進了五美元的零錢。”我想，電話
可能是從紐約或從哪個島上打來的。他打的是叫⼈電話，要找
⽐利，不是找羅伊絲，你瞧，他打電話就付了那麽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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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在，他兒⼦正在恢復。卡普斯弟兄説，醫⽣説他兒⼦從
⼿術台上下來的希望極少；你瞧。今早我們多麽感謝神：因着
他，我們⾮常⾼興。
13 今早快天亮我們才回到家，我睡了⼤概三個小時，相當累。
但來教會的時間到了，瞧，我就下來了。
14 主若願意，呐，正如我説過的，我得到肯塔基去。我答應
過，哪個星期天若我有在這裡，我就來講道；所以我看還是在
下個星期天講⽐較好，因為接下去我要……我要回去⼀下，因
為我⼜要出外去加拿⼤。所以最好還是下個星期天講，下個星
期天早上。
15 内維爾弟兄説：“要不就去跟⼤家打個招呼，給他們講幾分
鐘吧？”
16 我説：“内維爾弟兄，我幾乎連聖經都没有翻過。”我
説：“我……”
17 他説：“没事，就出去跟他們説两句話吧。”内維爾姐妹，我
不知道你是怎麽做的。他是個很會説服⼈的⼈。但……
18 當這地⽅擠满了⼈，很擁擠時，我没有機會説這點，但我
⾮常感謝神能够有俄曼·内維爾弟兄這樣的牧師。他忠⼼，對
所作的事極其忠⼼，從未聽過他抱怨。我坐在後⾯，愉快地跟
他談了半個小時，當時我正在欣賞曼恩弟兄的信息；所以，今
年我們去科羅拉多，我會告訴他更多這⽅⾯的事。那時，我們
正在欣賞他的信息，我進來跟内維爾弟兄愉快地交談着。我
説：“我還没來得及跟⼤家説説我們的好牧師呢。”我説：“會衆
待你還好嗎？”
説：“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説：“瞧，那是我最⾼興聽到的。”

19 當牧師感到满意，會衆也感到满意，這就成了⼀個很好的
教會了。這樣，神也感到满意了。看到他們都感到满意，尤其
在我們傳講這信息的時代裡，我想，對⼈、對神，這都顯明了
信息的連貫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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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為着俄曼·内維爾弟兄、他的好妻⼦和全家，我⾮常感謝
神。我祈求神保守他們忠誠於神和這项事⼯。如果這蒙神的喜
悦，當主耶穌來接我們，要在被提中把我們接走時，願我們都
站在教堂這裡。内維爾弟兄，我們希望到時我們俩是那麽的⽼
邁，以⾄於雙⽅要以⼿互相搭肩，扶着我們的杖站在那裡，繼
續堅持下去。你瞧？“到時候，就在⼀霎時，眨眼之間，我們都
要改變。”

⾎⾁⽪囊，如⾐得脱；
復活上升，同主永樂；
⾼唱聖歌，拱⽴⾦墀；
“永必憶念，”禱告良辰。

那時，我們要⼀直往上去。
21 聽到庫默弟兄從主得了醫治，為此我們很感謝神。有這麽
多的事。我感謝神今早能在這裡，我原本以為没有……
22 我來這裡，總是帶着某個主題來傳講。我原來想，今早我
只是來⼀下。我説：“内維爾弟兄，我要很留意看時鐘，盡可能
讓會衆凖時離開；我要跟⼤家説⼀會兒⼼裡話；説⼀些我們的
事，我知道他們没有在錄⾳或什麽的，所以我們⼀起來交通⼀
下，因為都是教會這裡的⼈。你瞧，都是⾃⼰⼈。”
讓我們禱告。

23 親愛的耶穌，我們感謝你，使我們有這榮幸聚集在⼀起。
哦，今早，午夜後的凌晨，我經過這裡，觀看這教堂，想到你
是怎樣的捍衛它。
24 我想起這裡的那個⽼池塘，雜草⻑得很⾼，就在講台這
個地⽅。我站在這裡，還是個孩⼦。英格拉姆先⽣説，付⼀
點錢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塊地；然後先⽀付了⼀些，過後就没
錢了，也没什麽可作抵押的，什麽都拿不出來，但我們試了。
當時就是那樣，整個賬⾯值是⼆千美元出頭，需要⼆⼗年才
能還清。
25 現在，主啊，現在你看看它吧！在初期階段，它還處在⼀
個漥地中，⽔不停地灌到裡⾯；你卻在道中這樣應許我們，“我
耶和華栽種了，必晝夜澆灌，免得有⼈將它從我⼿中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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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就在那時，有⼈説：“這地⽅六個⽉内就會變成修⾞廠。”
27 然而在這裡，有成千上萬的魂在這個祭壇上找到了基督。
在這教堂，浸禮池⼀直打開着，⼈們奉主耶穌的名受浸；求告
他的名；洗去⾃⼰的罪。成百殘疾的、受苦痛的、瞎眼的、⾎
氣枯乾的、瘸腿的、被癌症吞噬的，都從這台上走出去了；男
⼈⼥⼈、男孩⼥孩，上來時是垂死的，出去時卻能走路了，離
開了輪椅和擔架，等等；過着嶄新的⽣命，得到新的身體。哦
神啊，這三⼗年的事奉！
28 ⽗啊，想到我們⽴房⾓⽯的那個早上。你在那裡給了這異
象，顯明那個地⽅會擠满⼈，是個美麗的⾓落；我知道它不可
能落空。所以，我為這⼀切的事而感謝你。
29 他們許多⼈已經打過了那美好的仗，跑盡了當跑的路，守
住了所信的道，正躺在彼岸等候；他們息了⾃⼰的勞苦，作⼯
的果效也隨着他們，正在等候號筒吹響的時刻，要起來，得到
新⽣命和新的身體。許多⼈曾是⼜⽼⼜發顫；有些是年輕⼈、
中年⼈，等等。但為了這⼀切，你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30 現在我們⼜站在這裡，站在活⼈與死⼈⾯前。我祈求你今
早膏抹你的道。我不知道要説什麽，但祈求你來供應我們；主
啊，你⼀直都這樣做。
31 祝福我們的牧師内維爾弟兄和他妻⼦。祝福理事會、執
事會和這身體的每個肢體。願在現今的⽣命中我們這樣活在⼀
起，在將來的⽣命中我們都有永⽣。
32 今早，請幫助我們，使我們從聖靈和道中得到糾正；使我
們能預備好⾃⼰，當我們今早離開這扇⾨以後，⽴定⼼志，要
活出⼀個⽐過去更好的⽣命。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33 呐，剛才我打開聖經，是在幾分鐘前發⽣的。我翻到了《啓
⽰錄》第 章，所以我要讀這裡的經⽂，是闗於給⽼底嘉教會
的信息的。
34 我也要通知⼀下，内維爾弟兄剛剛告訴我的，帕内爾弟兄，
我往下看，剛好看⾒他坐在這裡，他也在舉辦復興會，是在孟
菲斯的這⼀頭。你們誰知道那個舊的温⽐漢堡包售賣點的位
置，帕内爾弟兄在那裡搭了⼀個帳篷，盡⼒要多得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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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要看看在那裡是不是有預定得⽣命、迷失的⽺，可以藉着
他的事⼯為基督赢得他們。因為星期天在這教堂有聚會，他就
把他的聚會停了；他是個⾮常忠誠的弟兄。我們要你們知道，
再下⼀週的星期⼀晚上聚會⼜開放了。我知道，你們⼤家都
會受到誠摯的邀請，去聽帕内爾弟兄所帶來的闗於基督的愛
的信息。
35 現在，讓我們來讀《啓⽰錄》第 章，就我們所讀的這段聖
經説起；因為我説的話會落空，但主説的話不會落空。我不知
道從哪裡開始，怎麽作，要去哪裡；但我就只是來讀⽼底嘉教
會時代的經⽂。

你要寫信給⽼底嘉教會的天使，那阿們的、信實的、
真實⾒證的、為神創造之開始的説：
我知道你的⾏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願意你或冷或
熱。
因為你是温的，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
吐出去。
你説：我是富⾜的，已經發了財，⼀樣都不缺。卻不
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身的。
我勸你向我買在⽕中試驗過的⾦⼦，叫你富⾜；⼜買
⽩⾐穿上，叫你⾚身的羞恥不露出來；⼜⽤眼藥膏抹
你的眼睛，使你能看⾒。
凡我所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也
要悔改。

36 你知道，在我所讀的某些地⽅（請你們原諒我⼀下），我
找到⼀節經⽂，對我來説聽起來很好。我現在還不知道它在哪
兒。我找到了。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
窮，……瞎眼，……⾚身的。

37 哦，瞧。那就是今天教會的情况。呐，我想，我們要談的
那個教會時代……。當然，教會時代的信息現在已經印在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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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由於我們是⽣活在⽼底嘉教會時代，所以讓我們來看看
它的境况。
38 我不想拿出什麽主題或别的，因為我們不是……只是輕鬆
地談談，我們⼀邊談，⼀邊看看主會怎樣來帶領我們，來談⼀
些對我們有幫助的話題。
39 讓我們想想⽼底嘉教會時代和她今天的境况。據我所知，
除了主的教會凖備就緖以外，今天我看不到還有什麽事會攔阻
主耶穌的再來。我認為其中的⼀個預⾔……
40 昨天我們開⾞來這裡。我們從圖森開了两天的⾞到這裡，
開了两千英⾥，⽐利和我。呐，我們没有違犯限速規定。我
們開得好好的。⽐利開⾞，我就坐在那裡；拳頭握得緊緊的，
好像後⾯帶撃錘的獵槍。我看到他超速。我説：“等⼀等，
孩⼦。”
呐，聖經告訴我們，“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

41 昨晚，我們在路上時；⼀個約三歳⼤的小⼥孩四肢伸開，
躺在路上，她⺟親死在路邊的⽔溝裡。⼀個從後備軍官訓練
隊來的醉酒的青年，才⼗⼋歳；以 英⾥的時速開到左道
上，把她們撞死了，我想，他也快死了。那樣你才知道那是怎
麽回事。
“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

42 無辜的⼈死了。⼀個三歳的小⼥孩喪⽣了，就因為某個醉
酒的⼠兵，瞧？據估計，他的時速是 英⾥，開到了路的另
⼀邊。從坡下開上來，撞上了，當場就把她們全撞死了。他也
快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使是無辜的⼀⽅也……
43 呐，那個青年犯了殘忍的謀殺罪。瞧？我想，如果⼀個⼈，
任何⼈，酒後駕⾞被逮住了，這⼈應該因他所犯的有預謀的謀
殺罪處以⼗年的徒刑，因為他們是……
44 從政治上我們决不會得到什麽好處。它爛透了。神的旨意
是正確的，他要⼀個王、⼀個公義的王。但政治簡直是充满
了問題；你可以買下任何東西；⽤欺騙、説謊、偷盗和别的東
西。正如前幾個星期天我説的，看看你處在哪裡了，看，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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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只是⼀幫歪曲的⼤雜燴。但公義的王可以制訂⾃⼰的
法律。如果你善於玩弄政治，你可以殺⼈；也不會有事；你可
以逃脱罪。瞧？因此，這是，這……
45 所以，⺠主是⼀個好想法，但它⾏不通。就像共産主義，
凡物共⽤；聽起來很好，但⾏不通。是的。神要⼀個像⼤衛
這樣的王，他的⽅法是正確的，那樣的話就只有⼀個為⾸的。
就像⼀群鵝或别的，當中有⼀個頭。你不能有两、三個頭。這
樣，你會把⼀切全搞亂，什麽想法都會冒出來。
46 所以我們發現，今天這境况是在為主的再來做凖備。
47 但此時，内維爾弟兄和我，以及其他弟兄正在竭⼒牧養
⼀群⼈。現在我⼼裡想起了⼀件事，它臨到我，我們可以來
談⼀下。
48 這件事是，那天我收到⼀封信，是⼀位好⼥⼠寫來的。我
没有拿到這信；是從另⼀個⼈拿來的。她肯定是想，或竭⼒想
要把我撕碎。她説：“你們難道……你們基督徒商⼈會難道就不
能做點什麽去阻⽌伯蘭罕弟兄嗎？”⼜説：“因為他現在出了⼀
本書，叫做《⽼底嘉教會時代》，裡⾯⼜講了更多的東西。他簡
直要把五旬節派的教義撕得粉碎。現在他説到聖靈的最初證據
不是説⽅⾔。”⼜説：“而且，他反對⼥傳道⼈。”這⼥⼠是個⼥
傳道⼈。她的幾個孩⼦，是我世上最要好的朋友。他們是我最
要好的朋友。她説，“現在……
49 這個⼈和他妻⼦，我跟他們⼀起吃早餐，他們説：“伯蘭罕
弟兄，看看這信，你有什麽想法？”就拿出⼀封信來。
我説：“哦，姐妹，她只是不明⽩。”

50 那些孩⼦告訴我，他們的⺟親是個⼥傳道⼈，她不同意
這信息。
51 呐，她在這裡説，她説：“呐，保羅説：‘⼥⼈不可轄管
男⼈。’”她説：“那麽聖經中的⾮⽐⼜如何呢，她是保羅的
幫⼿。”
52 肯定是的。她是個賣布匹的⼥⼈。保羅吩咐⼈們……保羅
曾説，“⼥⼈在教會中要閉口不⾔，不許她們説話”，你認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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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轉過來，説：“呐，⾮⽐，我在福⾳上的幫⼿；她打算講幾個
晚上的道，”會嗎？這樣，他就和⾃⼰説的話⽭盾了。瞧？
53 還説，更有甚者（我相信是以斯帖，她是聖經中的⼀個⼠
師），她説：“聖經裡説，有個⼥⼈是⼠師。那難道不是⼥⼈轄
管男⼈！”
54 這位商⼈不久前在教會裡得了醫治，他説，呐，他妻⼦
説：“伯蘭罕弟兄，這點⼀直困擾着我。”
我説：“為什麽呢，姐妹，它怎麽會困擾你呢？”
説：“瞧，就是⼥⼠師的事。”

55 我説：“那是政治，不是教會。那跟教會没有⼀點闗係。”
56 保羅説：“她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説的。”律法不可能
設⼥⼈為祭司，不可能設為祭司。在聖經裡，從來没有⼀個地
⽅你看到有⼥⼤祭司，或看到⼥祭司。在聖經裡，你也决不會
看到有⼥傳道⼈。肯定的。
57 她們有些⼈是⼥先知等等，像⽶利暗和别的⼈。還有以
斯帖……她們其中⼀⼈是管理以⾊列的⼥⼠師。有時候，她
們是在⼈⺠之上的⼥王們，等等那樣的事，是王與⼥王。王
死了以後，⼥王就取代他的王位，直到他們選出另⼀個王為
⽌，等等。
58 在圖森，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城裡有個⼥法官。那是為
什麽這個城市如此污穢。⼥⼈跟政治没有任何⽠葛。她在教會
中也没有任何管轄權。
59 她的位置是家中丈夫的⼥皇。除此以外，她没有别的。我
們知道這是真理。你决不會找到……我知道那聽起來⽼掉⽛，
但我有責任講。
60 我知道，我去世以後，這些磁帶和書籍要存留下去；你們
許多年輕⼈在將來的⽇⼦裡就會發現，這完全是真理；因為我
都是奉主名説的。
61 呐，我們不明⽩怎麽會這樣，⼀個⼥⼈，她是⼀個好⼥⼈，
她藉着她忠誠的丈夫，⼀個好男⼈，在這地上⽣了這些我所⾒
過的最好的年輕⼈；他們是我所⾒過的真正的男⼈。他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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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信息，很快地，就百分之百地接受了這信息。呐，那只能
是藉着預定而來。只能是這樣而來。
62 呐，問題就在這兒。我⼀直在想那事，看，現在主把我帶
回來。“卻不知道你是那⾚身、可憐、困苦、瞎眼的；卻不
知道。”
63 在我講到那點之前，我想簡單提⼀下幾天前我在這裡的⼀
個信息所中説到的事；我相信那個信息叫：這世界的神；弄瞎
了⼈的眼睛，他們在宗教聚會上絶對是在敬拜魔⿁。⼤家都明
⽩那點嗎？你們都明⽩它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64 在那個信息中，我講到那個主題，即：⼀個穿着淫蕩、下
流的⼥⼈，在審判台前，她要被判定為街頭妓⼥。那聽起來不
可思議。
讓我給你畫⼀幅小圖畫。

65 呐，這裡有個年輕⼈，是本城的⼀名律師。他是個好⼈。
從政治上來看，我想他在政治上是很正派的。後來，他跟⼀
個很出名的⼥⼦交了朋友。他們彼此相愛，並結了婚。他們參
加所有的舞會和重⼤節⽬，都在⼀起喝酒。最後，他有⼀個很
好的家；住在⼀個很好的社區裡。他在衆⼈中間口碑很好。但
他們俩都喝酒；他妻⼦穿短褲、剪短髪、塗脂抹粉、樣樣都很
性感，是個愛出⾵頭的漂亮⼥⼈。她從來不去教會，他們俩
都不去。
66 後來，有個⼥⼈搬到他們隔壁，她和她丈夫都是浸信會教
會或衛理公會教會的。呐，這⼥⼈……
67 讓我們假設她是衛理公會信徒，因為衛理公會在聖潔⽅⾯
稍微⽐浸信會多⼀點；除了那些相信聖潔的新約浸信會教會以
外。但通常，浸信會信徒⼀點也不追求聖潔；瞧？他們不相信
這樣的事。所以，呐，讓我們假設她是衛理公會的，因為他們
相信聖潔。
68 後來，這個衛理公會⼥信徒就搬到了同⼀條街，住在那個
⼥⼈的隔壁。她丈夫是個，⽐如説，他是個公共會計師或某什
麽職位的。瞧，這個衛理公會⼥信徒留意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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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當那位律師離開城镇時……他名叫約翰。⽐如説，他名叫
約翰。呐，現在不要亂猜。我只是虚構⼀些名字；就説他的名
叫約翰。呐，這個⼥⼈曾經跟拉爾夫好過。這也是個虚構的
名字，都是虚構的。瞧？只是為了讓你們明⽩這故事，看懂這
個描述。
70 瞧，接着你知道，在⼀次狂飲爛醉的舞會上，拉爾夫⼜擁
抱了她。瞧，她的慾⽕都燃起來了，因為她以為她⼜愛上了拉
爾夫。過不久，拉爾夫開始跟她約會；她可以瞒過約翰，瞒過
他的眼⽬；她認為⾃⼰是個漂亮精明的⼥⼈，因為她嫁給了約
翰，同時⼜能跟拉爾夫⿁混。看，這⼥⼈根本連最起碼的⾏為
標凖都没有。她根本就不把那個當回事。
71 但這位衛理公會⼥信徒是在另⼀種環境下⻑⼤的。⾄少她
去教會；她認為那個⼥⼈太可怕了。瞧，她丈夫進來時，她對
他説：“我看⾒那個男⼈進去跟她約會。當約翰外出到什麽地
⽅，去費城或别的地⽅辦案時，那個男⼈就開着跑⾞帶她出
去；他們躺在沙灘上。我看⾒他們回到家；有時候甚⾄没有
拉上窗簾，那男⼈就吻她，與她做愛，然後……哦，那真是可
怕，不是嗎？”她對她丈夫説：“瞧，她簡直就是個公開的娼
妓。”這是真的。她⽐公開的娼妓還糟糕，因為她是個結了婚的
⼥⼈。瞧？這個⼥⼈，這個衛理公會⼥信徒認為那太可怕的。
那⼥⼈從來不去教會。
72 呐，這個衛理公會⼥信徒不會做那樣的事。是的，確實不
會。她是個正派的⼥⼈。另外，威⼠忌她⼀滴也不會碰，因為
衛理公會百分之九⼗的節⽬是禁酒；反對威⼠忌，反對威⼠
忌。所以，他們有禁酒的節⽬。那個衛理公會會衆所過的⽣
活，不會⾼過他教會所教導的。
73 但這個⼥⼈，這個衛理公會⼥信徒，星期天主⽇學後，
晚上跟丈夫出去就穿上短褲；她剪頭髪、塗口紅、甚⾄還抽
⼀點烟。
74 呐，在神的道中，她們俩都是妓⼥。但這⼀個是“困苦、
可憐、瞎眼、⾚身的，還不知道。”這個跟那個同樣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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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男⼈凡看⾒⼥⼈就動淫念的，這⼈⼼裡已經與她犯姦
淫了”。
75 如果這⼥⼈，呐，她説：“呐，等⼀等，伯蘭罕先⽣。我要
讓你明⽩，我不是妓⼥。”我的姐妹，要是你被帶到聖經⾯前，
在神⾯前按⼿在它上⾯，你可能會發誓，你對丈夫是多麽的忠
實。你的身體屬於你丈夫，而你的魂卻屬於神。有⼀個邪靈在
膏抹你。如果你不是，那麽你就是…… 我可以證明，你是完
全瘋了。
76 如果你的祖⺟穿着短褲走在街上，會有什麽臨到她呢？⼈
們會把她闗進瘋⼈院；因為她出⾨没有穿⾐服。她的頭腦出了
問題。如果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77 所以，整個世界都陷⼊了瘋狂之中。整個東西都瘋狂了。
這東西慢慢地鑽進來，以致⼈們根本没有覺察到。
78 呐，她是個妓⼥嗎？不是照她丈夫與她身體所發的誓約，
而是在神⾯前，她身上有⼀個妓⼥的邪靈，使她穿那樣的⾐
服。她就處在⽼底嘉教會時代，卻不知道⾃⼰在做什麽。這無
辜的⼥⼈並不知道將來神要判定她是妓⼥。就是這樣。
79 你去告訴她這事。你無法對她説。没有辦法告訴她這事。
聖經説：“她們是⾚身的，卻不知道。”
80 如果你針對她，説她是妓⼥，她會讓⼈來抓你；她會的。
我從來不針對某個⼈説話。我是在説罪。我没有説：“這裡某個
教會的某某先⽣，某某牧師，他是個……”不，不；我是説那
樣的教義，看，是整件事。我不是指個⼈；這不是指個⼈；這
是指他們所處的那個體系；就是這世界的體系。
81 喬治·萊特弟兄坐在這裡，我想，他有七⼗五或七⼗⼋歳
了。如果有⼀天，你去看望萊特姐妹，她穿着⼀條短褲站在那
裡，你想會發⽣什麽事？哦，你决不會……你⼀定會把這⼥⼈
闗起來。你决不會娶她。瞧，在那個時代，如果哪個年輕⼈這
麽穿，就會發⽣同樣的事。瞧，如果當時那樣是有罪的，是錯
誤的，那麽今天也是⼀樣；但⼈們已經陷⼊了瘋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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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讓我在事情發⽣之前對你們預⾔⼀些事。整個世界正聚集
在瘋狂之中；它將變得越來越糟糕，越來越糟糕，直⾄都成了
⼀幫瘋⼦；現在幾乎就是那樣了。
83 你能想像⼀個⼈，⼀個⿏哥，⼀個像是剛離開中學的小青
年，闗着⾞燈在路的另⼀邊⾏駛嗎？撞死了⼀群⼈。那能阻⽌
他們嗎？另⼀個⼈跟在他後⾯做同樣的事。你能想像⼀個會為
⾃⼰着想，會顧及到⾃⼰的年輕⼈，他會從這裡出去，像那些
⼈那樣胡來嗎？
84 你能想像⼀個年輕⼥⼦，正值⾵華正茂、漂亮、體形好、
身材好，容貌美麗；⼥⼦的美貌這件事正顯明我們已處在末時
了。看，⼥⼈追求的完全是世俗的外表和世界的事，不是聖潔
的美和魂裡的⽢甜。我⾒過⼀些⼥⼈，外表她們没有什麽可看
的，但你跟她們説⼀次話，跟她們談幾分鐘；她們身上有真正
的東西，是你無法忘記的。看，外表的美麗是屬魔⿁的，是屬
世界的。
85 看看該隱的後代，他們是怎麽變得美貌的。“神的兒⼦們看
⾒⼈的⼥⼦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神從來都没有赦
免他們。
86 你看，當時，那些以⾊列⼥⼈⼿上⻑繭，頭髪打結；神的
兒⼦們從摩押地經過，遇⾒那些花哨的⼥⼦，髪型漂亮、迷
⼈、臉上塗脂抹粉之類的，不管你怎麽叫它；當時，神的兒⼦
們看⾒那些極美貌的⼥⼦；並有⼀位假先知説：“我們都是⼀樣
的。”[伯蘭罕弟兄敲了六下講台—編註。] 他們就與那些⼥⼦通
婚，神從來都没有赦免他們。
87 他們都倒斃在曠野。他們每個⼈都死了；没有盼望、没有
神、永恆地失喪、永遠被定罪；儘管他們看過神的良善；雖然
從永不枯乾的泉源裡喝過⽔。他們從撃打過的磐⽯中飲⽔。他
們看⾒銅蛇所⾏的神跡。他們出來，在海裡受浸歸了摩西。他
們看⾒了神的⼿。他們吃了天使的⾷物，⾏了那⼀切的事。但
他們娶了那些⼥⼦，讓那些⼥⼈帶他們進來，與她們通婚：不
是犯姦淫，只是與她們通婚。神從未赦免他們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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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那是第⼆次遇到這樣的事。現在，我們處在了第三次，⽐
以前更加迷惑。
89 我知道那很嚴厲，在很多⽅⾯我也常常納悶，怎麽會是這
樣呢？為什麽我要這樣尖鋭地對⼈説話嗎？是什麽造成這樣
呢？我還注意到，若不是出於神，就不會有⼈，不會有⼥⼈坐
着聽我講。但她們回來了，因為有⼀些⼈，她們擁有真理的
錨，知道那是正確的；不管怎樣，她們知道那是對的。現在注
意發⽣了什麽。我知道這很嚴厲。
90 這就好像醫⽣給你開了藥；你拒絶服藥，如果死了，你就
不要責怪醫⽣。這就好像是藥⼀樣。這些⽼是把我當作憎恨⼥
⼈的⼈，他們到底怎麽啦？
91 你看，你觀察⼀下⼥⼈的作為，然後我要給你指出教會處
在哪裡了。從身體上來説，這世界的⼥⼈的道德就是處在⽼底
嘉之中，“是⾚身、困苦、瞎眼的，卻不知道”。這些⼈，這世
界的⼥⼈。而教會也處在同樣的狀態中。注意，每⼀次⾃然界
的總是預表屬靈的。呐，有⼀天在審判台前……
92 我知道這樣説不受歡迎。⼀個⼈若不是神指定他去説這
事，你最好不要説；因為你只是在模仿，那麽，你肯定會惹
上⿇煩。
93 現在注意了。事實上，有幾次，我好像是撑開⼥⼈的嘴巴，
把藥灌⼊她口中；然後⽤⼿捂住她的口，可是，每次她都把藥
吐出來。要是醫⽣也向病⼈那麽做，而病⼈因為拒絶吞藥而死
亡，那會怎麽樣？在審判台前，當所有這些事，像剪頭髪、穿
短褲等……
94 我只是在建造。這時刻已經很近了，到時候，你會看⾒事
情發⽣，事情⼀定會發⽣；所有這些背景只是為了⽴⼀個根基
好讓⼀個簡短快速的信息來摇動整個國家。
95 瞧，我⼀直在譴責⼥⼈，這事就擺在這裡，讓你藉着這個
可以撃中要害。甚⾄我竭⼒告訴她們什麽是對的。我的⼿這樣
放下去，捂住她們的嘴巴；她們還是吐出來。那麽，誰能責怪
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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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在審判的⽇⼦，當這⼤聲反對這東西的聲⾳，當着⼈們
的⾯播放出來時，你有何話可説呢？那時，她們還怎麽能够
推脱呢？
97 從你指縫裡吐了出來。灌下更多的藥，最後她們就摇頭和
反抗，並且回去，不願去做。然而你⼜回來，再次把它灌了進
去。那麽，要責備誰呢？不能責備醫⽣，也不能責備藥，而是
要怪那⼈的態度。絶對没錯。有⼀天，當這個罪惡淫亂的世代
站在全能神的⾯前時，那將是個可怕的⽇⼦。
98 我看到我的歳⽉悄悄溜走了，我的肩膀也彎了，我知道，
三⼗年站在這台上，是的，三⼗三年在事⼯場上，是⼀段漫⻑
的⽣涯。那是三⼗三年的事奉。我唯⼀感到遺憾的：就是我没
有⼀百三⼗三年的事奉⽣涯。因為這將是我最後的機會，在
這個必死的身體裡傳講福⾳；願神幫助我，使我對這道全然真
實，只説他所説的。
99 是什麽讓那個衛理公會⼥信徒……你怎樣才能使她明⽩這
點呢？她就處在⽼底嘉教會時代。
100 現在，我們要談談五旬節派的⼥信徒。她不應該穿短褲、
化妝或剪頭髪，但她回頭看那個衛理公會信徒：“你看那個⼥
⼈，做這做那！”她説這⼥⼈不穿短褲，但她説……她⾃⼰是
剪短髪的。瞧？
101 你在神裡⾯升得越⾼，這整件事在你看來也就越罪惡。所
以，你能想像得到，有時候你在禱告中，聖靈把你帶上去，進
⼊⼀個領域，然後，整件事看起來⼀⽚混亂。然後，你返回來
以後，對⼈們來説，你看上去好像是個惡棍；什麽也不是，只
是⼀個愛挖苦⼈的；你是⼀個傻⼦，因為你就像⼀個⽼怪⼈，
⽼是站在那裡責備⼈，但要是你有⼀次攀登進⼊那個領域，使
你能在神的⾯前（不是通過情感，而是靠着真正的聖靈提了上
去），那麽，整件事所寫的就是“以迦博，”耶和華的榮耀已經離
開了整個宗派體系。没錯。它們没有⼀個是正確的。
102 現在讓我給你畫⼀個小圓圈。要是有個⿊板……我要你
們注意這裡。[伯蘭罕弟兄在某樣東西上畫了以下的圓圈—編
註。] 我要這樣畫⼀個圓圈，然後，在這個圓圈裡⾯再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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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圈；就有两個。然後，我在裡⾯的那個圓圈裡再畫⼀個小
圓圈；就有三個圓圈，三個圓。呐，那就是你。
103 那就是神。神是⼀，卻在三⼀中，若没有三⼀，他就不是
神。他不可能以其它⽅式彰顯⾃⼰。
104 作為⼈，你若不是⼀個三⼀的⼈，你也無法被彰顯。你有：
身體、靈與魂。缺少任何⼀個，你都不完整。瞧？如果你没有
魂，你就什麽也不是。如果你没有靈，你也什麽都不是。如果
你没有身體，就只是⼀個靈，不是身體了。
105 所以，神在⼀位的三⼀中，才是完全的；不是三位的三
⼀，而是⼀位在三⼀中。⽗、⼦、聖靈是⼀位真實彰顯出來的
神。神！
106 注意這裡。等⼀下。我想幾分鐘前我讀過這經⽂。請聽。

你要寫信給⽼底嘉教會的天使，那阿們的、信實的、
真實⾒證的、為神創造之開始的説：

107 神是造物主，他⼜怎麽是被造的呢？但這是説，“神創造之
開始”。當神，這靈，被造成⼀個⼈的樣式時，那就是神被造出
來；神，這造物主，⾃⼰成為被造物。那造出塵⼟，造出鈣，
造出鉀、造出宇宙光和⽯油的神，他把這些東西放在⼀起，在
“神創造之開始”，創造了他⾃⼰。
108“那阿們的”，那終極的。“阿們”的意思是“願這事成就。”
當神在他的創造中完全時，這就是“神的終極”。
109 呐，怎麽會這樣？“從來没有⼈看⾒神，只有在⽗懐裡的獨
⽣⼦將他表明出來”。你們明⽩嗎？
110 呐，等⼀下。你們不急吧。讓我們翻到《歌羅西書》看⼀
下。這段經⽂剛好臨到我⼼裡。讓我們翻到《歌羅西書》，在
《歌羅西書》，我相信是第 章。我得再看看，因為我事先没有
想到這裡。過去我還是個年輕傳道⼈時，我可以⾺上想到這些
經⽂，[伯蘭罕弟兄打響指—編註。] 但現在我⽼了，想不起來
了。讓我們從第 節讀起，我相信是的。“因這原因，”這是保
羅在告訴歌羅西⼈基督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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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原因，我們⾃從聽⾒的⽇⼦，也就為你們不住地
禱告，想要叫你們在⼀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满有
他旨意的知識；
好叫你們⾏事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切善⼯
上多結果⼦，並且在神的知識裡增⻑；
照他榮耀的權能，被⼀切的能⼒所堅固，好叫你們凡
事歡歡喜喜地恆久忍耐、寛容；
⼜感謝⽗，叫我們能與衆聖徒在光中同得基業。
他救了我們脱離⿊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的國
裡；

111 這是我們要看的。注意。
我們在他裡⾯藉着他的⾎得蒙救贖，罪被原諒。
愛⼦是那不能看⾒之神的像，……

112 明⽩嗎？ 節，《歌羅西書》 : 。
……是所有被造物中⾸⽣的。

113 阿們！是什麽？“是所有被造物中⾸⽣的”。無論是天使；
無論是什麽；他是所有被造物中⾸⽣的。

因為萬物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
看⾒的，不能看⾒的；或是坐寶座的，統治的，執政
的，掌權的；萬物都是靠他造的，⼜是為他造的。

114 [伯蘭罕弟兄吐氣，震動嘴唇—編註。] 無論是什麽；没有别
的存在物！注意，“在……因此他……”

他在萬物之前；萬物也靠他而⽴。
115 不管是⽗、⼦、聖靈，不管是什麽，“他在萬有之先”。“在
萬有之先，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的，不能看⾒的；
不管是什麽”，這神的兒⼦是在萬有之先。對嗎？我不管是坐
寶座的，統治的，不管是什麽；屬天的寶座，王國，不管它是
在偉⼤超⾃然的領域裡，在永世裡，無論在哪裡，不管是什
麽；天使，諸神，不管是什麽，“他都在萬有之先”。阿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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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們看不到他嗎？“他在萬有之先，萬有都是靠他造的”。
呐， 節。

他在萬物之前；萬物也靠他而⽴。
116 除了他，没有任何東西能使萬物運⾏。不管是⽗神，是
聖靈神；不管是衆天使，執政的，掌權的，統治的；不管是什
麽，萬物都靠他而運⾏。“萬物都靠他而⽴”。他！

他是教會這身體的頭。他是開始，是從死裡⾸⽣的，
（也就是説，他們在他來救贖時要復活）；使他可以在萬
物中居⾸。

117“可以居⾸”，你知道這是指什麽？就是管理⼀切。他管理
⼀切被造的，⼀切天使，⼀切創造物，所有的⼀切；他管理⼀
切。這是什麽受造物呢？這能是誰呢？管理⼀切的！“成就了和
平…”讓我看看，請等⼀下。

因為⽗喜歡叫⼀切的豐盛在他裡⾯居住。
118“萬有⼀切的豐盛”；神⼀切的豐盛；天使⼀切的豐盛；時
間⼀切的豐盛；永恆⼀切的豐盛；這⼀切都在他裡⾯居住。就
是這⼀位。

既然藉着他在⼗字架上所流的⾎成就了和平，便藉
着他叫萬物，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和好
了。

119 這就是我們正在談論的偉⼤的存在物，就是“神創造之
開始”。
120 呐，現在，這教會，他的整個旨意就是教會。呐，我們如
何進⼊這個教會？“我們都從⼀位聖靈受浸，進⼊⼀個身體”，
就是那教會，基督的身體；它不會失敗。
121 呐，這就是要發⽣的事。現在，注意看這裡，這張圖只是
⼀個小小的象徵。[伯蘭罕弟兄再次展⽰有三個圈的那幅畫—
編註。]
122 呐，這外⾯的⼈是這身體，就是我們所看的，所⾒的。那
個身體有五個⼊口。任何⼀個像我這樣的小學⽣都知道，有五
個感覺控制這身體：視覺、味覺、觸覺、嗅覺和聽覺。没有這



卻不知道

五官，你就不能接觸身體。這五官是你通向身體的唯⼀途徑：
視覺、味覺、觸覺、嗅覺和聽覺。看⾒，嘗到，摸到。呐，那
是在外⾯的那個惡者。
123 呐，身體裡⾯有⼀個靈，當你⽣在世上，⽣命的氣息進⼊
你裡⾯，你就有了⼀個靈。那個靈的性情是屬於世界的，因為
它不是由神所給的，但神允許你得到它。現在，你明⽩了嗎？
每個⽣到世上來的孩⼦“都⽣在罪裡，在罪孽裡成形，來到世
上就説謊”。對不對？所以，在那⼈裡⾯，⼀開始就是罪⼈。
呐，但……
124 呐，但它有五個⼊口，那五個⼊口……我不知道現在我能
不能正確地説出來。⾸先，我知道是思想、良⼼、愛、選擇；
不，是良⼼、愛、推理；這五個⼊口通向靈。你不能⽤身體思
想；你得⽤靈思想。你身體中不會有良⼼。你的身體根本没有
任何智能。所以你得⽤靈去思想。你得去推理。你不能⽤你的
身體去推理，因為推理没有看、嘗、摸、嗅，也没有聽。推理
是你腦⼦裡想出來的東西。如果你睡着了或没氣了；你的身體
躺在那裡死了，但你的靈還能推理；有五種感官控制着裡⾯的
⼈。而那個……
125 呐，到了最後那個⼈，就是魂。只有⼀種感官控制着魂，
那就是⾃由的意志，⾃由意志，選擇或拒絶。
126 呐，為什麽今天⼈們……呐，不要忘記這點，現在，你們
就會明⽩聖靈的最初證據是什麽。瞧？
127 呐，⼈們可以活在這個靈裡；在這個靈裡跳舞。他們在這
個靈裡喊叫。他們在這個靈裡去做禮拜，他們也絶對會得到神
真正的靈膏抹在那個靈上，但仍然是失喪的。在這種靈裡，他
們卻完全被魔⿁所附。
128 因為，注意。那就是為什麽你無法告訴那個⼥⼈穿短褲是
不對的。你無法告訴她剪短髪是不對的。“瞧，你的頭髪跟這有
什麽闗係呢？”瞧，它跟參孫有闗係。瞧？
129“若有⼈在這道上加⼀個字或减⼀個字”你必須在某處擁有
⼀個終極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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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呐，⽐如説，假如我是⼀個浸信會信徒，你下來告訴我，
説我必須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這是在聖經裡的。瞧，接着你
知道，我就説：“我要問問我的牧師。”
131 我去牧師那裡，他説：“哦，這是以前的事了。瞧？是的，
我們浸信會信徒；這才是我們所信的：我們相信應該奉⽗、
⼦、聖靈這些稱呼來施浸。所有教會也是那樣施浸的。從約翰·
史密斯創建浸信會以來，就是那樣作的。”瞧，那就是你的終
極。“别理那⼈説的話！”
132 如果你是衛理公會信徒，點⽔禮是你的做法，當⼈告訴你
必須受浸時，會怎麽樣呢？明⽩我的意思嗎？你回去找衛理公
會的牧師；他會寫信去問監督：某某⼈説，闗於這個那個。“但
我們是衛理公會教會；三、四百年前由約翰·衛斯理、懐特菲
爾德、阿斯伯利以及其他⼈在英國創建；我們追隨約翰·衛斯
理，創建了這個⽂獻，我們應該受點⽔禮，因為這只是外在
的形式。我們認為，點⽔禮跟其它的做法⼀樣好。”如果你
是個真正的…… 如果衛理公會教會是你的終極，你就只能走
那麽遠。
133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我要告訴你們，聖經裡根本没有星期
五不能吃⾁和類似這樣的事，像“守聖餐的餅不是⼀個餅，因
為它是⼀個靈”，等等。你去找神⽗，神⽗説：“這點就寫在我
們的⽂獻裡。”如果那教會是你的終極，别⼈説什麽，你都不在
乎。因為那是你的終極。
134 哦，神啊，讓這點深深沉⼊⼈的⼼裡！對我來説，這整件
事都是錯的。神的道才是終極。無論道説什麽，都是對的。
135 呐，只有⼀個⽅法能讓你上到這領域，能讓你在裡⾯這個
⼈裡，那就是你必須是預定的。因為你與神同在；你是神的
⼀部分。
136 我在我⽗親裡。我也在我祖⽗裡，在我祖⽗的祖⽗裡。藉
着種⼦，我已經在那裡。
137 我已經在基督裡。創世以前你就在基督裡。他來救贖他⾃
⼰的⼈，他⾃⼰的⼈已在他裡⾯，哈利路亞！他的兒⼥已經在
他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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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他來，决不會拯救魔⿁的兒⼥。他們永遠不會明⽩。他們
在知識學問⽅⾯⾮常精明，你根本無法跟他們相⽐。你根本講
不過他們。但因着信，你明⽩了。
139 呐，科學不需要任何信⼼。科學是在證明他們所談的東西。
它不需要任何信⼼。
140 天主教神⽗會告訴你，“你看，天主教會經歴了多少⾵浪。
你看，她忍受異教的逼迫有多久。”
衛理公會教會説，“你看，有多久……”

141 我曾看過⼀個教會……説到假冒偽善的標牌。昨天我從路
上過來，看⾒了。它寫着：“基督會創⽴於主後 年。”它還不
到⼀百年呢，瞧，那個宗派。哦！“使徒的教訓”？他們幾乎都
没有這些。他們是今天的撒都該⼈。没有靈，没有……你無法
告訴他們；無法跟他們説；無法跟他們理論。
142 因為我們超越了推理。“不可倚靠⾃⼰的聰明。”信⼼根本
就不推理。信⼼相信它。
143 ⼈説：“呐，看這裡。你相信我們必須做以前的那些事嗎？
胡説⼋道！那……”
144 但聖經那麽説。我無法解釋它怎麽發⽣，但它發⽣了。神
如此説了。所以，你不需要……我無法告訴你是怎麽回事。信
⼼不⽤解釋它。你知道那點嗎？信⼼只是相信它。
145 耶穌曾對尼哥底⺟説；他來⾃那個時代的基督教恊進會。
這⼈夜裡來⾒耶穌，説：“師傅，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教
師的；因為你所作的事，若没有神同在，無⼈能作。”
146 他説：“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若不重⽣，就不能⾒神
的國。’”
147 他説：“我，⼀個⽼⼈，能再次進到我⺟親的⼦宫裡被⽣出
來嗎？”
148 他説：“呐，我對你們説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説天
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瞧？
149 後來有⼀天，他説：“你們若不吃⼈⼦的⾁，不喝⼈⼦的
⾎，就没有⽣命在你們裡⾯。”他没有解釋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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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那些使徒和那個時代預定得永⽣的⼈，耶穌認得他們。他
説：“凡⽗所給我的⼈，必到我這裡來。⽗唯⼀要做的就是使他
們認出我的聲⾳；他們會認出的。我的⽺認得我的聲⾳。”聲⾳
就是表達出來的道。[磁帶空⽩—編註。]“總之，他們相信。他
們不需要⽤科學去證明這事，或去求問撒都該⼈或法利賽⼈或
什麽⼈。我説了；他們就信。因為我的⽺聽我的聲⾳。”
151 這是以字⾯形式出現的神的聲⾳，因為這是耶穌基督完整
的啓⽰：新舊約加在⼀起。阿們。就是這樣。
152 為什麽？你説：“這些⼈是好⼈。是什麽造成他們這樣？”
因為有⼀件事，他們的標桿⽴在教會上。在這裡……你們還記
得上個星期天，⼀個星期前的信息嗎？這裡有多少⼈聽過那個
信息《末⽇的衆受膏者》？我想你們都聽過了。看，他們是受膏
了。他們的靈在這第⼆個領域裡受了膏。
153 呐，頭⼀個⼥⼈説……不，教會説什麽，别⼈説什麽，她
都满不在乎。她是個精明的⼥⼈；受過⼤學教育。她可以瞒過
丈夫作惡，還以為那樣做很精明。
154 另⼀個⼥⼈是“⾚身、瞎眼的，卻還不知道”。哦，真可
憐。但那是聖經所描繪的圖畫。呐，她去教會。那個⼥⼈，這
可能會更好，要是⼥⼈願意……她過着美好、清潔的⽣活。
我絲毫不反對那個。神是這事的審判官。我不知道；我不是
審判官。
155 我只是……負責講神顯給我的事。使徒們也是那樣説
的，“我們所講的，是我們知道的，是我們聽⾒的，是我們看⾒
的。”我要負責的就是那些而已。你要負責的就是那些而已。
156 但你看，如果你拿這個⼥⼈為例；她最後的結局怎麽樣呢？
她到處都去。她聽到過；毫無疑問，聽過很多次收⾳機了。神
的聲⾳已經多次説過了。可是，你看，她來到了這⼀個派别或
幫派中；所有教會等都是幫派。絶對没錯。它們只是社團，是
⼀群會員聚在⼀起的地⽅。她來到了這裡；瞧，那正合她的胃
口。呐，如果你去告訴她該做什麽，她不會聽你的。你給她講
聖經的話；她也不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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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呐，我親愛的弟兄姐妹，結束前我再説⼀、两點；再過⼗
五分鐘，四⼗五分時就結束。
158 呐，你看，我要問你們⼀件事。為什麽那個⼥⼈不明⽩呢？
為什麽不能明⽩呢？就身體上來説，她没有背着丈夫犯姦淫，
她没有犯這罪。她没有什麽罪可認。她與她出⽣的那⼀天⼀樣
清潔；没有男⼈碰過她。
159 我現在講的，是把⼥⼈和教會並⾏來看。她與出⽣時⼀樣
清潔。瞧，教會的確也是這樣：她出⽣時；但她是“⽣在罪裡，
在罪孽裡成形，來到……”明⽩我的意思嗎？
160 呐，你告訴她，⼥⼈剪頭髪是錯的。是聖經這麽説的。⼥
⼈穿短褲是錯的。是聖經這麽説的。她會説：“胡扯。”為什麽？
因為她的終極没有下到第三個⼈裡⾯，就是神所預定、所差來
的魂。她的終極是⽴在外⾯這裡的組織上，就是某個⼈在魂以
外組織起來的東西。瞧？
161 但如果神的道在那個魂裡，它會説：“阿們！我明⽩了。”它
與道保持⼀致。現在看這裡。因此，那從神的靈⽣的⼈……
162 看，這裡是外⾯的⾁體。現在，我是在對各種各樣的聽衆
説話，但我是作為你們的牧師和你們的弟兄而説話。這裡是
⾁體；它是軟弱的，它肯定會……⼀位小⼥⼦走到街上；有個
正值青春年少的年輕⼈，可能⼗七、⼋歳，⼆⼗，⼆⼗五或三
⼗歳，他也走到街上；那個年輕⼥⼦走過來，身⼦扭來扭去；
穿着⾼跟鞋走路，穿的⾐服袒胸露背，裙⼦是那樣的⾼過雙
膝，或是穿着短褲。你知道聖經説，她會那樣作嗎？你知道聖
經説，她就是那樣作的，她會變得如此污穢。
163 你們讀過這個⽉的《讀者⽂摘》嗎？“今天的男⼈⼥⼈，⼆
⼗到⼆⼗五歳的小姑娘就進⼊了更年期”；照科學所説的，你⼆
⼗到⼆⼗五歳，就進⼊了中年的⽣命變化期。在我過去那個時
代，通常是三⼗到三⼗五歳左右；在我⺟親的時代，⼥⼈要到
四⼗到四⼗五歳才到更年期。
164 這是怎麽回事？這是因為科學、⾷物，雜交的東西，使⼈
的整個身體被歪曲了，直到我們⼈成了⼀堆腐爛的東西。瞧，
如果身體敗壊了，這身體内的腦細胞豈不也敗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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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現在，注意這隨之而來的聖靈。我奉主的名説，將有⼀個
時候要到，⼈們會完全瘋狂。聖經如此説。他們會呼喊尖叫：
頭腦所想像的都是⼤而可怕的東西。電台内容和電視節⽬正在
制作這種東西。要有像螞蟻的東西在地上興起，⾼度有⼗四棵
樹那麽⾼。⿃兒要⾶過⼤地，展開四、五英⾥寛的翅膀，⼈要
看⾒它們；他們會呼喊、尖叫，哭求憐憫。但這是那災殃。請
等着，直到我傳講那些災殃的揭開。
166 注意，摩西所做的事，是在⾁身中，不是在靈裡。因為神
説：“摩西……”神對他的先知摩西説：“出去那裡，抓⼀把
塵⼟，抛在空中，説：‘主如此説，虱⼦要臨到地上。’”那
時還没有虱⼦。接着你知道，他們就看⾒⼀些東西在樹叢裡
爬。仔細看，⼜有别的東西。不久，它們變得很厚，你無法
趟過去。
167 它們是從哪裡來的？神是造物主。他能做他想要做的事。
他是⾄⾼無上的。他可以造⼀隻⿃，翅膀從地球的⼀頭延伸到
另⼀頭。
168 他説：“要有蒼蠅，遮满全地。”那時埃及地還没有⼀隻
蒼蠅。接着你知道，⼀隻⽼緑頭蒼蠅開始⾶過來。⼀開始有⼋
隻，⼗隻，⼗⼆隻。接着你知道，你無法從中走過去。神是造
物主，他持守他的道。
169 然後，他照着神的命令伸出杖，説：“青蛙出來，遮满地
⾯。”青蛙就出來，⼀直往上堆積，成為⼀堆⼀堆的；到處都
是臭味，可能有四⼗到五⼗英尺⾼的青蛙。它們進了法⽼的
儲藏櫃。它們進了…… 掀開床單，床單底下，床底下，地毯
下，有五百隻青蛙。走到哪裡，哪裡都是青蛙，青蛙，青蛙。
它們從哪裡來？神—造物主，是⾄⾼無上的。他説什麽，就必
做什麽！
170 他説，將來必有可怕的景象臨到地上。“蝗蟲的頭髪好像⼥
⼈的頭髪”，那⻑髪，要嚇死那些剪頭髪的⼥⼈；“⽛⿒像獅⼦
的⽛⿒；尾巴上的毒鈎像蝎⼦。它們要叫⼈受痛苦幾個⽉”。且
等着，直到我們進來揭開那些災殃、印和那七雷。注意要發⽣



卻不知道

的事。哦弟兄，趁着還有時間去歌珊，你最好到歌珊去。不要
理會這外⾯的事。
171 看這裡，這裡有個⼥⼈扭着身⼦走在街上。這裡有⼀個年
輕⼈，他的⽬光瞥到了她；他是個教會成員，是五旬節派信
徒，不管他是什麽；⾸先你知道，他裡⾯没有⼀個標桿。那⼥
⼦説：“你好。”這小伙兒有卷髪、⻑相好看、肩膀筆挺，這年
輕⼈可能想竭⼒過着正確的⽣活。那⼥⼦便走到他跟前。他甚
⾄是個傳道⼈。⾸先你知道……
172 那是什麽？外⾯這個，有着⾁體的情慾；而這裡⾯的靈，
雖然受了膏抹，説：“不要那樣做，不要那樣做。”但結果
怎麽樣呢？他開始鬆動，堅持不了了，就去做了。接着，你
知道，他就想要跟那⼥⼦約會。他犯了姦淫罪，不管他有没
有碰她。
173 但真正重⽣的神的兒⼦！阿們！你⾃⼰做不到。讓⼀個
⾎氣⽅剛的男⼈走到那樣⼀個⼥⼈⾯前，什麽事也没發⽣，
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當他裡⾯有某個東西，有那重⽣的東西
在這裡！
174 那個⼈儘管會叫喊、説⽅⾔、跳上跳下、跳舞，作所有的
事，受聖靈的膏抹，靠着他的靈⾏了神在這裡所説的⼀切跡象
和奇事！耶穌説：“那⼀天必有許多⼈對我説：‘主啊，我們不
是奉你的名説預⾔，奉你的名趕出魔⿁，奉你的名……’”他
説：“你們這些作惡的⼈，離開我去吧。”什麽是作惡？你知道
要去做什麽事，卻不去做。“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
的⼈，離開我去吧。”
175 但在那⼈裡⾯，如果有那小小的標桿在裡⾯，有神在創世
以前所預定的種⼦在裡⾯，那麽，我不在乎發⽣什麽事；他必
蒙保守；必持守在那裡。
176 那就是為什麽那個⼥⼈會穿短褲。她跟那⾏為上犯姦淫的
⼥⼈⼀樣被看作是妓⼥。瞧？她不知道是那個靈……她怎麽知
道呢？藉着她的終極。
177 什麽是終極？就是最後的話。終極就是阿們；是⼀切紛爭
的結束：這就是你的終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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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如果你的教會，哪個五旬節派教會告訴你，“⻑頭髪不過是
⼀種狂熱。你的後腦勺掛着⼀個備⽤輪胎，”等等這樣的話，那
⼈就是被魔⿁附身。
179 因為神的道説“⼥⼈剪頭髪是羞恥的。她羞辱了她的頭”。
如果她羞辱了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教會，這教會是基督，
她就是⼀個羞恥的宗教妓⼥：⾚身，卻不知道。⾚身！聖經豈
不是説“⼥⼈的頭髪就是給她作蓋頭的”嗎？頭髪豈不是給她
作蓋頭的嗎？
180 有⼀天，在那邊的審判台前！我竭⼒要把藥灌進去，⼜⽤
⼿捂住，而你卻從指縫中把藥吐出來。有⼀天神必審判他們。
那是主如此説。這不是⼀群愚昧或瘋狂的⽼⼈興奮激動。不是
的，因為這是主的道。
181 ⼀個真實的基督徒會與裡⾯的⼈保持⼀致；那從起初就在
那裡的聖靈，他就是道。
182 因為他是你們各⼈的豐盛，在各各他，那時你就在他裡⾯
了。他早知道你必會在這裡。他只是把要發⽣的事説出來。你
已在他裡⾯了。你與他同死。你向⾃⼰的驕傲死；向⾃⼰的潮
流時尚死；向世界死。你與他⼀同死在各各他，他第三天復活
時，你與他⼀同復活；因為你接受了他，現在你與基督耶穌⼀
同坐在天上。哈利路亞！
183 就是這樣。是裡⾯那個⼈。裡⾯的那⼈會認同這道，無
論如何都與道保持⼀致。你不得不這樣。我很多年前就知道
這點了。
184 我的小寶⾙躺在這裡快死了。我妻⼦躺在太平間裡，塗了
防腐劑，凖備⼊棺。他們打電話叫我去那裡，沙侖快死了。那
是我⼀⽣中遇到的最艱難的試探。當時我⼤約⼆⼗五歳。我走
到那裡，⽐利·保羅也處在死亡的邊縁。
185 ⼭姆醫⽣過來，對我説：“⽐爾，我想我們救不了⽐利
了。”他説：“他病太重了。⽐爾，我真為你感到很難過。”他
抱住我。
我説：“醫⽣，我再也没有⼒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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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幾個小時前，我打電話給他，我把我的寶⾙沙侖抱去那
裡，他看⾒她⼀直在抽筋，無法停下來。他們在她脊椎上插了
⼀針；扎了⼀個洞，症狀顯⽰：結核性腦膜炎。就是這樣。
187 我摇摇晃晃地趕到醫院，把我的破卡⾞停在外⾯，下了⾞，
朝病房走去。⼭姆從⼤廳走下來，⼿裡拿着帽⼦，哭了，⼿抱
着我，説：“⽐爾，到後⾯來。”
我説：“出了什麽事？”
他説：“你不能⾒她。”他説：“她快死了，⽐爾。”
我説：“不，⼭姆，我的寶⾙不會死。”

188 説：“是的。”説：“⽐爾，不⽤再為她求了。如果她⼀直活
下去，她會很痛苦的。”⼜説：“她的身體會⼀直是扭曲的，⼀
輩⼦受痛苦。她得了腦膜炎。千萬不要靠近她。這樣你會害了
⽐利。”
我説：“⼭姆，我要⾒她。”

189 説：“你不能⾒她，⽐爾。我不許你⾒她。呐，你知道我很
重視你，你是我的好朋友，是⼀切。我很重視你；我也⾮常相
信你，⽐爾。”他説：“但千萬不要到孩⼦身邊。如果你到她身
邊，她身上有腦膜炎。”瞧？他説：“幾分鐘後她就走了。我們
會埋葬她。⽐爾，真的我為你感到很難過。”
190 他叫護⼠來，要給我開個處⽅。他説：“我不知道他怎麽受
得了這種事。”
191 我在那裡站了⼀會兒。他把藥拿進來，我就坐在⼤廳裡。
他説：“坐下。”護⼠拿藥過來，他説：“伯蘭罕弟兄，把這喝
下去。”
192 我説：“謝謝你。把它放在那裡⼀會兒。”護⼠離開以後，我
把藥倒在痰盂裡，把玻璃杯放回去。
193 我坐在哪兒，我想：“哦神啊，我做了什麽事呢？你是良善
的神。為什麽你讓她死呢？幾天前我還那樣地抓住她的两隻小
⼿呢。”為她向神乞求。“你為什麽讓她走呢？⽐利躺在那裡
快死了，她也躺在這裡快死了。我做了什麽呢？請告訴我！主
啊，我最好也跟他們⼀起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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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我打開⾨，那裡没有⼀個護⼠；我就溜進地下室。那時，
這醫院還没有修建。窗户上幾乎連紗窗都没有，蒼蠅停在她的
小眼睛上。我拿起⼀把蒼蠅拍，我們叫它“網拍”，放在她臉
上。我把蒼蠅趕開，把拍⼦放在她臉上，她極其痛苦，甚⾄眼
睛都斜視了。
195 後來，撒但鑽到我旁邊，它説：“你不是説神是位良善的
神嗎？”
我説：“是的，我説過。”

196“你不是説他是醫治者嗎？那麽，為什麽你⽗親死在你懐裡
呢？他是個罪⼈，你呼求他的⽣命。幾個星期前，你正站在講
台上講道，為什麽你弟弟也死在你另⼀個弟弟的懐裡呢？為什
麽他不應允你呢？你説他愛你，他救你。”
197 它不能對我説没有神，因為我已經看⾒他。但它要告訴我
説，神不闗⼼我。
198 説：“你妻⼦躺在那裡；你孩⼦們很快也要在那裡。你爸
爸被埋葬了；你弟弟也被埋葬了。你妻⼦明天也要被埋葬，現
在，你的另⼀個孩⼦也快死了。他是⼀位良善的神嗎？哼？他
是醫治者嗎？”説：“你真笨啊！”
199 它在做什麽？從……它現在從外⾯向這第⼀個⼈進攻。
200 説：“呐，你看。你知道幾年前，⼤約两、三年前，當你接
受這個之前，衆⼈都認為你不錯。你過着美好、清潔的⽣活。
城裡任何⼥孩要出去，都願跟你⼀起出去，因為她們覺得你清
潔正派。”我可以在她們任何⼈⾯前站⽴得住。我從未侮辱過她
們任何⼀⼈，從未説過什麽不好的話。如果她受了傷害，我會
帶她回家。“⼈們都很喜歡你，但現在你⼜怎麽樣呢？⼀個宗教
狂熱分⼦。”
201“没錯。我是。”你看，這些東西開始⼀起⾏動了。外⾯的那
個，和在靈裡的推理，這些東西⼀起⾏動了。“没錯，撒但。”
“那麽，你説他是醫治者嗎？”
“是的。哼。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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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你乞求，哭喊，⼈們告訴你不是那麽回事，説你出格了。
你⾃⼰的教會為此把你趕出去了。你⾃⼰的浸信會教會，就是
為了這個原因把你趕出⾨外。”
“是的。”

203“你爸爸埋葬了；你弟弟埋葬了；你妻⼦也躺在那裡等着埋
葬，現在輪到你的孩⼦了，再過差不多⼀刻鐘，她也要走了。
他是醫治者嗎？這是你的親⾻⾁；他只要説⼀句話，就能救
你孩⼦的性命。你説他是醫治者。⼈們竭⼒要告訴你；傳道⼈
告訴你，你完全混亂了，你完全瘋了。你成了⼀個宗教狂熱分
⼦，你還説他愛你。他會愛你嗎？
204“你拼命為你爸爸呼求神！你⼀個晚上接⼀個晚上地禁⾷；
⽩天你必須禱告，還要爬上柱⼦去⼯作；他卻讓你爸爸—⼀個
罪⼈，死在你懐裡。
205“還有你妻⼦，她是個多好的⼥⼈，你有多麽的愛她！”⽐
利的媽媽厚普，你們許多⼈都記得她。“她是個多好的⼥⼦！
你們曾是多麽的快樂，你們那裡有個小家庭，有價值七、⼋美
元的家具。那是什麽樣的家具啊？然而，你愛她，你們彼此相
愛。你出去為别⼈禱告，有些⼈只是精神⽅⾯的情緖問題，站
起來，走了，説他們好了。但現在，你⾃⼰的妻⼦，就死在那
裡，已經是第⼆天了，還放在斯科特·孔斯殯儀館。他是醫治者
嗎，哼？
206“你小兒⼦⽐利·保羅，才⼗⼋個⽉⼤，也快要死了。你⼋個
⽉⼤的小⼥兒就躺在這裡，得了腦膜炎快死了；你就禱告，但
神把簾⼦拉下，説：‘閉口吧！’根本就不想聽你，也不理睬你！
他是⼀位良善的神嗎，哼？他愛你嗎？跟你⼀同出去的每個⼥
孩；跟你來往的每個男孩；你最好的朋友，都因為你是個宗教
狂熱分⼦而離開了你。”
207 他告訴我的每樣事都是事實。它所説的全都正中要害，看，
這裡。那時，我正凖備要説：“那麽，如果神是那樣⾏事的，我
就不事奉他了。”
208 就在我要那麽説的時候，從某處來了某樣東西，就在我
内⼼的最深處，説：“⾸先，你以為你是誰啊？奬賞的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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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看，那是裡⾯那個⼈。根本就
不推理。
209 我往後看，⼼想：“我是如何來到世上的？我出身於⼀群酒
⿁。我如何達到這地步的？誰給了我⽣命？誰給了我妻⼦？誰
給了我孩⼦？我妻⼦是從哪裡來的？我的⽣命是從哪裡來的？”
我説：“即使神殺了我，我仍然信靠他。”
我説：“撒但，離開我去吧！”

210 我按⼿在孩⼦身上。我説：“沙侖，小寶⾙，⼀會兒天使
來把你取去，我就把你放在你媽媽的懐裡。但有⼀天，爸爸要
再⾒到你。小寶⾙，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我無法告訴你會怎
樣，神不理睬我，甚⾄不聽我為你做的禱告。”
211 他讓我妻⼦死了，我抓住她的⼿，為她呼求神。我爸爸也
死在我的懐裡，就在這⼿上，他抬頭看着我，盡⼒要呼吸。我
竭盡⼀切地為他禱告。我怎能再次⾯對公衆傳講神的醫治呢？
我怎能傳講他是⼀位良善的神，卻讓我的親爸爸以罪⼈的身份
死去呢？我怎能傳講那事呢？我不知道如何傳講，但我知道他
是對的。
212 神的道永不落空。不管事情怎樣，它必將得勝。我知道有
⼀個東西就在⼀切的推理裡⾯，在⼀切的情感裡⾯，在其它的
⼀切裡⾯；在那個時刻，有⼀個裡⾯的⼈持守住了；其它⼀切
都成就不了。每個推理，每件顯明出來的事，每件事都證明那
是錯的，我是錯的。但是，那在創世以前所預定的神的道在我
裡⾯持守住了。
213 我感到⼀絲微⾵吹進了房⼦。她的靈去到神那裡了。
214 弟兄姐妹，讓我告訴你們：那是唯⼀的東西。不要想去推
理出來。不要因為我這麽説，就試圖去留⻑頭髪。不要只是因
着你的⾁身去做這些事。不要只為了某種應付去做這些事，而
要在主⾯前等候，直到你裡⾯的那個東西！
215 你們許多⼈以為⾃⼰有了⻑頭髪，就意味着你會去天國。
不是那麽回事。你們許多⼈以為⾃⼰是個有道德的好⼥⼈，就
可以去……不是那麽回事。許多⼈以為，因着他們的教會，屬
於這個⼤組織，有偉⼤的神學博⼠，不是那麽回事。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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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許多⼈以為他們説⽅⾔，就有了聖靈。不是那麽回事，儘
管聖靈也説⽅⾔。但要等到那個真正的聖靈在你裡⾯，與神
的每句話⼀致。如果聖靈在你裡⾯，使你説⽅⾔，你回頭
看這裡，卻不同意道的其它部分，那麽，它就是⼀個錯誤的
靈。瞧？
217 它必須是從裡⾯來的，就是起初的道。“在神創造萬物的起
初”，當神開始創造時，他創造了你，你明⽩吧。剛開始你是⼀
粒種⼦，⼀直⽣⻑，到你現在這個地步。那時你已在基督裡。
後來，基督死了，他死，是為了救贖你們⼤家。你是這道的⼀
部分，豈能……是整本聖經！“命上加命，律上加律，這裡⼀
點，那裡⼀點。”“⼀點⼀畫都不會落空。”你是這道的⼀部分，
怎麽可能不同意道的其它部分，或任何部分呢？
218 神祝福你們。我現在超時了。我不是故意要留你們這麽久。
很抱歉，留你們這麽久，不是抱歉我所説的話。
朋友們，我們正處在某件事的終了了。

219 我想，你們這裡所有⼈，都是這教會的成員。我没有定時
到處去走，看看有哪些成員。我想，你們⼤家都是固定來這裡
的⼈。讓我告訴你們所發⽣的⼀些事。你們願意再給我六分鐘
時間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220 那位是從俄勒崗州來的奥蘭德·沃克牧師嗎？那個星期天我
在的時候，他也在這裡。有誰知道那件事嗎？⼀件偉⼤而奇
特的事。
221 我來到這裡。有很多⼈在這裡，有⼀⼤堆⼈要⾯談，每個
⼈都是值得的；他們有孩⼦要結婚，有酒⿁的，有各種各樣的
事，都是值得⾯談的。每個⼈都應該⾒⼀⾒。我無法⾒所有的
⼈。我把你們交託給神，為他們舉⼿禱告，“哦神啊，我做不
到，無法會⾒他們⼤家。主啊，你知道要如何做。我為每個⼈
禱告。”
222 ⽐利叫我，我就和班克斯弟兄進去。他説：“爸爸，如果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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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你看，有時候，我看到⼈們開⾞在這條小路上，看進來，
我往外看着他們，那樣向他們招⼿，他們幾乎就掉過頭去。我
不要你們那樣做。
224 那天，他們在圖森那邊買⼀個住所，要我進去住；東尼弟
兄在那邊要給我買⼀個住所，價格⽐這個要貴三、四倍。他⾃
⼰甚⾄也想投資幾千美元在這上⾯。但你要是想進去的話，有
⼀個看⾨的站在外⾯，是個⼤個⼦，瞧，這是那裡所增設的。
住在那裡的⼈，你得有書⾯許可才能進去。所以，這個看⾨的
⼈會打電話給你，看看他們是不是可以進去。
225 我説：“你能想像到我，我的弟兄姐妹，他們來看我，想和
我握⼿，為我祈求神的祝福；東尼，你能想像我把⾃⼰闗在那
種地⽅嗎？”
他説：“可是，你有……”

226 我説：“東尼，教會和他們所有⼈就是這樣不讓⼈來走訪他
們。”我説：“這是為了那些有事情要我去做的⼈的。”
227 他們説：“主告訴了我。哈利路亞！我就維持在這裡。榮
耀歸於神！主告訴我，你要在我們這群⼈中主持⼀場聚會。
是的，榮耀歸於神！神那樣告訴我的。如果你不這麽做，伯
蘭罕弟兄，你肯定是退後了。”我在那裡竭⼒地查考。瞧？
是那⼀些。瞧？因為那樣，許多好⼈想要進來，但卻被攔到
了外⾯。
228 就好像⼀個⼈到農場去打獵。那農⺠説：“進來吧。你可以
打。”他就去了，打中了他的⼀頭⺟⽜。⼀隻兔⼦跑到⺟⽜底
下，他不管三七⼆⼗⼀就打那兔⼦。你爬上栅欄，不是走到⽴
柱那裡，像⼀個有道德的⼈那樣爬過去；而是從栅欄中間爬過
去，結果弄壊了栅欄。瞧？以後，那農⺠就説：“我不許⼈再來
這兒了。”我⼀點也不會責備他，⼀點也不。但他做了什麽呢？
他讓那些有道德的獵⼈也去不了了。事情總是那樣。惡⼈使好
⼈也得不着所該得的。總是這樣。
229 呐，但那些⼈都是……成千上萬的⼈真的都有缺乏，他們
是好⼈，是可愛的⼈，满有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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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現在，我們有了這房⼦，這些⼈像那樣來了。我們不要那
樣，不要。
但這個⼈來了……

231 ⽐利説：“去吧，現在就去，快點，爸爸。”他説：“沃爾道
夫太太帶着⼀個快死的⼈來這裡。必須⾺上去⾒他們。”我跑進
去，來到這裡。
232 ⼜回來。他們説：“這裡没有别⼈，只有⼀個睡在那邊的
⼈，枕着枕頭，每天都躺在房⼦邊上。他説，他需要你為他
禱告。”
我説：“好的。”他説：“我把他帶進去。”我就進去。

233 我想，有輛卡迪拉克⾞停在後⾯，或某種豪華⼤⾞，我開
着……那⼈説：“你好嗎？”他不認識我。
234 我走進去。沃爾道夫姐妹，這可憐的⽼姐妹走進來。你知
道，她曾……
235 你們知道她的病例，是嗎？看，她得了癌症，在我到她跟
前的⼀個小時前，她死在禱告隊列裡，她的醫⽣過來，拿出
了……那⼤約是⼗⼋年前：癌症在她⼼臟裡。瞧？她今天還活
着。現在她住在阿肯⾊州。
236 當時她住在鳳凰城。她説：“威廉弟兄，我不願像這樣進
來，但是，”⼜説：“我没有地⽅可住。他們……那些⼈説，這
⼥⼈要死了。哦，威廉弟兄！”
237 説，“我想給你⼀些奉獻⾦，威廉弟兄，可是我做不到。但
我把⼀些⿊莓果凍裝在罐頭裡。”
238 哦，當我上到那裡，看到她放在那裡的幾個玻璃瓶的果凍，
看起來太神聖了，使我都不敢吃。那個可愛的⽼⼥⼠，⼤約七
⼗歳了。我説：“海蒂姐妹……”我不能説‘不要。’是的，耶穌
看⾒那個窮寡婦投了三個小錢，他隨她去投。瞧？是的。神會
為此而奬賞她。是的。
239 所以，主醫治了那個⼥⼈，醫治了她⼀切的病，並且向她
的牧師揭⽰了他⼼裡所想的事，他本該做的事，以及别的事。
哦，他們都出來，⼤聲喊叫。



曉諭之道

240 後來⽐利跑進來，説：“爸爸，那個⼈走了。我不能……”
我説：“外⾯那部⾞裡的⼈是誰？”

241“哦，”他説：“是⼀個從俄勒崗州來的⼈；他做了某種夢，
我告訴他，我不會給他什麽虚假的盼望。現在，還有三百個
⼈在這裡等着呢。”⼜説：“我告訴他，叫他把夢寫出來。我
説：‘我這裡有這麽厚的⼀堆信，我會把信放在那堆信中。’”
我説：“帶他進來。給他五分鐘。”

242 瞧，那⼈⼀走進來，就五分鐘？他説：“我是沃克牧師”，
我想這是他的名字，“來⾃俄勒崗州。”我想他是别的宗派的。
我不知道，好像是⻑⽼會、什麽⻑⽼會的。
243 他説：“⼤約⼆⼗年前我遇⾒過你。我到格蘭特闗口那裡
去，你在那裡……”不是格蘭特闗口，我忘記了那個地名。他
説：“整個國家，每天早晨報紙的頭條，⼤家都知道這事。我
甚⾄進不到你所在的房⼦，但我看到你走上台。有⼀天在街
上，我走向你。”他説：“你身邊有四、五個⼈，我跟你握了
⼿。我告訴你，我是沃克弟兄，你也告訴我你是誰；我們寒暄
了幾句，後來，跟你⼀起的三、四個⼤個⼦，就催你快走。”
他説：“我不是你的批評者，也不⽀持你。”他説：“我只是不
明⽩。”
244 他説：“就這樣過去了幾年，後來，”他説：“⼤約三年前，
有個⼈叫我去聽⼀些磁帶。這⼈放了⼀些磁帶，放的時候，”他
説：“我聽那⼈在説。”他説：“這⼈相信你是先知。我告訴這
⼈，‘我不知道那些事；可能是，我知道的就這些。’”
245 所以他説：“後來，另外⼀個⼈到我們城裡來，主持⼀場聚
會，我⾒過他，他説：‘我是這個時代神的先知。’”
246 他説：“‘你們究竟有多少這樣的⼈？’説，‘我聽這裡⼀位聽
磁帶的⼈説，“東部的威廉·伯蘭罕是這時代的先知”，類似這樣
的事。’”
247 那⼈説：“這個⼈……”我不想説出他的名，因為這聽起來
不好。你明⽩吧。“那⼈説：‘我認識威廉·伯蘭罕。但他的教
義全是錯的。他不是五旬節派的；他不相信最初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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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另外，他説有什麽⼤先知、小先知，根本没有這回事。’他
説：‘你要麽是先知，要麽不是先知，就是這樣。’”
248 他説：“‘那麽，先⽣，我不和你爭辯這事；我只是説，我聽
到這個⼈説威廉·伯蘭罕這⼈是……這個⼈宣稱他是先知’。我
説，‘我只是想知道有多少個先知。’”
249“那⼈説：‘不過，我要你知道這點。我是這個時代的先
知。’”
250 他説：“‘你是先知？’”説：“‘願主祝福你，與你同在。’”
251 他就走了，不再理會這事。他説，他在弟兄們中間舉辦了
三、四場的系列聚會。他走到郵局，説：“不要改動我的郵件，
就放在那裡。四、五天後我就回來。”
252 他們説：“好的。”他們就貼⼀張票在上⾯，説不要改動。
他下來看望他的⼥兒。

253 出來到路上，他停在⼀間教堂那裡，參加了那天晚上的聚
會。第⼆天早上，他説他剛好想到，“去取待領的郵件。”他去
領時，有⼀封信悄悄地塞進了郵局，到了他⼥兒那裡。他⼥兒
送來了那封待領的郵件。
254 他把信打開，信裡説到⼀個叫希爾布蘭特先⽣的⼈，他是
我的⼀個朋友；⼀直都在播放磁帶。信中説希爾布蘭特先⽣從
羅伊·博德斯得到話（你知道，他是⼀位經理），説，我將從
號到 號在這裡主持聚會；邀他回來，⾃⼰去看看。
255 他説：“呐，你看，那些⼈竭⼒要把我扯進那樣的事中！”
瞧？他把信扔到垃圾桶裡，就這樣走了。瞧？他繼續主持那天
晚上的聚會。第⼆天早上……
256 他就按住⾃⼰的胸口，在房間裡哭。
257 他説：“伯蘭罕先⽣，我曉得我要站在神⾯前。”他説：“我
不知道我是睡着了，還是出了什麽事。”他説：“我做夢了；我
要説我是睡着了，做了夢。”
258 説，“我想起我兒⼦在市場上把⼿伸到⼀個袋⼦裡。當他
伸進去時，原來是⼀袋蘋果，它們全被打翻了。我就過去撿蘋
果，全都是緑⾊的蘋果，上⾯都被咬了⼀口。我正要把蘋果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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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把它們放回袋⼦裡。”他説：“有些蘋果滾出去了，滾了
下去。我就拼命去撿回來，都在草地上。它們滾到⼀處⽤鐡鏈
圍成的栅欄下，那裡有⼀條⾼速公路經過。我就回頭往東看。”
他⼜説：“那條鐡鏈鈎住東部的⼀塊⼤磐⽯。我去到那裡，以為
我可以把這條鐡鏈卸下來，然後再過去撿蘋果，還給那⼈。我
着⼿要把鐡鏈卸下來。”
259 他説：“⼀個聲⾳震動了整個⼤地。”他説：“我脚下的地在
震動。”説：“震動停⽌後，我聽到⼀個聲⾳。”他説：“伯蘭罕
弟兄，那是你的聲⾳。我知道，有什麽在對我説話。它説：‘我
要再次騎⾺走這條路！’”
260 ⼜説：“我就這樣抬頭看那磐⽯，然後⽬光穿越雲朵。在
上⾯那裡，在⼀塊從東延伸到西的磐⽯上，⽯頭形狀是尖的，
好像⾦字塔。⼜跑回了東部。你騎着⾺站在那裡，我⼀⽣中
從未⾒過這樣的事：⼀匹⾼⼤的⽩⾺，⽩⾊的鬃毛往下垂。”
他説：“你打扮得像個印第安酋⻑，所有都是印第安⼈⽤的東
西。有⼀個胸牌，⼿臂上有⼿鐲，整個像那樣垂下來。你像那
樣舉着⼿。那匹⾺站在那裡，像是⼀匹戰⾺，像這樣昂⾸闊步
地走着，”我靜靜地站着。⼜説：“你拉上繮繩，就往西部騎
走了。”
261 ⼜説：“我往下看，看到那裡有許多科學家。”第⼆天早
上，是星期六。第⼆天早上，我講到了科學家，你知道，都是
出於魔⿁的。他説：“那些科學家正把⼀些東西倒在試管裡，
混合在⼀起。”⼜説：“你把⾺停下，舉起⼿，開始呼喊：‘我
要再次騎⾺走這條路！’”説，“整個⼤地震動了。那些⼈也震
動了，”説，“彼此像這樣抬頭看着，也抬頭看着你。他們只
是聳聳肩，繼續作他們的科學研究。”他説：“你就開始往西
部去。”
262“你去的時候，”説，“我看⾒這個⾃稱是位先知的⼈，你知
道。”説，“他騎着⼀匹⿊⽩混合的⾺過來。”説，“他跟在這
匹⼤⽩⾺後⾯，”説，“這是，”説，“在雲的上⾯，那條路還
不到這麽寛。”⼜説，“那匹⾺舞動着，⾵吹動了你服飾上的⽻
毛，等等。”⼜説，“⾺的鬃毛和尾巴也吹了起來。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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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匹⾼⼤的⽩⾺正沿着路走。”他⼜説，⼜説，“這傢伙跟在你
後⾯跑上來，是從加拿⼤那裡來的。”這⼈住在加拿⼤。他⼜
説，“回來，”説，“他騎着他的小⾺，試圖把你的⼤⾺撞倒，就
把⾺轉過來，⽤⾺的屁股來撞……”説，“⼀點也不動摇⼤⾺；
他只是繼續走着。”
263 説，“後來，突然，”説，“你轉過身，”説，“這是你第三次
説話；但第⼆次你是説，‘我要騎⾺。’”他⼜説，“你不像過去
那樣説話，你是在命令。”説，“你轉過身，叫出那⼈的名字，
説：‘離開這裡！你知道，若不是神任命他去那樣做，無⼈能騎
在這條路上。離開這裡！’”
264 他説：“這⼈轉過身。”説，“他曾經給我寫過⼀些信。”
説，“在他那匹⾺的屁股上，”那匹灰、⿊混雜的⾺，説，“在他
那匹⾺的屁股上寫着他的名字，簽了名，完全跟這封信上的⼀
樣。他騎着⾺往北部去了。”
265 説：“然後你⼜繼續走；那匹⼤⾺轉過去，往很遠的西部去
了。你站着，像這樣舉起⼿。”然後，他哭了起來。他説，“伯
蘭罕弟兄，我看到那匹⾺站在那裡，還有頭飾等東西；那個胸
牌等都在發光。”説，“你把⼿舉起了⼀會兒。”⼜説，“你⼜往
下看，拉上繮繩，説：‘我要再次騎⾺走這條路！’”説，“整個
⼤地就像這樣來回震動。”説，“我⼈裡⾯毫無⼀點⽣氣，就撲
倒在磐⽯旁邊。然後，我醒了。”
説：“先⽣，這是什麽意思？”
我説：“我不知道。”

266 第⼆天早上……朱尼爾·傑克遜，你知道，他做了有闗⾦字
塔的夢；那時我去了西部，你們還記得嗎？之前⼀、两個⽉他
打電話給我。他做了⼀個重要的夢，他必須告訴我。我説：“⽐
利……”，
267 外⾯⼤約還站着⼆⼗個⼈。他説：“朱尼爾·傑克遜在外⾯，
説他要告訴你那個夢。”
我説：“讓他進來，就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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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他帶着妻⼦進來，他説，妻⼦可以作證。他説：“伯蘭罕弟
兄，我夢⾒我和我妻⼦在外⾯騎⾺。”⼜説：“我在東部回頭看，
看⾒好像⼀個圓點，好像⼀種什麽⾶碟。”
269 看，這世界不知道那是什麽，你知道。你知道這事在發⽣
着。我們知道那是什麽。瞧？我們知道那是⾏審判的天使在作
調查，你明⽩吧。五⾓⼤樓等等，都説到它如何下來，擁有智
能，以及 [伯蘭罕弟兄打響指⼀下—編註。] 來去猶如閃電，⼀
下⼦就從⼈們⾯前消失。看，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什麽。瞧？他
們願怎麽想，就怎麽想吧。他們稱那是⾶碟或是什麽的；他們
都不知道。瞧？
270 説：“我看⾒它過來，我注視它。所看到的，是⼀個⼈騎在
⾺上，他以光速過來。我看⾒他要在我前⾯降下來，我就停住
⾞，跳下來。”他説：“我跳下來時，這⾺就站在路中，是⼀匹
⽩⾊的⾼⼤戰⾺，昂⾸闊步地走着。”當然，那就是道；你們知
道這點，他昂⾸闊步地走着。
271 説：“有⼀個⼈坐在上⾯。”他説：“他穿着西部的服飾，不
是⼀個⽜仔；”但他説：“看上去好像是位管理巡逻騎兵隊或
什麽的⾸領。”看，他⾸領的⼀切權柄都來⾃西部。印第安⼈
管理印第安⼈，巡逻騎兵隊管理……瞧？他説：“這⼈把帽⼦
拉下來，側着臉觀看。當他側身轉過去時；”他説：“那是你，
伯蘭罕弟兄。你説話不像過去那樣。你説：‘朱尼爾！’”叫了
他三次。“説，‘我要告訴你做什麽。’”説，“然後你拉上⾺
的繮繩；⾺跑着三步，就到了空中；然後，你就消失，往西部
去了。”
272 他説：“不⼀會兒，我四處看去，來了⼀匹小⼀點的⾺，是
同種的，但更小，站在那裡。我走到⾺邊上。”他説：“他⼀定
是把這匹⾺送回給我。於是我跨上⾺。”（朱尼爾也騎過⼀點⾺。
他説：“你知道，伯蘭罕弟兄，你的⾺鞍、⾺鐙等等多麽適合
你。”）説：“我⼼想，‘瞧，這也正適合我。’於是我拉上繮繩，
也上了空中。”⼜説：“我拉住繮繩，把⾺停住，掉過頭來，就
回去了。瞧？”他説：“我回去以後，把⾺停住，下了⾺，跟我
妻⼦説話，⾺就消失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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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前天，三天前，利奥·梅西爾弟兄來了，他下來，帶着完全
⼀樣的夢：他對如何⽤⼀匹⽩⾊⼤公⾺跟⼀匹⿊⾊⺟⾺配種的
事，⼀點也不知道；他們無法配得成，很緊張。他説，我走過
去，説：“利奥。”並告訴他我做的事。我不要在這裡説這件
事。瞧？我告訴他我做的事。“説：‘難道你不明⽩嗎？你要知
道，我並不知道愛德·道爾頓有個⼥婿，他⼥婿有⼀條狗叫這個
名字。利奥，你會知道你的夢，但你醒來時，要記住它！’”他
説：“我從未聽過像這樣的命令。”
274 ⼤約那個時候，羅伊·羅伯遜進來，他説：“伯蘭罕弟兄，你
還記得過去第⼀次你離開教會前的事嗎？我看⾒你坐着，好
像是在巴勒斯坦。我們所有的委員會成員等等，好像坐在主的
晚餐桌邊；然後你在説話。他不太明⽩你所説的話。⼀朵⽩雲
降下來接你，把你接走了。”多少⼈還記得羅伊弟兄的夢？他
説：“⽩雲把你接走了。後來你就消失了；我走遍了街道，⼜喊
⼜哭。”
275 當我到了這裡，他的那隻小⼿臂還像過去那樣殘疾，讀着
這個。當他看⾒我到了那裡，就丢下耙⼦，開始哭。我有⼀
陣⼦没⾒他了，所以，他告訴我這夢。他説……他正在耙地。
我説……
276“然後你走了。”説，“於是我走在街上，到處想要找你；到
處都找不到你。我就⼤喊：‘哦，伯蘭罕弟兄啊，不要離開！’”
説：“有⼀朵⽩雲來接你，把你接走，離開我們去西部了。”那
夢發⽣在⾦字塔等其它夢之前。他説：“雲朵把你接去西部。我
呼喊着，走到街上。”
277 説，“過⼀會兒，我就去坐在桌邊。我剛好抬頭，看到桌
⼦的最前⾯。”説，“我剛好看⾒你，你全身都是雪⽩的。
你站在那裡，帶着權柄説話。所説的没有⼀樣是需要猜測的。”
説：“每個⼈都完全明⽩你在説什麽。”
278 哦，我的弟兄姐妹，呐，你們⼤家都曉得；我知道那是什
麽意思。瞧？
279 小⼼！要與基督親近。讓我現在作為⼀名福⾳傳道⼈警告
你們這點。不要參與愚蠢的事。不要想像任何的事。持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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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直到最裡⾯的⼈錨在這道上，使你在基督裡⾯；因為
唯有這東西能够…… 因為我們正處在有史以來最迷惑⼈的時
代。“如果能⾏，連選⺠也就迷惑了”；因為他們也受了膏抹，
他們能像其他⼈那樣⾏任何事。
280 潔淨你的⽣活；還清你的債務；耶穌説：“不要虧⽋⼈”。
呐，我指的是房租等等的東西，你必須還清。把⼀切都放下。
把⼀切事都作對。作好凖備。凖備就緖。記住，我奉主的名
説，事情⼀定會發⽣。
281 這星期我要到⼭上去，不光是為了打松⿏，當然，我喜歡
打松⿏；但我去那裡是為了這個⽬的，我説：“哦神啊，我不知
道要往哪條路走，我不想錯過它。請幫助我。”
282 請你們為我禱告。可以嗎？我也為你們禱告。我盼望，靠
着神的憐憫，我會⾒到你們⼤家，我們要相遇在⼀⽚⽐這更美
的⼟地上。
283 我們來這裡為了什麽？我們在做什麽？我們是來這裡玩遊
戲嗎？我們是像⼀個社團來這裡聚會嗎？在教會完全⾏得正之
後，基督才會來。他正等候我們。我相信我們處在末了了。
284 看看加利福尼亞。看看那些暴亂。看看那⼗九個⼈在種族
衝突中被殺。不久前，我在這裡不是告訴過你們，⾺丁·路德·
⾦會帶領他的⺠衆捲⼊⼀場屠殺之中嗎？多少⼈還記得那事？
[會衆説:“阿們。”—編註。] 問題不在那些⿊⼈；而是那些領
袖在煽動他們。那與種族合併或種族隔離無闗，不管你怎麽叫
它。那是魔⿁。没錯。不僅針對⽩⼈，⿊⼈，也針對所有⼈。
那是魔⿁。
285 ⼈的智⼒和推理都崩潰了。没有⼀點希望。毫無希望。整
件事都是腐敗的傷痕。⼈的智⼒無法做各種决定。
286 我不是政治家。我不是⺠主黨，也不是共和黨，他們都是
污穢的。我⽀持⼀個王國，就是耶穌基督的王國。就是這樣。
你們過去曾⾒過⼀幫傀儡，像現在的那⼀幫⼈，就像那裡的那
幫德克薩斯⼈嗎？瞧，他們説：“不管⼈們要什麽。如果他們
要共産主義，我們就給他們共産主義。如果他們要取消種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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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我們就給他們取消種族隔離。要種族隔離，就給他們。不
管要什麽。”它是否……男⼈都跑哪兒去了？
287 哦，神啊！那就像這講台。男⼈都跑哪兒去了？為原則而
站穩的男⼈都哪裡去了？為原則而站穩的⼥⼈都哪裡去了？為
原則而站穩的教會都哪裡去了？我不會給没有决⼼、屈服、妥
恊的靈留絲毫的時間。如果⼥⼈是個⼥⼈，就讓她做個⼥⼠。
如果男⼈是個男⼈，就讓他做個⼤丈夫。
288 如果他是總統……我們的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哪裡？我們的
亞伯拉罕·林肯，這些有原則的⼈在哪裡？我們的帕特⾥克·亨
利，他説：“不⾃由，⽏寜死”他在哪裡？
289 為正確的事而站穩的男⼈在哪裡？不怕直⾔的⼈在哪裡？
即使整個世界都反對他；他為正確的事直⾔，為它而站穩，並
為它而死。今天這世界，阿諾德·馮·温克⾥德⼜在哪裡？正直
的⼈在哪裡？有志氣的男⼈在哪裡？他們隨波逐流，油頭滑
腦，以⾄不知道⾃⼰站在哪裡。
290 神啊，作為傳道⼈，讓我帶着⼀個男⼈當有的原則而站穩，
就是耶穌基督的道。“因為天地要廢去，道卻不能廢去。我要把
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上；地獄的衆⾨，不能勝過它。”

讓我們站⽴。

福哉，愛主聖徒，
彼此以愛結連，
和睦同處，同⼼合意，
在地如同在天。

現在，你們彼此⼿拉⼿。

我們離别之時，
内⼼難免依依，
身雖遠離，⼼仍契合，
盼望再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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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相會！再相會！
再相會在主脚前；
再相會！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291 現在讓我們低頭，請内維爾弟兄做散會的禱告。
292 晚上再回來。我們期待今晚在這教堂有⼀場美好的聚會。
神祝福你們，並為我禱告。我也為你們禱告。
293 朋友，不要以為我是個狂熱者。不要以為我想要強加給你
們什麽。我愛你們。我有⼀個原則，就是聖經。没有⼀個字可
以删去；也没有⼀個字可以加添。它怎麽寫，我就怎麽信。
294 現在讓我們低頭。請我們忠誠的好牧師來散會。神祝福你，
内維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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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Knoweth It Not)

威廉·瑪利安·伯蘭罕弟兄的這篇信息，原稿是 年 ⽉ ⽇星期天早上在美國印
第安納州傑弗遜維爾的伯蘭罕堂以英⽂傳講的。英⽂信息是摘⾃磁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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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