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餐

 在亞利桑那州的幾次、⼗五次聚會之後，我的喉嚨裡……
我們度過了⼀段美妙的時光。主耶穌真是豐豐富富、⼤⼤

地祝福了我們。他們試着運⽤了主的⼀些策略，我相信那樣⼦
來叙述是恰當的，他們進去先在周圍⼀帶的地⽅做好凖備。我
提前好幾天進去的，在鳳凰城、森尼斯洛普、坦佩、梅薩的所
有主要的⼤教會舉⾏了⼗場或⼗⼆場聚會，走遍了那裡，在那
周圍的地⽅做好凖備，接着把所有的⼈引到五個晚上的⼤聚會
上。那是我們在北美舉⾏的最⼤的聚會。那真是⼀場⼤聚會。
最⼤的早餐，還—還有那—那天晚上的宴會。
2 我真是無法説出到底有多少⼈領受了聖靈。那—那真是
太好了，很多⼈領受了聖靈，很多⼈得了醫治和—和得救了；
那—那真是太奇妙了。所以，當我們看⾒時間在逼近，我們满
⼼感謝神。許多了不起的⼈進來了。那是其中⼀個……
3 這將對内維爾弟兄⾮常有益。我看⾒⼀個來⾃這個……這
個國家最⼤的⻑⽼會神學院的⻑⽼會傳道⼈，他在靈裡跳舞。
哦，那真的很奇妙，他領受聖靈了。後來他告訴我，他説：“我
拿到了⼀盒你的磁帶。”説：“它不是很好。”説：“内容有點
跳來跳去，但是，”他説：“我把它帶到了我的學院裡，播放了
它。”他説……由於在那裡他是個⼼理學的⼤⼈物，他讓他們所
有的⼈都保持安靜。他説：“瞧，不管怎麽樣，反正他們聽了⼀
次。”他説他有⼀個……
4 他説他領受了聖靈之後，在他的教會裡，他在靈裡跳舞，
他們説：“牧師，你什麽時候再學點新舞步呢？”
5 他説：“當我的會衆學會了這個舞步的時候。”我想那真是
可愛，你知道，他屬於⻑⽼會的⾼層，是的，他説：“當我的會
衆學會了這個舞步的時候。”所以那是⼀件好事。就像⼀個小
嬰孩，才剛剛新出⽣，他卻已經……瞧，你們知道，要成為波
⼠頓最⼤的⻑⽼會神學院裡的⼼理學教授，他必須要怎麽做才
⾏，瞧，尤其是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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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看過梅奥診所的⼀位⾸席⼼臟外科醫⽣在靈裡傳講福⾳
和説⽅⾔。哦！我也看過另⼀個專科醫⽣，是基督復臨安息⽇
會的，從……他也是⼀位—⼀位—⼀位⼼臟和喉嚨⽅⾯的專家，
他是個⽼⼈，也領受了聖靈的洗。他領受了聖靈。⼀天晚上，
我在庭院裡按⼿在他身上，他就領受了聖靈。所以我們……我
們的主做了太多的事，是讓我們满⼼感恩的，尤其是在這次所
看到的。
7 後來我對他們説：“你們意識到當睡着的童⼥開始尋找油的
時候，是什麽時刻呢？”那是新郎來的時候，那些⼈、預備好了
的⼈就進去了。哦，我很⾼興地知道我們正⽣活在這最後的時
刻。瞧？我相信我們正⽣活在世⼈所知道的最偉⼤的時刻，剛
好是在主再來的前夕。那不是很奇妙嗎？想⼀想，現在，所有
的經⽂幾乎隨時都會應驗！所以，我們等着他隨時來到。我們
應該在那樣的期盼下活着，它隨時都可能發⽣。要付上禱告，
要預備好！
8 在今天的⼀次會⾯中，我，⼀個⼈，我遇⾒了⼀個從台灣
來的宣教⼠，⼀位勇敢的⼥⼠，七⼗三歲了，卻好像是剛過四
⼗五歲。她依然單—單身，以前肯定是⼀個漂亮的年輕姑娘。
她説她是在⼀個“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的基督
徒家庭裡⻑⼤。她在那種嚴格的教導下成⻑。她説：“伯蘭罕弟
兄，⼤約在這個年齡，哦，”説：“⼤約⼋歲時，我想我就把我
的⽣命獻給了主耶穌。”她説：“⼤約⼗⼆歲時，我被某個宗派
的傳道⼈所騙，説我必須得到第⼆次祝福，”説：“我被完全騙
了進去。”但她説：“⼤約⼗七歲時，我真正地領受了聖靈。”現
在她回到這裡，想要叫醒⼀些睡着的浸信會教會。她本身就是
浸信會的，她説如果—如果她所看⾒的東西有什麽是“死的”，
她説：“就是在這裡的這些死的浸信會教會。”她稱他們是“停
屍房”。
9 我説：“哦，我相信當你在前線時……”我認為她現在…
…想⼀想，我，五⼗⼆歲了，我出⽣之前她就以宣教⼠的身份
去到了外⾯。我卻想我已經太⽼了，不能去到福⾳⼯場了。我
想：“哦，主啊，赦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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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她很好，極為聰明，有才氣。後來她跟我講了⼀路上的經
歴，台灣、中國和⽇本等等何等需要福⾳。他們從福⾳⼯場
上把她打發回來，説：“你知道，你已經過了七⼗歲，就不能
再去到福⾳⼯場了。”所以他們打發她回去。但她不會保持安
靜；她要去到所有這些浸信會的⼤聚會上。她説：“葛培理，”
説：“他那種傳送浸信會信息的⽅式，讓浸信會教會遭受了虧
損。”説：“他不把他們帶到⾜够遠的地步去領受聖靈，”她
説。哦，姐妹，你持守住那個。那没錯。她説，那邊的那些中
國⼈，她説她不會讓他們只是往前走，説：“我們信耶穌基督。”
説：“那没問題，”但她説她讓他們留在那裡，直到有什麽事發
⽣了，然後他們就成了真正的基督徒。
11 我説：“姐妹，就是那樣的。只要告訴他們，讓他們留在那
裡，直到有什麽事發⽣了。”
12 呐，如果使徒在九天後就説，“我們相信我們得到了，瞧，
就讓我們憑着信⼼接受它，出去做我們的⼯作。”瞧，那永遠
不會産⽣結果。他們在那裡等候，直到他們知道有什麽事發⽣
了。那就是今天我們的問題所在；我們留的時間不够⻑。瞧，
那就是為什麽之後我們會依舊隨意⽣活，什麽事都做，也不會
攪擾到我們，因為我們在那裡留得不够⻑。今天我們在裡⾯；
明天我們就在外⾯了，這樣、那樣。如果我們待得够⻑，直到
你進去了，在你後⾯闗上了⾨，然後你就會留在那裡。你受了
印記，直到得贖的⽇⼦來到。我對這點何等的⾼興。
13 我們有⼀段美好的時光，正如我説的，在鳳凰城和整個⼭
⾕，那裡有許多基督徒，他們許多⼈拼命地持守着。
14 我去到了南⼭上，妻⼦和我去到那裡。⼀天當……朋友
們……我弟弟道格照看两個⼥孩，而—而伍德弟兄和姐妹照看
男孩，我和我妻⼦度過了第⼆次蜜⽉。她説：“⽐爾，你知道，
這次蜜⽉勝過了第⼀次蜜⽉。”她説：“我們第⼀次度蜜⽉時，
我唯⼀做的事就是坐在營地，等你打獵回來，”她説。
15 你知道，我⽤了點小計謀。我想：“瞧，我没有多少錢。”我
把錢存在發酵粉的罐⼦裡，只够去⼀次的打獵旅⾏，可是我要
在那年的秋天結婚。所以，我想：“就合⼆為⼀吧，”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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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去打獵旅⾏時，也就是度蜜⽉，你知道，所以我們把两者
合並了。但這次我們付了錢，真正出去了，過得很愉快。
16 他們中的很多⼈是從我們教會來的。我相信，索斯曼弟兄
和他那些坐在後⾯那裡的家⼈，還有湯姆·⾟普森他們和⾺奎爾
弟兄，我們都在主裡過得很愉快。
17 所以，我們上到南⼭上，就是鳳凰城的南邊，遠離了那些
壓⼒。嗯！在現代城市裡的壓⼒！難怪當⼈開始在地上繁衍
時，罪惡和暴⼒也進來了。我在那裡觀看，在很⾼的地⽅，這
樣我們就能看到鳳凰⾕，我對妻⼦説：“我們在這裡坐的這⼗五
分鐘裡，不知道主的名在那座城裡被妄稱了多少次了？”嗯？
18 瞧，在⼤城市區域，⽐如説坦佩和—和森尼斯洛普那⼀帶，
我猜在那個⼭⾕⾄少有⼀百萬⼈口。我説：“三百年前，這
裡什麽也没有，只有仙⼈掌和豺狗。在主的眼裡，如果像以
前那樣，可能更好。”没錯。雖然他們在那裡建造的⼤—⼤城
市、漂亮家園等等很美麗。但如果男⼈、⼥⼈能⼿舉在空中
在街上走來走去，榮耀神，感謝他，那會很好，那會更好。但
相反，卻是咒詛、胡來、喝酒。只要讓⽂明進來，邪惡就也在
那裡了。
19 我説：“昨天夜裡，昨晚在這座城市犯了多少淫亂！多少醉
酒！多少的家庭……在這個⼤城市，就在前⼀個小時裡發⽣了
多少—多少混亂的事！”
20 妻⼦對我説；我想，她是這麽説的：“那麽，來這裡有什麽
⽤處呢？為什麽你離開家來到這裡呢？”
21 於是我説：“事情是這樣的。儘管那⼀切確實是⼤多數，但
那裡還有少數⼈。昨晚在那裡開始聚會時，發出了多少忠誠的
禱告？”
22 他對我們太好了，以⾄衆教會在⽇落前就被擠满了，你連
院⼦周邊的地⽅都進不去。那些組織等等，主傾倒出他的靈，
祝福了他們。我没留任何情⾯，只是不斷地宣揚福⾳。當然，
有時候是相當嚴厲，但這是我所知道的唯⼀⽅式。在這裡是嚴
厲的。在審判台前將更嚴厲，在那裡我們必須要⾯對它。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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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那是⼀件榮耀的事。我們要感謝教會這裡的禱告和對我
們的⽀持，保—保守我們緊靠着⼗字架。

23 呐，現在我回到這裡的家中，今早我本來要下來，或許為
⼀些病⼈禱告。我有許多正在等候的⼈要會⾯，我回來這裡之
後的這两天裡所⾒到的⼀些病⼈，他們從我離開之後已經等了
⼀個⽉了。所以，他們竭⼒要盡快聯繋到他們，把他們從所在
的不同地⽅叫來。

24 若主願意，⼤約两個禮拜之後，我要去圖森，那是在南部。
這次商⼈團契，你們可以為這個禱告……除⾮我先相信這是主
的旨意，否則我什麽都不願去做。呐，下次⼤會安排在莫德斯
托，然後從那裡到華盛頓，華盛頓州，再到蘇黎世，然後到巴
勒斯坦，再進⼊南⾮。那都發⽣在從現在到六⽉份之間。我被
邀請在所有這些⼤會上講道。這可能會給我⼀個再次進⼊南
⾮的機會。他們打電話來，每個⽉我們都會受到邀請。但如果
⼀個……

25 在教會中，在五旬節派教會中有⼀個很⼤的分裂。如果你
去到⼀邊，另⼀邊就不要跟它有任何闗係。他們不會⼀起合
作，所以我就退出來了，已經有五年了，但我⼼裡有⼀個呼召
要去。現在如果商⼈團契能邀請我去，只要讓我得到他們雙⽅
的接受，你瞧，那樣就能把他們都叫來了。到時他們就必須得
在這件事上合作，因為他們教會的財務需要就是從那裡來的，
所以為了保全他們的⾯⼦，他們就不得不來了，你瞧。所以，
也許這可能是主的旨意；然而，我也不知道。這聽起來很好，
但我不知道。

26 呐，博德斯弟兄把今年的安排或邀請函給了我。⽼實説，
從上個聖誕節以來，從各地發來的邀請函是⼀本書的两倍那麽
厚。⽤⼈的頭腦試着去解决它，那是没有辦法的，所以我没有
接受任何邀請。我只想舉⾏⼀場聚會，然後等候看看主告訴我
在那之後要去哪裡，接着去下⼀個地⽅，再下⼀個地⽅，去到
他告訴我要去的地⽅。所以你們為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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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記得去年，在考克斯弟兄……或姐妹那裡，阿根布萊特
弟兄打電話叫我去安克雷奇旅⾏。如果我只靠着推測以為那是
對的就去了，會怎麽樣呢？
28 呐，我正想着那個，推測，我傳講過了那個主題。當我去
到外⾯時，我告訴錄磁帶的小伙⼦，“不要錄磁帶。出去不要錄
磁帶；我要傳講我在這裡傳講的同⼀個主題。”結果我想我只傳
講了⼀場我在這裡所傳講的，其它的都是新的主題。⾺奎爾弟
兄把它們全錄了下來。
29 推測。如果我去了，推測那是在那裡，它肯定就會跟它所
産⽣的結果不⼀樣，異象就不會應驗。但異象應驗了，你們都
曉得那個，主是怎麽祝福的。
30 呐，還有另⼀件事在我⼼裡很⻑時間了。教會，請為它禱
告。你們這裡所有的⼈都知道，從我是個小男孩時起，我就對
這個地區從未满意過。我整個的⼼向來都渴望能去到西部。我
記得，當我正為我岳⺟的那個小地⽅割草……那地⽅是屬於這
裡教會的。我正坐在台階上，聖靈對我説，他説：“我不能進
⼀步地祝福你，直到你完全順服我，像亞伯拉罕⼀樣。”瞧？
亞伯拉罕，神告訴他將⾃⼰分别出來，單獨出去。他出去時，
帶上了他⽗親和侄兒。直到亞伯拉罕完全順服神，神所應許
他的才完全應驗了。這個牽絆，把我捆绑在這裡的主要牽絆
是我⺟親。你們知道那個。現在，⺟親已經去跟主耶穌在⼀起
了。我—我不知道要轉向哪個⽅向，要做什麽，所以請你們為
我禱告。
31 呐，内維爾弟兄，我走下講台，我想：“哦，我要去那裡。”
有個⼈遇到我，説：“哦，他們今晚有很多的事奉。”説：“他們
會有講道事奉、唱歌事奉、禱告事奉，然後是收取奉獻，還説
他們有—有洗脚、聖餐和浸禮的事奉。”
32 我想：“可憐的弟兄！哦！這麽多事情，我知道那種感受，
可能他今天早上才⾟苦地講完了道。”呐，我想：“我悄悄溜到
那裡；或許他會要我主持聖餐。”
33 他説：“如果你覺得有帶領，你願意今晚給我們講講嗎？”
所以，我知道那是什麽意思。於是我就回去，找到⼀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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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了⼀些筆記，或許主會幫助我傳講⼀篇⼤約四個小時的簡短
信息，然後我們要洗—洗脚，領聖餐。然後，哦，我，或許我
會提前⼀些就講完了。不，我只是逗你們。⼤約⼆⼗、三⼗分
鐘，然後我們要有浸禮，洗脚……這之後是什麽，是聖餐嗎？
跟着是聖餐，然後是浸禮的事奉。
34 呐，我們很⾼興你們要受浸。呐，若神願意，並且那也蒙
神的喜悦，牧師和會衆也没問題，下個禮拜天早上我會下來為
病⼈禱告和講道，若主願意的話，就是下個禮拜天，因為再下
個禮拜天我或許⼜會離開。現在當我在家裡的時候，我想要進
來這裡講道，因為我們作為弟兄連在⼀起，内維爾弟兄和我在
這裡，我們—我們彼此相愛，我們—我們—我們想緊密地站在
⼀起，互相幫助……
35 這聽起來有點褻瀆，但我希望對你們來説聽起來不是那樣，
有⼀次，科⾥先⽣説，他……我在⼀個促銷電燈的活動中，為
公司銷售燈泡。他買了很多的燈泡，够他⽤四、五年的了，我
則從他那裡買了⼀輛福特⾞。他説：“⽐利，我相信我們是在
彼此給對⽅撓癢。”所以那是，瞧，在有需要的時候給予⼀
點幫助。那是—那是對的。我們知道如何去給對⽅援助，彼
此幫助。
36 呐，現在讓我們轉到真誠的部分，我若没搞錯，我相信我
看⾒⽐勒弟兄在後⾯那裡，那是另⼀位傳道⼈弟兄。今天，
我經過的時候，朱尼·傑克遜弟兄跟克⾥奇弟兄站在外⾯院⼦
裡。他們在這裡有主持聚會嗎？浸禮的事奉，我明⽩了。好
的，如果他們有了⼈選，我們可以提供⽔。我們—我們把⽔預
備好了。
37 所以現在，由於我們將要領聖餐，我想，如果我就聖餐談
幾分鐘，將會是很好的。
38 呐，在我們就近神的道之前，讓我們現在放下⼀切，放下
我們⼀切幼稚和孩⼦氣的⾏為，來—來藉着禱告進到神的同在。
讓我們禱告。呐，我們低下頭，我相信我們的⼼也伏下了，如
果這裡有需要，想要……你們想要告訴神，想要讓我在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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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你們，那就請你們藉着舉⼿來告訴神。願神應允每個⼈和
每個⼈的需要。

39 全能的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你叫他從死裡復活並讓
他坐在⾄⼤者的右⼿邊，讓他⻑遠活着和為這些事代求，這
些事是我們相信他已為我們做的，並且承認它是那樣的。主
神啊，我們祈求今晚你赦免我們的罪惡。哦，我們想⼀直留在
寶⾎遮蓋下，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麽事會發⽣。萬事都快要結
束，主啊，我們感覺主的再來近了。我們就要啓程了。當我們
想到旅程的時候，我們可能想到⼿提箱、備⽤的⾐服和備⽤的
鞋⼦。但這個旅程是多麽不同啊！它不是打包，乃是卸去，放
下。正如你偉⼤的僕⼈保羅在《希伯來書》 章裡説的，“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脱去容易纏累我們的不信，存⼼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40 我們現在没法為這個摩登的世界預⾔好的事情。我們唯⼀
能藉着聖靈預⾔的只有災難、苦難、地震、⼤海嘯、⽇頭和⽉
亮墜下，教會正處在⽼底嘉時代，基督在⾨外叩⾨，想要進
去。哦，神啊！正如古時的⽶該雅，當預⾔反對亞哈時，他怎
能祝福他呢？那位偉⼤和有能⼒的先知以利亞走向他，因為他
奪去了那無辜之⼈拿伯的性命，所以以利亞説：“狗要舔你的
⾎。”那麽，⽶該雅怎能預⾔好的事情呢？

41 今天被聖靈充满的孩⼦怎能向⼀群把主拒在外⾯的罪惡、
冷漠之⼈預⾔好的事情呢？哦，神啊，我們只能看到前頭是嚴
酷的審判。向那些没有做對的⼈呼喊，“逃向主吧，因為他是
疲乏之地的磐⽯！他是暴⾵⾬時的避難所。主的名是堅固台；
義⼈奔⼊，便得安穩。”我們可以想到那些建造起來的偉⼤逃
城，當追趕者……追趕這⼈，他跑進了那—那城堡裡，便安全
了，没有東西能傷害他。哦，神啊，讓我們奔跑，趕快去到主
那裡，因為他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量，是我們在患難
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如鷹⼀樣，藉着鷹的眼睛看⾒，患難正
在形成，烏雲翻滾，審判的雷聲和閃電就要降到地上，我們知
道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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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今晚，主啊，我們為這裡的這些舉⼿的⼈禱告。我不知道
他們需要什麽，⽗啊，你知道。我祈求你為他們寶貴的魂供應
⼀切，就是那只舉起來的⼿的背後的意願。主啊，應允它。醫
治病⼈。安慰疲乏的⼈。給受壓制的⼈喜樂。給疲乏者平安，
給饑餓者⾷物，給乾渴者⽔喝，給悲傷的⼈喜樂，給教會能
⼒。主啊，今晚將耶穌帶到我們中間，因為我們就要領聖餐，
那是他裂開的身體的代表。主啊，我們祈求他以顯著的⽅式造
訪我們。
43 祝福這⼀小群會衆，和它親愛的牧師，我們的内維爾弟兄
和他的家⼈，執事們與理事們，和在場的每個⼈。主啊，祝福
所有在全世界的其他⼈，那些⼈帶着喜樂等候主的再來，燈收
拾過了，燈罩都擦亮了，福⾳的光正在⿊暗之地閃亮。
44 現在，主啊，⽤這幾句話幫助我。當我們讀它的時候，請
祝福它，給我們内容，因為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45 呐，讓我們翻開聖經，翻到《約翰福⾳》第 章，當我們回
到家後，如果每個⼈都能讀讀這⼀整章，那將會⾮常好。我想
讀，從 節讀起，讀到 節，包括這⼀節，作為引出正⽂的
⽅式，講講“聖餐”這個主題。
這是耶穌在節期裡説的話。這些節期是⼀段重要的時間。

他們從磐⽯喝⽔，代表在曠野的磐⽯。他們吃，作為紀念幾百
年前降下來的嗎哪。它就是逾越節，正如我們今晚所要做的。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我的⼈有永⽣。
我就是⽣命的糧。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吃了就不死。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活的糧；⼈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
着。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為世⼈之⽣命要獻上
的。
因此，猶太⼈彼此爭論説，這個⼈怎能把他的⾁給我
們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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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就對他們説，我實實在在地對你們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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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我⾁、喝我⾎的⼈就有永⽣，在末⽇我要叫他復
活。
我的⾁真是可吃的，我的⾎真是可喝的。
吃我⾁、喝我⾎的⼈常在我裡⾯，我也常在他裡⾯。
永活的⽗怎樣差我來，我⼜因⽗活着；照樣，吃我⾁
的⼈也要因我活着。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吃這糧的⼈……就永遠活
着，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訓⼈説的。

46 願主祝福他的道。我想就“聖餐”講幾分鐘。“聖餐”這個詞
是什麽意思呢？“聖餐”的意思是“跟⼈説話”。有……“聖餐”
的真正意思是“有所交通，彼此交談”。如果你通過電話跟某個
⼈交談，你們在那裡舉⾏⼀次會談，你們就是在彼此談⼼。如
果我們去到⼀邊，站在房⼦的後⾯，任何⼀個⼈和牧師，或隨
便两個⼈，他們就是在彼此談⼼。
47 呐，你們不能通過電台或電視談⼼，因為你們不能回話。
但是當……你們可以通過電話這麽做，因為你們是在彼此談
⼼，它不是單⽅⾯的。它是……我現在不能跟你們談⼼，因為
你們没有回話。所以，談⼼不是來聽⼀個傳道⼈傳講他的信
息。那不是走到⼀起進⾏談⼼。聖餐不是那個。如果你來只是
要跟傳道⼈談⼼，你會把他叫到⼀邊，或任何⼀個⼈，跟他或
她談⼼。
48 但對我們進到聖餐裡的⼈，是我們每個⼈各⾃跟基督談
⼼。那就是談⼼。談⼼全然不是⼀個⼈説話，不是我們説所有
的話，而是等候，看看基督對我們回什麽話。
49 呐，許多時候我們犯⼤錯誤的地⽅就是我們説了所有的話，
卻没有等候，給他回話的機會。有時候我們去，説：“主啊，我
願意你做某某事和某某事，阿們，”就起身離開了。呐，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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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談⼼。那只是去請求幫忙。但當你留得够⻑，直到他回
話了，那就是你得到聖餐的時候，跟主談⼼。呐，談⼼的⼀個
很好⽅式就是要被認同；你必須同意某些事。呐，很奇怪，有
時候當我們遇到那些事……
50 吃是跟它有聯繋的。呐，你以⽣意⼈為例，當他們要做⼀
場商業交易時，他們會邀請某個⼈出去吃飯。他們坐下，之後
邊吃邊互相交談。⼀個優秀的銷售員，通常他不能跟⼀個空
腹的⼈交談。最好是等到他感覺良好的時候，他⽤了早餐以
後。不要到那裡去，把他從床上叫起來，跟他講你要賣給他的
東西，而要等到他⽤完了早餐，⼀切狀况良好時才談。
51 那天，我傳講了那個給耶穌洗脚的⼥⼈，我在加拿⼤時講
到了這點，説到當⼀個客⼈來拜訪另⼀個⼈，這個⼈有某個程
序，在他們真正覺得適合來訪或談⼼之前，他們必須經過這個
程序。來訪就是談⼼。呐，他們會來……受邀，⾸先你必須被
邀請。然後你來到⾨邊，佣⼈會給你洗脚，因為⾏路時，你⼀
路上沾了動物等等的臭味。他們都……⼈跟動物走⼀樣的路，
路—路上有臭味和塵⼟，巴勒斯坦⼈的⾐服拖到了它，它就附
在腿上的汗裡和没有遮蓋的臉上，也—也附在⼿上。他們會在
⾨口把客⼈攔住，佣⼈會給他們洗脚。另⼀個⼈拿着毛⼱和⼀
瓶雪花⽯膏站在那裡，他們把雪花⽯膏灑在⼿裡，像這樣擦，
擦在他們臉上，然後拿⼀塊毛⼱，把它們擦掉。那就除去了所
有的塵⼟和臭味。它裡⾯有⼀些成分能給⼈清新，好像薄荷
醇，使他們感覺良好。
52 他們進去時，不是穿着你骯髒的舊鞋走在那些精美的地毯
上，他們會有⼀雙像家裡⽤的拖鞋，然後他們就走進去。客
⼈進去後，主⼈會親吻他們，表⽰歡迎。瞧，如果你的氣味
不好，你不會想讓主⼈親吻你。當你骯髒時，你不會想要走
在那地毯上。主⼈會親吻你，表⽰歡迎，然後你就成了⼀個
⾃⼰⼈。
53 呐，神也有那樣的事。在我們真的凖備好跟神談⼼之前，
我們必須先被道的⽔洗淨。分離，分離的⽔使我們從罪裡分别
出來。呐，起先，你不能跟神交談，你不能跟神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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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你必須為你所做的悔改，因為你不可能信得正確，直到你
悔改：“主啊，赦免我的不信。”瞧？“赦免我的不信。”你必須先
悔改。當你悔改時，你就……你以前的罪就被赦免了，接着你
就是浸禮的⼈選。呐，神應許浸禮之後給予聖靈。
54 呐，重點是，在這個談⼼上，我們發現洗脚等等跟那個也
是有聯繋的，洗我們的脚，作為聖靈潔淨的⼀個象徵。
55 呐，雙⽅必須有共同的感覺。如果你跟你的—你的主⼈闗
係緊張，你們就—你們就無法談⼼。不，你—你做不了，因為
你和他意⾒不合。但如果你們意⾒⼀致，你們就能談⼼。所
以，當我們來到主的聖餐桌上時，也是這樣的；我們必須同意
他的道。瞧？我們必須重⽣，神的靈在我們裡⾯對他所寫的每
句話都説“阿們”，這樣我們就能跟他談⼼。
56 我們從神領受的是這樣，我們的⼼若不責備我們，我們便
能蒙神的喜悦。我們知道我們得到了我們的要求和請求，因為
我們的⼼不責備我們。呐，如果神跟我們説我們必須重⽣，我
們卻還没有領受新⽣，那麽我們去向他求什麽時，就會覺得有
點怪怪的，瞧，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還没有满⾜他的要求。唯⼀
的事就是罪⼈的禱告。但當我們跟他交通時，我們跟他説話；
那就帶來了聖餐。
57 呐，聖餐的這個意思，我想要解釋⼀會兒。呐，我們來看
我們所稱為聖餐的，就是餅和酒。呐，它被⼤⼤地誤傳了，甚
⾄連談起它都没有⼀點的益處。哦，這麽多年來，它被⼤⼤地
誤傳了！那其實不是聖餐；那只是在守⼀個誡命。瞧？我們稱
它為聖餐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從天主教恊會來的，作為“神聖
的聖體，就是主耶穌真實的身體。”但它不是主耶穌的身體！它
只是記念他的身體。
58 我不在乎有多少神⽗或傳道⼈，不管是誰祝福了它，它仍
然是餅和酒。没有⼀個神⽗，如同我們……如同他們告訴我們
的，説：“神有義務聽從神⽗，當他把聖餐，”他們稱為聖餐
的，“當他把聖體轉變成主耶穌真實的身體。然後信徒來領受，
那就是聖餐。”那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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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聖餐”是“交談，談⼼，你可以跟某樣東西説話，它也會
給你回話。”那才是談⼼。⼀塊圓餅不會回話。所以，事實上，
真正的聖餐是聖靈回話。你求他，他就回話；那才是正確的聖
餐。這個是⼀個記念儀式，來接受……接受他的釘⼗字架和復
活，而不是聖餐。我們那樣稱它，但它不是。它是從天主教會
接受這圓餅而來的，正如那天我們講過的，在“異教信仰和基
督信仰的對⽐”中談到的。
60 説到“這個小圓餅如何成了基督真實的身體”。呐，天主
教會是那樣相信的。你是否注意到，他們經過教堂時，會在⾃
⼰身上畫⼗字號，提⼀提帽⼦等等的事呢？重點不是那教堂；
而是放在那裡⾯的那塊圓餅，“那個身體，神⽗已經把圓餅轉
變成了基督真實的身體，”⽼⿏和耗⼦都會叼走它。嗯，你不
能⽤屬⾎氣的想法思想，認為⼀塊餅會是主耶穌的身體！它不
可能是。
61 “聖餐”是“交談，它回話，你在跟某樣東西説話。”“聖
餐”這個詞的意思是“交談”或“跟某個給你回話的東西有聯
繋。”神給你回話，那就是聖餐。我們稱之為聖餐的，它仍然只
是餅和酒。
62 呐，耶穌在這裡説，就是我所讀過的：“我的身體是可吃
的，我的⾎是可喝的；我的身體和⾎是可吃的，是可喝的。”
63 呐，我們想要思想耶穌並跟他聯繋，他是什麽。他的身體
是什麽？基督的身體是什麽呢？是在聖靈裡跟他有聯繋的信
徒的身體。不是⼀個偶像，不是⼀塊餅，而是在信徒⼼裡的聖
靈，他們被聯繋在⼀起，⼈—神的兒⼥能和神彼此交談。必死
的⼈藉着流出的寶⾎，罪得以赦免，跟基督團契的這個男⼈和
這個⼥⼈、男孩或⼥孩，在跟他談⼼，這個身體。
64 就像丈夫和妻⼦或⼀個男孩與他的⼥朋友坐下來詳談，基
督和他的教會在⼀起談⼼。那是為什麽我們能從他那裡聽到
話，在事情未成就之前就看到未來，就能完美地説出未來，因
為我們跟⼀位把永恆掌管在⼿中的神談⼼。彼此談⼼，基督的
身體，基督那奥秘、屬靈的身體。不是跟任何形式的偶像或⼀
個餅、⼀杯酒聯繋，乃是以⼀種屬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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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呐，耶穌説過同樣的事。你去看《約翰福⾳》第 章，他
在對井邊的婦⼈説話，她正在説諸如此類的話，“我們的祖宗
雅各在這個泉源喝⽔，挖了這口井，把這⽔給了他的兒⼥和牲
畜，你説：‘當在某個城裡敬拜，’其他⼈則説：‘在這座⼭上
敬拜。’”
66 耶穌接下去説：“等⼀下！我們是猶太⼈，我們明⽩那是什
麽，敬拜的意思是什麽。婦⼈，要聽這話。時候將到，如今就
是了，那真正敬拜神的，要⽤靈和真理敬拜他。‘你的道就是真
理。’⽗在尋找那些⽤靈和道（即真理）敬拜他的⼈。‘你的道就
是真理。’”呐，他告訴婦⼈了那點。
67 瞧，基督……神是個靈。“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被神
膏抹的⼈，”這就使耶穌成了基督。呐，基督説：“我是糧⾷和
⽔。”不是圓餅，不是我們在這裡所領的圓餅。那不是基督。我
們在祭壇上喝的酒不是基督。它以⼀個⽐喻的⽅式代表基督。
但基督是聖靈，是那臨到教會的恩膏；那是⾁和⽔。
68 世界上最不尋常的哭聲，我希望你們没有⼈曾經聽到過它，
如果你聽過，没有什麽哭聲能⽐得上饑餓者的哭聲。當你看到
⼀個帶着嬰孩的⺟親，她走不動了，太虚弱了，小嬰孩就要死
了，他的肚⼦因饑餓而⿎脹出來，聽到那位⺟親發⾃⼼底的哭
泣，看⾒那個嬰孩的臉頰癟下去，以⾄於⽪包⾻頭了，他的⽛
齦也露了出來，卻幾乎發不出聲⾳，他的眼睛都凸了出來。没
有任何哭聲能像饑餓者和乾渴者那樣。
69 在沙漠裡，多少⼈由於乾渴而喪失了⽣命！有許多故事，
我可以給你們講⼀晚上沙漠裡真實的故事。當你……渴了時，
魔⿁給你⼀個幻景。你在這裡就能看到它們；你不需要去西部
看。下到路上，看上去好像路上有⽔。你們開過⾞和去過公路
上的⼈都看⾒過那個。那是虚假的幻景。不久前在這裡，⼤約
三、四年前，我從書上讀到⼀些野鴨，⾶過這個地區，看⾒⼀
個幻景，就降落在路上，認為它們是碰到⽔了。它們就粉身碎
⾻了，撞到了堅硬的路⾯上，還認為它們是落在⽔⾯上了，那
是⼀個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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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多少次魔⿁對⼈們做了同樣的事，給他們⼀個虚假的幻景，
那裡什麽也没有，只是表⾯相信。今天許多⼈有⼀個表⾯相信
的宗教，想要虚構某件事或假裝有某件事，其實並不是那樣！
就像那個⼥宣教⼠説，她⼀直等到她肯定了。我們最好這麽
做。你不能回頭再試⼀次。你有⼀個機會，你有藍圖了，所以
我們最好去到標桿那裡。
71 聽好，饑餓者的哭聲，那是⼀個不尋常的哭聲，因為它是
⼀個凄慘的哭聲。這⼈要死了。哦，巴不得我們能去到那個地
步，巴不得這個國家能去到⼀個對神極為渴慕的地步！跟身體
上饑餓的國家相⽐，⽐如説印度，它處在更可怕的饑餓中；這
個國家是屬靈上的饑餓。但你餓了太⻑時間之後，就會到了⼀
個地步，你都不知道你是饑餓的。
72 就像凍僵。你凍了太久以後，你冷到⼀個地步，過不久後
你開始變暖了。當你這樣時，你是快死掉了！那就是今晚的問
題。衆教會變得太冷了，直到他們凍僵了，卻還以為他們可以
靠着會員資格取暖，屬靈上正在死亡。快死了！卻還不知道。
最後，他躺下去睡覺，⼀切就結束了。他再也醒不過來了，因
為他的⾎液在⾎管裡被凍住了。
73 呐，乾渴。耶穌説：“我的⾎真是可喝的。”如果你對⽣命饑
渴，饑渴⽣命，耶穌擁有唯⼀能解那乾渴的⽔。“凡勞苦擔重擔
的⼈，可以到我這裡來。”在《啓⽰錄》裡⼜説：“口渴的，可以
來⽣命泉那裡⽩⽩地喝。”如果你渴慕⽣命的話！
74 我們看到天⽂學家預⾔，在這個⽉的早些時候或在⽉初，
號或 號開始，或這個⽉的什麽時候，印度的天⽂學家預⾔
世界要被炸成碎⽚。美國報紙取笑它。我不相信世界要炸成
碎⽚，但我説取笑它也是不對的。因為有朝⼀⽇某件事將要發
⽣，類似那樣的事，當五顆⾏星，⽕星、木星、⾦星等等進⼊
它們的—它們的……它們還從未這樣過。哦，他們聲稱可能⼆
萬五千年前有過，但誰⼜回到過去搞明⽩過這個呢？
75 我預測這事有⼀個屬靈的預表。我相信這是要進⼊神的論
題，神的道的偉⼤啓⽰將要在這段時間被打開。記住，他們聲
稱耶穌降⽣時，是三顆星進⼊軌道裡。這是五顆，五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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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數字。三是完全的數字。五是恩典的數字，耶穌（J-e-
s-u-s），恩典（g-r-a-c-e），信⼼（f-a-i-t-h），等等。恩典的
數字！神把他的能⼒給教會，那是他的恩典；而不是靠⼈們的
順服。《以賽亞書》 章説，他如何“為耶路撒冷哭泣，儘管
她的爭戰已經結束”，她也因拜偶像而犯了罪，是神的恩典給
了它。神把什麽東西給我們，那是他的恩典，而不是我們的功
勞。所以它可能意味着什麽。我預測將會有⼀個變化。我不知
道它會是什麽，但我相信它就要發⽣。我們正在……現在就處
在它的前夕。
76 若有⼈饑餓，就可以來基督那裡。若有⼈渴了，就可以來
基督那裡。他可以解除那乾渴。他是我們⼀切乾渴和饑餓的
满⾜者。
77 不久前有⼈跟我講過⼀個小故事。我可能在這個教會裡講
過了它。如果我講過了，你們原諒我重復它，只是為了講到要
點上。有⼀個印第安嚮導或某個印第安⼈的監督。他在納⽡霍
地區旅⾏時，迷了路。他名叫科伊。他正沿着⼀條小路走，⼀
條動物走的小路，他想：“呐，如果我順着這條小路去找，我肯
定能找到⽔。”他的⾺太渴了，⾆頭都垂在了外⾯，乾了；⿐
孔變紅還粘着⼀堆沙⼦。他在沙暴裡⽤⼿帕遮在臉上，直到⼿
帕結成了塊，他就要死於缺⽔了。當他找到這條小路時，他正
牽着他的⾺。他説，他看⾒了這條動物走的小路時，就跳上了
⾺，説：“它肯定會帶我到⽔那裡。”所以他跨騎在⾺上，開始
沿着小路走。
78 ⾺也知道那是通往⽔源的小路。神這樣把本能給了不會説
話的動物！它就沿着小路走。最後，沿路拐了幾個彎，那是極
少數偏僻的地⽅。⾺想要轉到那條岔道上，但科伊想得卻不⼀
樣。他想要讓⾺走在那條有標記的主道上，他想要接着走，⾺
卻不肯走。他⽤⾺刺踢⾺，⾺就嘶叫，開始走另⼀條路。它開
始以後腿站⽴。它太虚弱了，不能把他摔下去。
79 所以，他⼜開始⽤⾺刺踢⾺，甚⾄把⾺都刺傷了，直到⾺
站在那裡發抖和流⾎，他太想要找到⽔了，好讓他的⽣命得以
存留。他往下看，往下看着；⾺像那樣發抖，幾乎要倒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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胯下。他往下看⾺，看到了⾺身上的⾎。他是個基督徒。他對
⾺説，他説：“我經常聽説野……動物有⼀個本能。轉⼊那個⽅
向的那條小路看來不像是會通往⽔那裡的。看來這條⼤路才會
通向⼈們經常取⽔的地⽅。”但是他説：“既然你忠⼼地馱了我
這麽遠，我就依從你的本能。”
80 哦，因着這個，我想到了基督！通往滅亡的路⼀路上都有
標竿和記號，但只有⼀條窄路是引到⽣命的。找着的⼈也少。
只有，不是本能，而是聖靈使你轉變⽅向，去到⽣命之⽔那
裡。我想，既然它已安全地把我帶到這麽遠了，我要在餘剩的
路上跟從它。
81 把這故事講完，他—他還没走上半英⾥路，突然間，這匹忠
⼼的⾺跳進了⼀個⼤的⽔潭。⾺對這種事是很在⾏的，它以它
的⽅式向—向騎⾺者表達了它的意思。他跳進了⽔裡。他説他
把⽔潑進⾺的⿐⼦裡。他給⾃⼰洗澡，他呼喊，⼤叫，他放聲
喊叫，捧起⽔倒進了他的喉嚨裡，呼喊着：“我們得救了！我們
得救了！我們得救了！”這⾺，邊喝⽔，邊發抖。他看着⾺流着
⾎的身體，都是因⾺刺留下的記號。
82 接着他説，他説……聽⾒有⼈説：“從⽔裡上來。”他⼀看，
那裡站着⼀個被毁容的小⽜仔。他從⽔裡上來。他説他聞到了
⽕的氣味，他看過去，有⼀群男⼈在那裡扎營。他們剛完成採
礦。他們採到了⼀些⻩⾦，他們騎⾺走在回去的路上，讓⾺馱
着，他們來到這個⽔潭，正在休息，他們都喝醉了。
83 他説他們燒了⼀些野味，他跟他們⼀起吃。他説他們中
的⼀個⼈説：“來，喝口酒。”他告訴他們他是誰，他叫傑
克·科伊，是—是印第安⼈的嚮導。於是那⼈説：“哦，來，喝
口酒。”
他説：“不，”他説：“我不喝酒。”

84 對那些⼈來説，那是⼀種侮辱。所以那⼈説：“你給我們喝
⼀口！”
他説：“不，我不喝。”

85 所以那⼈把酒壺舉起來，説：“喝⼀口！”你知道，所有的⼈
都喝醉了，⼤約有六個⼈。



曉諭之道

於是他説：“謝謝你，伙計們。”
86 説：“如果我們的野味够好，可以吃，我們的威⼠忌也够
好，可以喝。”
87 你知道喝醉了的⼈是怎麽樣的。他説：“不，”他説。
88 他們在來福槍裡裝上了⼀顆⼦彈，説：“現在你喝，要不
的話！”
89 他説：“不。不，我不會喝的。”那⼈開始⽤來福槍瞄凖。他
説：“等⼀下。”説：“我不怕死。”他説：“我—我不怕死。”他
説：“但在我—我死之前，我想把我的故事告訴你們，就是我不
喝酒的原因。”説：“我是肯塔基⼈。”他説：“⼀天早上在⼀個小
破木屋裡，⺟親躺在那裡快死了，她把我叫到她旁邊，説：‘傑
克，你爸爸死的時候，⼿裡拿着⼀副牌，横在桌⼦上，喝醉了
酒。’説：‘無論如何，傑克，你永遠不要喝酒。’”説：“我把
⼿按在我媽媽的額頭上。我向神許諾，那時我是⼀個⼗歲的男
孩，我永遠不會喝第⼀口酒。”他説：“我從未喝過酒。”説：“現
在，如果你想開槍，就開吧。”
90 酒⿁舉起來福槍，⼜舉起酒壺，説：“喝了它，不然我就開
槍！”就在那個時候，⼀聲槍響，酒壺爆裂了。
91 ⼀個毁了容的小⽜仔正站在峽⾕的旁邊，眼涙沿着他的臉
頰往下流。他説：“傑克，我也是從肯塔基來的。⼀天，我也
向我媽媽做了⼀個承諾，但我違背了我的諾⾔。”他説：“我
正等這些傢伙喝得爛醉，打算把他們整群⼈都殺了，不管怎
樣，奪走他們所擁有的⻩⾦。”他説：“但我曾是個酒⿁，我
做錯了。但是，”他説：“我敢肯定，當我的槍聲響徹天國裡的
峽⾕時，媽媽聽⾒我簽了⼀個誓⾔，我永遠不會再喝了。”藉
着神的恩典，他在那裡引導所有那些⼈歸向了基督，所有在那
裡的⼈。
92 瞧，⽔有⼀些特質，更新也有⼀些特質。我的觀點是當你
渴了時，要到⽔那裡去。它對你會起某些作⽤，就是當你渴了
時，要到⽔那裡去。
93 呐，他説：“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給你們。”不
像世⼈所給你們的平安，而是他給你們平安的⽅式。他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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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除我們的乾渴。如果我們渴望平安，就讓我們在他的平安
裡更新，知道我們藉着我們主耶穌與神和好了。他是我們平安
的給予者，能解除我們的乾渴。
94 這節説：“他真是可吃的，真是可喝的。”我這裡有⼀點筆
記， 節，“真是可吃的，真是可喝的。”聽聽他在這裡説的。

永活的⽗怎樣差我來，我⼜因⽗活着；照樣，吃我⾁
的⼈也要因我活着。

95 換句話説，“⽗差我來，我因他活着。每個到基督那裡的⼈
也必須因基督活着。”哦，就是這樣；那才是聖餐。當你因基督
活着時，那才是你所找到的真正的聖餐。
96 呐，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天天需要⾷物和⽔來維持⽣
存。如果我們不天天吃⾷物，喝⽔，那麽我們的身體就會虚
弱。我們裡⾯有⼀些東西，使我們必須吃⾷物。⼀天的⾷物
不能維持第⼆天。你必須天天吃⾷物來使你必死的身體強壯。
你可以活過去，但你虚弱多了。第⼆天，你就更虚弱了。第三
天，你將變得⾮常虚弱。
97 瞧，許多時候，我們在屬靈的領域裡就是那麽做的。你瞧，
我們必須天天跟基督談⼼。我們必須天天跟他交談。我們必
須天天在他⾯前把事情了結了。保羅説：“我是天天死去。”
瞧？“我天天死去；我雖然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
活着。”所以，如果你的⾁身天天需要⾷物，天天需要⽔來維持
⽣存，你屬靈的身體也天天需要屬靈的⾷物，跟主談⼼，來維
持⽣存。是的。耶穌説：“⼈活着，不是單靠⾷物，乃是靠神口
裡所出的⼀切話。”所以我們必須每天研讀聖經。⼀些⼈根本
不研讀它。⼀些⼈⼀年拿起它两三次。但⼀個在屬靈上真正被
建造起來的、真正、真正的信徒，他天天讀他的聖經，跟神交
談。没錯。[磁帶空⽩—編註。] 他必須這樣。“⼈活着，不是單
靠⾷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切話。”
98 呐，另外⼀點，我們吃⾷物是要建造我們的身體來抵抗疾
病。如果你不吃⾷物，任由你的身體虚弱，那你就容易⽣病。
疾病就會闖進⾎液裡，你就完了。如果你的⾎液不豐富，不純
淨，不好，那麽疾病就會進⼊你的⾎液裡。所以你必須吃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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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的⾷物，來保持你的⾎液健康。如果你不這樣，你就會對
疾病過敏。那是許多基督徒的問題所在。
99 像温室植物。你知道，你把⼀棵植物從温室裡拿出來，你
就得呵護它。它對天氣⼀無所知。它對陽光等等也⼀無所知；
它⼀直被遮蓋着，被呵護着。那也是許多所謂的基督徒的問題
所在；他們是温室的植物。没錯，容易被各種蟲⼦侵襲！你知
道，它只是⼀個—⼀個……它只是⼀個必須噴藥的病弱植物或
雜交植物。
100 你知道，你將⼀頭赫福德⽜趕到外⾯的草場上，⼜把⼀頭
⻑⾓⽜趕到那裡，那頭⻑⾓⽜可以存活下去，因為它是原本
的種。但你拿⼀頭雜交的布蘭格斯⽜或赫福德⽜，⼀隻雜種，
它是更好看的⺟⽜，肯定是的，更肥，更健康，但你把它們趕
到那裡，它們無法存活下去。它們會死掉！它們必須得到呵
護。瞧？
101 那就是今天的問題，我們有了穿着更好的基督徒，更⼤的
教會，許多的教育，許多的神學，但他們必須⼀直得到呵護；
你必須通過他們的眼鏡看，不然你根本就不是在看。我們需要
的是⼀些純種的基督徒，在主耶穌的⾎下重⽣，不是靠教會的
神學活着，而是靠着神的道，靠着跟基督的談⼼。神的道進到
信徒裡⾯，他的—他的屬靈身體就被建造了起來。不是⼀個温
室的嬰孩！
102 今天有⼀個傳道⼈説，我聽他在廣播裡那樣説，他説當他
進⼊這地區，他得了嚴重的⿐竇炎，他們商量要給他做⼀個
⼿術。他們説他們要做這做那，切開他，做⼿術，取去部分
的⿐竇腺，這會使他的臉塌進去，類似這樣等等。他説他⼤
把⼤把地吃藥。看來好像他必須吃很多的藥。但當他去到⼀
位好的基督徒醫⽣那裡，醫⽣説：“讓我們忘掉那些藥，讓我
們忘掉⼿術，讓我們增強體魄，這樣就能抵抗⿐竇炎了。”就
是那樣！
103 ⼈們今天不像過去那樣的⻑壽，問題出在哪裡呢？我們得
為這個打⼀針，為那個打⼀針，⽤各種的藥噴灑⾃⼰。它做
了什麽呢？它使我們變得脆弱、肥胖、鬆弛，毫無益處。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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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哦，我們對樣樣東西都過敏。現在，他們變得過
敏，還有别的⼀切。
104 我曾經身在⾮洲，無法打到瘧疾的預防針。如果瘧疾蚊⾶
落在我⼿上，我就會得瘧疾。它們悄無聲息，你幾乎都不知
道。它們落在那裡，它們只是落在那裡；只是那樣而已，你就
得了瘧疾。如果你活着，這病可以在你體内待⼗五年。有時候
你會死於這病。那些⼟著⼈住在他們的小棚屋裡，腿上到處都
是蚊⼦，他們⾚着身。蚊⼦釘在他們身上，瘧疾蚊，但⼀點也
傷不到他們。為什麽？他們建⽴了⼀個免疫⼒。他們有神所給
的接種。
105 那就是今天⼈們的問題所在。那就是教會的問題所在。我
們打了太多的呵護針和⼈造的神學，直到我們被噴得全身都
是。我們需要的是從主神的道來的接種。⼈應當天天靠那種⾷
物活着，給他的魂建⽴接種，避免正在這個地區活躍氾濫的屬
靈疾病。我有許多闗於這點的筆記，但我必須要停下來了。
106 呐，建⽴起來，凖備接種。呐，我們靠這個活着，我們的—
我們的身體必須有這個。我們若是没有，就容易患上各種的疾
病。神的道，我們相信它，藉着聖餐接受它，“主啊，你的道就
是真理。”
107“我的教會説你不必重⽣。他們説‘握⼿就是重⽣’。他們
説是‘點⽔禮’。他們還説别的⼀切東西，‘就是那樣，⽗、⼦
和聖靈’。”但聖經説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瞧？呐，隨你去
接種那些⼈造的預防針去吧；你會把⾃⼰變成⼀個⼈造的基督
徒。瞧？你不需要那樣。
108 只有藉着基督，你才能有⽣命。呐，他的道做了什麽呢？
它建造我們屬靈的身體，讓它強壯，這樣我們就能跟他談⼼來
抵擋魔⿁。
109 你説：“伯蘭罕弟兄，你所説的‘在他的道中談⼼’指的是
什麽呢？”
110 是的，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道
成了⾁身，住在我們中間。”我們要吃他的身體。他的身體就是
他的道，因為他就是道。在《約翰福⾳》 章，他説：“你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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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我裡⾯，我的聖餐—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凡你們所願
意的，祈求就為你們成就。”就是這樣。那是真的。瞧，祈求你
所願意的！
111 你怎麽做？你正在建造你的身體，接種，避免……有⼈進
來説：“哦，我們的教會不相信叫喊。”瞧，你被建造了。什
麽？你裡⾯有聖餐，神的道。你已經接種遠離了它。如果⼀堆
的胡説⼋道進來，它是什麽？它裡⾯没有神的道，你就能確定
那是錯的。我不在乎它看上去多麽真實，如果它不是神的道，
就别管它。没錯，别管它。我不在乎它做了什麽；它必須跟神
的道對照！
112 在禱告中，我引⽤了⽶該雅站在那裡看，事情看上去真的
很對，以⾊列⼈在那裡，那塊地屬於他們。那些外族⼈進來，
把它從他們那裡奪走了，建造他們⾃⼰的房屋，他們佔據着
的那部分⼟地是神給以⾊列⼈的。所以，看起來好像那四百個
希伯來先知是對的。但你知道，約沙法是不⼀樣的，他是屬靈
的；他説：“你不是還有⼀個嗎？”
113 説：“我還有⼀個，但是，”他説：“我恨他。他所做的唯⼀
的事就是説凶⾔。”
説：“去叫他來，讓我們聽他講。”

114 於是他去到那裡，説：“上去吧，上去那裡，但我看⾒以⾊
列⼈分散，如同⽺没有牧⼈⼀般。”接着他説出他的異象。
115 呐，誰的正確呢？看起來好像四百個先知是對的。四百個
受過良好訓練的⼈，説：“上去吧，主與你同在。”甚⾄西底家
有⼀個—⼀個—⼀個—有⼀個……西底家造了两隻⼤鐡⾓。他
説：“你要⽤這⾓把外族⼈頂出那地。”他肯定他是對的。他知
道他是對的。但是你瞧，他錯了。
116 這裡，⽶該雅，⼀對四百，他説：“你若上去，以⾊列⼈就
會分散，没有了牧⼈。”
117 其他⼈説：“上去，主與你同在！”呐，從物質上講，他們是
對的；那地⽅是屬於以⾊列⼈的。但主的道譴責了亞哈，所以
神怎能祝福他已經譴責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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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今天也是這樣。瞧？聖餐的道曾在⽶該雅裡⾯。現在，如
果你藉着領受真正的聖餐跟神談⼼，你裡⾯的靈卻不同意神的
道，你就不是在跟神談⼼；你是在跟魔⿁談⼼。它們模仿得那
麽像！聖經説：“在末後的⽇⼦裡，倘若能⾏，連選⺠也就迷惑
了。然而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而且如果⼀個……
在《加拉太書》 : ，保羅説：“如果天上來的使者傳另⼀個福
⾳，與你們所聽到的這個福⾳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甚⾄是
天使！在早期的教會裡，當那些⼈，像聖徒⾺丁、愛任紐，那
些屬神的⼈，魔⿁會像⼀個光明的使者⼀樣向他們顯現。但你
注意看，它必定會有⼀點偏離神的道。
119 它像⼀個光明的使者⼀樣向夏娃顯現，告訴她：“肯定的，
主這麽説，主這麽説，”但它最終不同意神。虚假的聖餐今天
也是這樣做的。當⼈們認為他們是在向神禱告，卻不順從神的
道，那就是⼀個虚假的聖餐。
120“你們若常在我裡⾯，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凡你們所願
意的，”瞧，“祈求就為你們成就。”呐，它不會是這次⾏得通，
下次⾏不通的。“你們若常在我裡⾯，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
那指的是留在那裡。“常在”的意思是“停留在那裡，待在那
裡。”是的，它—它是預防罪惡疾病的疫苗。
121 呐，在我們去到聖餐桌之前，讓我説完這句話就結束。主
的⾎和身體，⽤信⼼調和，那是⾎和身體，那是聖靈和道，⽤
信⼼調和就等於永⽣。“吃我⾁、喝我⾎的⼈就有永⽣，在
末⽇我要叫他復活。”就是這樣。它是什麽？主的聖餐。道
和聖靈，這⽣命在⾎裡⾯；藉着對主的信⼼，道和聖靈就等
於永⽣。
122 這是我的禱告，因為我看到結局近了，看到事情隨時就會
發⽣，知道我們離主的再來不遠了。主啊，奉神的兒⼦主耶穌
的名，讓我携帶你的道，這把劍，⽤我所擁有的信⼼揮舞它，
砍出路來，穿過⼀切⿁魔的權勢，靠着跟他話語的交流，直到
我看到基督。
123 與他的道談⼼。“你們若常在我裡⾯，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為你們成就。”多美啊！與道和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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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真實交流，⽤信⼼把它揮舞在⼀起，“凡你們所願意的，祈
求就為你們成就。”讓我們禱告。
124 仁慈、尊貴、聖潔的⽗神，偉⼤的我是，亞伯拉罕的以勒
沙代。哦，神啊，主的這個偉⼤的聖餐就等於永⽣，它是預防
驕傲的疫苗，它是預防不信的疫苗，它是預防世上的罪的疫
苗！它是聖餐，伴隨着對我們天⽗神聖的愛。藉着耶穌基督的
義，我們得以來到這桌前。主啊，我們祈求你今晚在聖靈裡把
那通道給我們每個⼈。赦免我們。我們要我們屬靈的身體成
⻑。我們不在乎加⼊某個教會或宗派。我們要建造屬靈的身
體，接種預防罪的疫苗，去到⼀個地步，再也没有想做錯事的
欲望，聖靈可以拿他⾃⼰的道和⽤我們的嘴巴説出它，就像
它在那天被説出來⼀樣新鲜，因為它是在主耶穌裡⾯的同⼀個
靈。⽗啊，我祈求你把那個給我們。
125 時間正在結束。什麽時候最後⼀個⼈得救，我們不知道。
但今晚我祈求，主啊，如果這裡有⼈還不知道你是他們的救
主，願他們今晚找到你，接下來他們走到這⽔裡受浸，作為⼀
個記念，向這群信徒承認説他們相信那個故事，説到拿撒勒⼈
耶穌由童⼥所⽣，被害，被本丢·彼拉多釘⼗字架，第三天被神
復活，今晚坐在⾄⼤者的右邊，⻑遠活着為⼈代求。
126 主啊，求你應允，願這同⼀個⼈，順從聖經的命令，“你
們各⼈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因為
在天下⼈間，没有給予别的名，你們可以靠着得救。”哦，神
啊，願⼈們看到這其中的真誠和神堅定的話語，“因為在天下⼈
間，没有給予别的名，你們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耶穌基督
的名。”所以，使徒説：“你們各⼈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
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
每個時代的，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主啊，應允它，願今晚
有很多的⼈被召。
127 我們的主也説了，“若不是我⽗吸引⼈，就没有能到我這裡
來的；凡⽗所給我的⼈必到我這裡來。我的⽺聽我的聲⾳。”陌
⽣⼈，如果⼀個陌⽣⼈説話，那聲⾳不符合聖經，⽺很快就會
認出來。哦，神啊！如果這是你的聲⾳—聖經，是它所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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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隻⽺都會聽它，因為它是⽺的⾷物。他們談過⼼了。他們知
道⽗餵養的是什麽樣的⾷物。“⼈活着，不是單靠⾷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切話。”主啊，應允它，願許多⼈看⾒並明⽩，
並在今晚來就近你。
128 那些没有聖靈的⼈，願他們⼀刻也不再耽延。下⼀個時刻
可能就太遲了。他們可能就不在了。
129 ⽗啊，現在當我們聚在桌⼦周圍，領受你裂開的身體的代
表時，我們祈求，如果我們中間有罪，主啊，赦免我們。你
説：“你們聚會的時候，要彼此等待。”神啊，在這群會衆中，
若是什麽地⽅有罪，我祈求耶穌基督的⾎使那個男⼈或那個
⼥⼈、男孩或⼥孩從罪裡分别出來。⽗啊，我為⾃⼰祈求，願
你把我從⼀切的疑惑、⼀切的罪、⼀切的不信和任何東西中
分别出來……我們知道不信就是罪。它是唯⼀的罪。“不信的
⼈，罪已經定了。”唯⼀的罪，就是不相信神的道。⽗啊，如
果我裡⾯有什麽不信，赦免我，神啊，我有很多的不信，我祈
求你赦免我。赦免今晚你所給我，⽤你的道所餵養的會衆。求
你應允。
130 當我們來記念他裂開的身體，他從死裡復活了，永遠活
在我們中間，主啊，願我們領受從他來的聖餐，就是聖靈的交
流。⽗啊，應允它。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131 現在，對你們那些必須要走，不能再留⼗五分鐘左右參加
聖餐聚會的⼈……我們⼈不多，我們要領聖餐。它不是封閉的
聖餐。它絶對是給每個基督教信徒的。神没有在浸信會、衛理
公會等等的中間畫⼀條界線。我們都從⼀位聖靈受浸，成了⼀
個身體，我們是神國裡的公⺠。如果我們中間有⼈是陌⽣⼈，
我不常來這裡，不知道誰是成員或誰不是。記住，不管你屬
於什麽教會，那跟它毫無闗係。不管怎樣，只有⼀個教會，你
不是加⼊它；你是⽣在它裡⾯。是的。你是⽣在神的這個教會
裡。我們祈求你今晚接受基督，跟他談⼼，當我們記念他裂開
的身體，以及領受這些逾越節的餅和酒，願神把這⾎灑在我們
的⼼和良⼼上。



曉諭之道

132 現在，他們要把聖餐拿上來，我們現在要讀《哥林多前書》
章。然後我們⾺上就領聖餐，我們相信神必豐豐富富地祝福

你們。在我們讀這經⽂時，或在我們讀它之前，如果你要走，
你可以悄悄地出去。星期三晚上、星期天早上和星期天晚上再
跟我們在⼀起。如果你可以留下來跟我們⼀起領聖餐，我們會
很⾼興你們這樣做。接着⾺上就是主……就是浸禮的事奉，我
猜想那⼤約要花⼗五分鐘，⾄多⼆⼗分鐘。《哥林多前書》
章 節。

……我當⽇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
穌被出賣的那⼀夜……拿起餅來，
祝謝了，就掰開……説，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為
你們掰開，這樣作，為的是記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説，這杯是⽤我的⾎所⽴
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為的是記念
我。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
來。
所以，無論何⼈……吃主的餅，喝主的這杯，若是不
配，就是⼲犯主的身、主的⾎了。
⼈應當⾃⼰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因為⼈若不配卻去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
喝⾃⼰的罪了。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
不少。
我們若是先審判⾃⼰，就不⾄於受審。
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免得我們和世⼈⼀
同定罪。
所以我的弟兄們，你們聚在⼀起吃的時候，要彼此等
待。

133 呐，靜靜地為我們每個⼈禱告⼀會兒，當我為你們禱告時，
也請為我禱告。［伯蘭罕弟兄停頓—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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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請應允這些要求。赦免我們的過犯，如同我們
赦免那些⼲犯我們的⼈。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這樣求。阿們。
134 這些小塊是没有⽤豬油等等調和的無酵餅，代表主的身體。
它不是圓的，乃是裂成了碎⽚。這是因為它是指基督裂開的
身體，是為我們裂開的。願神為每個吃它的⼈給予祝福。呐，
它不是身體；它只是代表身體。我没有能⼒，别的⼈也没有能
⼒，使它成為餅以外的任何東西。只有神能。那是他告訴我們
的，吃這餅，喝這杯葡萄酒。現在，讓我們低頭。
135 ⾄聖的神，我們是他的僕⼈，奉耶穌基督的名為預期的⽬
的將這餅分别為聖，使我們在領受它的時候，記念我們的主
被釘⼗字架；他的身體像從前⼀樣寶貴、神聖，為了我們而與
鞭條、荆棘和釘⼦混合，從他裂開的身體出來了聖靈，來給予
我們永⽣。主啊，願我們在吃這餅的時候，有旅⾏的恩典，如
同以⾊列⼈四⼗年⾏走在曠野，他們中間没有⼀個軟弱的。⽗
神，當我們為了預期的⽬的祈求你將這餅—無酵餅分别為聖時，
求你應允。奉耶穌的名。阿們。
136 ⽴新約的這杯，這⾎。我想起那⾸歌，“藉着信⼼我⾒此
泉，從你傷痕流出，救贖的愛成我詩篇，⼀⽣銘刻肺腑。”當我
看⾒這⾎，葡萄汁，葡萄的⾎，我知道它代表從主耶穌身上流
出的⾎。願每個領受這⾎的⼈都有永⽣；願疾病離開他們的身
體；願疲乏、軟弱和壓抑，願魔⿁（以各種形式）離開他們，使
他們可以有顯著的⼒量、健康和永⽣，讓他們的光照在我們所
⽣活的這個邪惡和淫亂的世代，歸榮耀於神。
137 天⽗，我們把葡萄樹的果⼦獻給你。奉耶穌基督的名將它
分别為聖，來代表你兒⼦耶穌的⾎，我們在它裡⾯有，“為我
們的過犯受害；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主啊，求你應允，
願⽣命，永⽣豐豐富富地臨到我們，使我們能更好地服侍你，
有⼒量和健康帶我們從⼀個地⽅到我們被差遣服侍你的地⽅，
無論你呼召我們去哪裡。我們奉耶穌的名求你應允這些祝福。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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