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過了考驗後得着敵⼈的城⾨

 我在想……你知道，我有個想法，想看到⼈們在我們讀
神的道時站⽴。難道你們不喜歡那樣嗎？我們站着宣誓

效忠，我們站着為我們的國家效忠，為什麽現在不為神的道
站⽴呢？
2 當我們站着⼀會兒的時候。不久前我在讀⼀篇⽂章時，我
想起昨晚那些為基督站⽴的⼈。如果你還没有這麽做，那你今
天願意這麽做嗎？
3 ⼤約在七⼗五年前有⼀個偉⼤的傳道⼈，我實在想不起他
的名字。我想是亞瑟·⿆考伊，他曾穿越這個國家。有⼀天晚
上他做了⼀個夢，夢⾒他去了榮耀之地。他說他去到那個⼤⾨
前，他們不讓他進去。他說：“我是來⾃美國的亞瑟·⿆考伊。
我是⼀個傳道⼈。”
4 於是守⾨⼈就進去了（這是⼀個夢），他進去後說：“我根本
找不到你的名字。”
他說：“哦，我是⼀個傳道⼈。”
他說：“先⽣，我……”

5 他說：“哦，有没有可能是……出了點問題。”
6 他說：“没有，先⽣。我這裏有這本書。我根本找不到你的
名字。”
他說：“那麽我可以做些什麽呢？”

7 他說：“你可以把你的案⼦上訴到⽩⾊⼤寶座的審判。”神
啊，幫助我。我不想去那裏。
8 他說：“好吧，如果這是我唯⼀的希望，我想我就把我的案
⼦上訴吧。”
9 然後他說他覺得⾃⼰走了很遠的路，就是……當他開始時，
他說那是⼀⽚⿊暗，後來越來越亮，並說這道光似乎没有停⽌
在⼀個特定的地⽅，但他就在它的中央。並說主說：“是誰走近
我的審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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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說：“我是亞瑟·⿆考伊。我是個傳道⼈，使很多靈魂去到
天國。”
主說：“你的名字没有在這本書裏，對嗎？”
“没有。”
說：“那麽你已經向我的法庭提出上訴了嗎？”
“是的，先⽣。”

11 “你將獲得公正審判。我以我的法律審判你。亞瑟·⿆考伊，
你說過謊嗎？”
12 他說：“我以為我是⼀個很好的⼈，直到我站在那道光裏。”
他說：“但在那道光的⾯前，我是⼀個罪⼈。”我們都會是那樣。
你現在可能覺得很安全，但等你到了那裏就知道了。當神在這
裏恩膏時，你覺得那感覺如何？你所感覺到的是多麽的少啊！
在⽩⾊⼤寶座的審判中那會是怎麽樣的？
主說：“你說過謊嗎？”

13 他說：“我以為我⼀直是誠實的，但有些小事我以為是善意
的小謊⾔，它們在那裏變得⼜⼤⼜⿊。”
他說：“是的，先⽣，我說過謊。”
主說：“你偷過東西嗎？”

14 他說：“我以為我⼀直是誠實的，從來没有偷過東西，”但
他說：“在那道光的⾯前，我—我才發現到我做過的⼀些交易是
不對的。”
他說：“是的，先⽣，我偷過東西。”
主說：“我的審判……”

15 他正凖備聽他的判决，“去進⼊為魔⿁和他的天使所凖備的
永恆之⽕吧，”他說每⼀根⾻頭都在⽡解。
16 說：“我聽到了我⼀⽣中聽到的最甜美的聲⾳。”他說：“當
我轉身看時，我看到了我⾒過的最美麗的臉；⽐⼀位⺟親的
臉更美，⽐⺟親叫我的聲⾳更甜美。”說：“我環顧四周。我
聽到⼀個聲⾳說：‘⽗啊，那是真的，他確實說了謊，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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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誠實。但是在地球上他為我站⽴，’說：‘現在我要為他站
⽴。’”
17 那是我想在那裏發⽣的事情。我現在要為他站⽴，當那個
時候到來時，他會為我站⽴。
18 讓我們讀⼀下《創世紀》 章 、 、 和 節。

耶和華的使者第⼆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
說：“耶和華說：‘你既⾏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
就是你獨⽣的兒⼦，我便指着⾃⼰起誓說：
論福，我必賜⼤福給你……論⼦孫，我必叫你的⼦孫
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的⼦孫必得着
仇敵的城⾨。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
的話。’”
讓我們禱告。

19 天⽗，請你現在拿起這段⽂字，主啊，向我們傳講。主啊，
願聖靈把神的道直接帶給每⼀顆⼼。那將满⾜我們今天下午的
期望，因為它們是偉⼤的，主啊。你告訴我們要求豐盛，使我
們的喜樂可以满⾜。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家請坐。

20 如果我可以暫時把這稱為⼀個主題。我的聲⾳很弱，這
就是我必須站在⿆克⾵旁的原因。我知道有聲⾳的反彈，但
我們就稍微忍耐⼀下。我想稱這為：通過了考驗後得着敵⼈
的城⾨。
21 我們的場景是在亞伯拉罕最奇妙的場景之⼀開始的。你知
道亞伯拉罕是信⼼之⽗。那應許是給亞伯拉罕的。只有通過基
督，通過亞伯拉罕，與他同為繼承⼈，才是我們得到應許的唯
⼀途徑。呐，亞伯拉罕只是⼀個普通⼈，但他被神呼召，他也
忠於這個呼召。當神對他說話時，亞伯拉罕從未懐疑過那個聲
⾳。他⼀直與那個聲⾳待在⼀起。不管有什麽困難，他都與它
待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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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後來他被應許會有⼀個兒⼦。他等了⼆⼗五年才得到這個
兒⼦，把任何與之相反的事情都看做是假的。然後，在這個兒
⼦身上，地球上所有的家庭都將得到祝福。而這位族⻑忠於他
的呼召和應許的道。
23 他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榜樣。現在我們在基督裏死了，就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
24 呐，亞伯拉罕有两個後裔。⼀個是天然的後裔；另⼀個是
屬靈的後裔。⼀個是天然的，藉着他的⾁體來的；另⼀個是他
信⼼的後裔，信⼼，使我們也能靠着應許的道成為亞伯拉罕
的後裔。
25 現在他經過⼆⼗五年漫⻑的考驗，不但没有變弱，反而更
堅強了。你看，如果第⼀年没有發⽣，第⼆年就會有更⼤的
神跡，因為已經两年了。他把這些年堆積起來，隨着年齡的
增⻑，他的身體就變弱了。撒拉的⼦宫，那⼦宫，或者它（變
成）是不能⽣育的。因此他的體⼒就没有了，有……這完全
不可能。
26 你有没有想過神在那裏做了什麽？瞧，神從未只是讓她的
⼦宫能⽣育。因為，請記住，如果神那樣做了，那麽請記住，
如果他那樣做了……他們那個時代没有這些健康和衛⽣的瓶
⼦，來裝從⽜身上取得的⽜奶來給嬰孩。看到了嗎？神還不得
不……她的乳腺已經乾涸了。所以神—神不可能……必須要有
⼀些事情發⽣。
27 然後，看看這個⼥⼈，⼀百歲的⼈要去分娩。她的⼼臟
是無法承受這個的。現在⼀個四⼗歲的⼥⼈也很難做到這⼀
點。她的⼼臟會受不了。所以你知道神做了什麽？如果你注
意到……
28 現在我知道很多⼈可能不同意。如果這樣說可以嗎？看，
我……這只是我⾃⼰的想法。
29 看，聖經是⼀本超⾃然的書。它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不
要讓學校、神學家知道。有多少⼈知道這點？耶穌感謝神。他
說：“⽗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藏起來，不讓聰明通達
的⼈知道，而把它啓⽰給那些願意學習的嬰孩。”這是⼀本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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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神的愛進⼊⼼裏，你就愛上了神，然後他就親⾃把聖經
的意思揭⽰出來。聖經的解釋是神⾃⼰在解釋他的應許。但是
聖經，它是寫在字裏⾏間的。
30 呐，就像我的妻⼦，哦，她是世界上最棒的⼥⼈，我真的
很愛她。她愛我。因此當我出⾨在外時，她會給我寫信說：“親
愛的⽐爾，今晚我剛剛把孩⼦們哄睡着。我今天把⾐服洗了，”
寫她都做了些什麽等等。她在信上這麽說的。但是你看，我
是那麽愛她，我們是那麽的融為⼀體，直到我—我可以讀懂
字裏⾏間的意思。我知道她想說什麽，看，不管她是否告訴
我，看。我—我知道她的意思，因為這是我對她的愛，和我
的理解。
31 嗯，聖經就是這樣寫的。看到了嗎？那—那些學者們會直接
越過它；他們永遠不會明⽩。瞧，你必須愛上神的道，就是神
⾃⼰，“來認識他”。看到了嗎？
32 呐，現在在這裏，看看神做了什麽。亞伯拉罕和撒拉都很
⽼了，聖經說：“他們⽼邁了。”這並不僅僅因為他們只是⼀些
在那裏住得⽐較久的⼈。聖經說：“他們年紀⽼邁了。”
33 現在注意，在這個天使出現之後，那是我們⼀直在談論的；
就是以羅欣，神。他告訴亞伯拉罕說：“明年這時候，我會來探
望你。”現在⼀直看下去，他們是教會的預表，⼀直如此。
34 現在看看。事情是這樣的。呐，神不僅僅是修補了撒拉和
亞伯拉罕。他把他們變回了年輕的男⼈和⼥⼈。這可能看起來
很奇怪，但現在看看其餘的神的道，把它放在⼀起。神的道是
被默⽰的，你必須受到神的道的默⽰。現在請記住，緊接着，
這位天使出現後⽴即……
35 我能看到，撒拉的那頭⽩髪，小奶奶肩上披着披肩，戴着
⼀頂防塵帽，拿着⼀根拐杖到處走。“我，我主也⽼邁，豈能有
這喜事呢？”看到了嗎？這裏是亞伯拉罕，這個⻑鬍⼦，他拿着
⼀根拐杖，因為他已經年邁了。
36 第⼆天早上，我看⾒他的肩膀開始直起來，不再駝背了。
她的頭髪開始變了。他們變回了⼀對年輕的男⼥。這只是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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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對亞伯拉罕的王室後裔做些什麽，瞧，當我們“就在⼀霎
時，眨眼之間就改變了，⼀同被提。”
37 看看發⽣了什麽。現在讓我證明給你看。他們從他們所在
的地⽅，也就是蛾摩拉那裏，⼀直走到⾮利⼠地的基拉。你注
意到了嗎？在地圖上標出它，看看那有多遠。對那個年紀的⽼
夫婦來說，那是⼀段很⻑的路途。
38 除此之外，在—在⾮利⼠地有⼀個年輕的國王，名叫亞⽐
⽶勒，他正想找個妻⼦。他有那些漂亮的⾮利⼠⼥孩，但當他
看到奶奶時，他說：“她容貌極其俊美，”他就愛上了她，想娶
她。没錯。嗯哼。看，她很美。看到了嗎？
39 她已經變回了⼀個年輕的⼥⼈。注意，她必須⽣出那個孩
⼦。神使她成為新造的⼈。她必須養育這個孩⼦。記住，亞伯
拉罕，“他的身體像死了⼀樣，”撒拉死的時候，亞伯拉罕是……
我相信撒拉死的時候，以撒已經四⼗五歲了。亞伯拉罕之後⼜
娶了⼀個⼥⼈，除了⼥兒之外，還⽣了七個兒⼦。阿們。
40 看，要讀出字裏⾏間的含義。這是個預表。這顯⽰了神要
對所有亞伯拉罕的⼦孫做些什麽。朋友們，只是我們現在很接
近了，所以我們彎曲的肩膀和⼀切都没有任何區别。我們的⽩
髪和任何東西，現在都不重要了。我們不要回頭看。讓我們期
待那即將來到的事。
41 記住，我們看到的這個跡象，是亞伯拉罕和他的撒拉看到
的最後⼀個跡象，在應許的兒⼦出現之前。我們相信我們正處
於那個時刻。
42 族⻑，在這個男孩出⽣後……你是否能想像以撒，⼤約
歲；可愛的小捲髪男孩，棕⾊的小眼睛？我可以想像那個⺟親
的感受；美麗的年輕⼥⼈，是那麽的，還有他的⽗親。有⼀天
神說，呐，⽐⽅說我們離它要來的時刻還有很遠。“我通過這個
男孩使你成為萬國之⽗，但我要你把這個男孩帶到我給你看的
⼭頂上，我要你在上⾯把他殺死來獻祭。”你能想像嗎？
43 現在你從來没有被要求去經歴這樣的考驗。神現在不這麽
做了。那是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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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亞伯拉罕害怕嗎？没有，先⽣。亞伯拉罕這樣說：“我完全
相信神能使他從死裏復活，因為我從死裏領受他。如果神的那
條誡命叫我這樣做，我也⼀直忠⼼不⼆，而且得到了回報，給
了我這個兒⼦；神也能使他從死裏復活；我仿佛從死中得回兒
⼦來。”
45 哦，朋友！如果神把聖靈賜給你們五旬節的⼈，說⽅⾔，
那麽你們更應該相信他的醫治能⼒，以及他的善良和憐憫！如
果神這樣做，反對了這個國家所有的神學家！他們說這是不
可能的，但神做到了，因為他應許了。那就靠着你的槍，你的
道，你的劍，相信神的道。神這麽說，這就解决了！
46 注意，呐，他帶着騾⼦從那裏走了三天的路程。我擅⻑走
路，當我在巡邏的時候，我每天走三⼗英⾥，穿過曠野；我們
有汽油脚，可以這麽說。但他們這些⼈，他們唯⼀的交通⼯
具，要麽騎驢—要麽走路。他從所在的地點走了三天的路程，
然後在曠野裏舉⽬觀看那遠處的⼭。
47 他帶着以撒，捆住他的⼿。我們都知道，在《創世記》 章
中，這是基督的⼀個預表。把他綁住帶上⼭，就像耶穌被帶上
⼭，上去各各他⼭；這當然是神捨下他兒⼦的⼀個預表。
48 但當他們上了⼭，他也順從了，以撒開始有點懐疑了。他
說：“⽗親，這裏有木頭，這裏有祭壇，這裏有⽕，但祭物在哪
裏呢？”
49 亞伯拉罕⼼裏明⽩，但神的道就在那裏，他說：“我兒，神
能為他⾃⼰提供祭物。”他把那個地⽅稱為“耶和華以勒”。
50 他捆綁了兒⼦，他順從地去死；把他放在祭壇上，從⼑鞘
裏拔出⼑來，開始要取⾃⼰兒⼦的性命。他⼀動⼿，就有東西
抓住他的⼿，說：“亞伯拉罕，不要動⼿。”
51 就在那時，有⼀隻公⽺在他後⾯的曠野裏咩咩叫，它的⾓
被鈎住了。
52 你有没有想過那隻公⽺是從哪裏來的？記住，這個國家到
處都是獅⼦、狼和豺狼，還有那些噬⽺的野獸。他離⽂明社會
有多遠？然後，在⼭頂上，没有⽔的地⽅。四周都有⽯頭，他
撿了起來去做祭壇。那隻公⽺是從哪裏來的？看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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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那不是⼀個異象。他殺了公⽺，公⽺流了⾎。他說什
麽？“神能够為⾃⼰提供祭物。”
54 你要怎樣才能從那張椅⼦上站起來？那個痙攣的孩⼦怎
樣才會好起來，或者你怎樣從那張椅⼦上站起來，坐在那裏
的你，那位有⼼臟病的你？不管是什麽事，“神能够為⾃⼰
提供。”
55 亞伯拉罕相信了。這位族⻑⼀直忠於這個應許。神給出的
應許是：“你的⼦孫！因為你相信我的話語，無論在什麽情况
下，你的⼦孫要得着敵⼈的城⾨。”
56 為什麽？每⼀個上來的敵⼈，打個⽐⽅，反對亞伯拉罕，
亞伯拉……這敵⼈說：“她太⽼了。我也太⽼了。所有這些，還
有其他的⼀切。”他仍然保持着對這個承諾的忠誠。
57 呐，擁有這種信⼼的⼈，不管在什麽情况下仍然會相信
神的道。呐，如果你不能這樣做，那麽你就不是亞伯拉罕的⼦
孫。那就是亞伯拉罕的信⼼，他的後裔。
58 亞伯拉罕的應許是他的“⼦孫”，現在他的王室後裔也是
如此，正如我剛才告訴你們的。神給亞伯拉罕的這個印記是應
許的印記。根據《以弗所書》 : ，王室後裔在經受了考驗之
後，“被聖靈封印了”。試着想⼀下。
59 許多⼈認為他們得到了聖靈。許多⼈聲稱有聖靈。許多⼈
可以顯⽰出許多證據和跡象。但是，如果它不能與神的道保持
⼀致，它就不是聖靈。明⽩嗎？
60 你相信每⼀句神的道，那麽你就在考驗之後得到了印記。
當我們相信神的道中的每⼀個應許，那麽我們就被聖靈封印
了，以證實這個應許。那就是，那就是亞伯拉罕的做法。然
後，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權利得到我們敵⼈的城⾨。除⾮你先
成為那個後裔，否則你做不到這⼀點。記住，在聖經裏……
61 我在休斯頓或其他地⽅講過這個，其他……或者，我是說
達拉斯。《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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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你看，⼀個—⼀個在以⾊列的猶太⼈可以通過割禮來表明
他是⼀個猶太⼈。但神說：“我⼀⾒這⾎！這⾎要成為你們的
記號。”
63 那⾎中的⽣命不能降臨在敬拜者身上，嗯，因為那是動
物的⽣命，它只是預⽰着那個真正的⽣命要來到。那個化學成
分，那⾎本身，必須把⾨和⾨柱都塗紅。
64 ⽤⽜膝草塗抹，這只是⼀種普通的雜草，表明你不需要有
什麽超級的信⼼。你只需要有同樣的信⼼，是你已經有的信
⼼，就像你有信⼼能啓動你的⾞來到教堂。明⽩嗎？很多⼈認
為他們必須是……但是，不，不，那是錯的。你只需要有普通
的信⼼就可以應⽤寶⾎了。聽神的道，相信神的道，應⽤它，
就是這樣。在巴勒斯坦的任何地⽅撿起的雜草就是⽜膝草，它
只是⼀些從四處和牆縫裏⻑出來的雜草，⽤它來蘸着他們的
⾎，塗在⾨楣和⾨柱上。
65 而且請記住，我不管他們在約中的地位有多⾼，猶太⼈能
表明他受了割禮，他是個多好的⼈，除⾮那—那記號在那裏，
否則所有的約都廢除了。唯獨“我⼀⾒這⾎”。
66 呐，現在那寶⾎，那記號，不是基督寶⾎的化學成分了，
因為它是幾千年前流出來的。
67 但是你看，在……那裏必須有化學成分，動物的⽣命不能
降臨到⼈身上，因為動物的⽣命是没有靈魂的。動物不知道對
與錯。⼈類才有靈魂。
68 呐，但當神的兒⼦，童⼥所⽣的耶穌流下他的寶⾎時，那
寶⾎中的⽣命就是神本身。聖經說：“我們得救是靠神的⽣命，
神的寶⾎。”不是猶太⼈的⾎，不是外邦⼈的⾎；而是神的
⽣命。神創造了這個⾎細胞，是童⼥所⽣的。她不曾和男⼈同
房，也没有……卵⼦也不是從她那裏來的。
69 我知道你們很多⼈想相信卵⼦是從她來的。没有快感的話，
卵⼦是不會出現在那裏的，那神會怎麽做？看到了嗎？
70 神創造了卵⼦和⾎細胞，那是神的帳棚，是神聖的。“我不
叫我的聖者⾒朽壊。”明⽩那卵⼦是從哪裏來的嗎？“我也不將



曉諭之道

他的靈魂撇在陰間。”他的身體是神聖的！哦！你不，你要是没
辦法相信那點，你怎麽能說⾃⼰是個基督徒呢？
71 “我們是靠神的⾎得救的。”我的信⼼就在那裏。不是靠先知
的⾎走出去的，不是靠普通⼈的⾎走出去的，也不是靠⽼師或
神學家的。我們是靠神的⾎走出去的。神是這樣說的。他成為
⼈。他改變了他的組成部分。他在這裏張⼤他的帳幕，與我們
⼀起，成為我們的⼀員。他是我們的⾄親救贖者。他必須成為
我們的親屬，因為那是律法。神成為⼈，住在我們中間。
72 請注意，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從他那裏來，是神，是聖
靈，然後聖靈就臨到信徒身上。因此，在我們的祭物裏的那個
⽣命，我們的身份是⽤那同⼀個⽣命来識别的。
73 那正是我們的祭物給我們的身份識别，那麽他們怎麽能看
到神的⽣命在⼈們中間流動，並稱其為不潔之物呢？“信我的
⼈，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他的⽣命……從祭物上返回到，
當我們把我們的⼿放在它上⾯，認定我們對⾃⼰的想法已經死
亡。那麽我們怎麽能讓教派把我們推向信條和事物，並說我們
相信它？我們對那些東西已經死了。
74 保羅說：“這些東西都不會困擾我，”因為他已經依靠了
⼀個絶對的東西，就是基督。每⼀個真正的成就都是和⼀個
絶對的東西息息相闗的，我的絶對東西就是神的道。其他⼈
也是，那是—那是真正從聖靈⽣的，他們的絶對東西就是神的
道。我依靠它。我把我的⼿放在它上⾯。它取代了我的位置，
而我也認同了他。我們知道他應許要認同我們。這帶來了真
正的信⼼；不是你⾃⼰的信⼼，而是神的信⼼；那是你無法控
制的東西。是他做的。現在注意。然後，也只有當……是對你
的承諾。
75 不管你加⼊了多少個教會，你受了多少次浸禮；朝前，朝
後，任何你想要的⽅式。在那個印記放在你身上之前，你没有
權利稱⾃⼰是與你的祭物有闗。
76 那麽什麽是神的印記呢？《以弗所書》 : 說：“不要叫神
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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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從⼀個復興會到另⼀個復興會，而是永遠地被封印直到你
被贖回的那⽇。
77 還有，記住，如果你從來没有在神的思想裏，你就永遠不
會與神同在。有多少⼈知道他是救世主？[會衆說：“阿們。”—
編註。] 那麽，任何被救贖的東西都要回到它起初墮落的那個
地⽅。所以，如果他來救贖我們，我們怎麽可能曾經不需要
被救贖，而我們都是“⽣在罪中，是在罪孽裏⽣的，來到世界
上說謊⾔”？這表明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思想的⼀個屬性，在
有世界，或星星，或空氣，或其他東西之前。這是永恆的，他
來贖回我們。這是神的思想，被說成⼀句話，被表現出來，重
新……被帶回到他的思想裏。
78 ⾄親救贖者！這就是神⾃⼰必須成為我們中的⼀員的原因，
以贖回我們。没有别的東西可以做到。天使做不到，其他什麽
都做不到。他必須下來，像我們⼀樣被試探，來救贖我們。
79 現在注意亞伯拉罕的天然後裔。讓我們檢查⼀下其中⼀些
天然後裔，看看神是否對天然後裔，也就是以撒，信守承諾
了。讓我們檢查⼀些相信神全部應許而且没有質疑的天然後
裔。現在請記住，有幾萬倍幾千倍的受了割禮和其他⼀切，仍
然不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當然，“外⾯作猶太⼈的，不是真猶太
⼈；惟有裏⾯作的，才是真猶太⼈。”他們，他們中的許多⼈失
敗了，慘敗了。
80 看，在曠野裏，他們說：“我們……”逾越節那天，或者在
泉源飲⽔的時候，《約翰福⾳》第 章。他們都是歡喜的。
81 耶穌說：“我就是那在曠野的磐⽯。我是從神那裏來的糧，
從天上降下來的，⼈吃了就不死。”
82 他們說：“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嗎哪有四⼗年了。”
他說：“他們每⼀個⼈都死了。”

83 “死了”，拿這個詞來查，看是什麽意思，“永遠分離了”。然
而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死亡意味着“分離，消滅，完全毁
滅，消滅。”耶穌說他們都死了，每⼀個都死了，但他們是受割
禮的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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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看，可憐的⼈們，只因為我們是衛理公會、浸信會、⻑⽼
會的，做了⼀點認罪，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魔⿁和我們⼀
樣相信。
85 但你必須與它認同。神必須通過聖靈的封印來⾒證它。對
神的道没有任何的質疑！
86 如果你說：“哦，那是其他時代的事，”那就有問題了。
87 如果⼀個⼈跑過來，你告訴他陽光在照耀，他就跑到地
下室說：“我就是拒絶它。我就是拒絶它。根本就没有陽光
這回事。我不相信它”？那個⼈肯定有問題。他有精神問題。
如果他拒絶它的溫暖光線和它的⽣命資源，他在精神上就有
問題了。
88 而當⼀個⼈看到神的道在他⾯前明明⽩⽩，並被識别出來，
然後闗上並拉下他的教派窗簾，這個⼈在屬靈上就有問題了。
他有問題。他在屬靈上有問題。他就是不能接受它。“瞎眼的，
卻不知道的，”要去⾯臨審判，神將是審判者。
89 注意當他們—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現在這些相信它的後裔，
看發⽣了什麽。讓我們現在檢查⼀些，亞伯拉罕的後裔。
90 讓我們看看那些希伯來⼈，因為他們是忠⼼的，不會容忍
偶像崇拜。他們拒絶向國家的國王所造的偶像下跪。它也是按
照聖⼈的形象造的，就是但以理的形象。
91 這表明外邦⼈被帶進來時是處在錯誤中的，崇拜聖⼈的形
象。它也會以同樣的⽅式離場，因為⼈們將會被迫崇拜⼈的
形象。它是通過啓⽰進來的，即但以理能够解釋寫在牆上的神
的道。它就是這樣進來的，它也是這樣離場的，同樣是外邦⼈
的偶像。
92 注意，他們拒絶這樣做。他們做了什麽？他們是亞伯拉罕
的後裔，忠於神的道，他們得着敵⼈的城⾨，⽕的城⾨。他們
這麽做了。嗯，神的道是真實的。
93 但以理因為敬拜⼀位真神而受到考驗。他因此受到考驗。
在考驗的時候，他經受住了考驗。在那看似他困難的時刻，正
如我們所說的，神做了什麽呢？他們不知道該怎麽辦。他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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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把他餵給獅⼦。但是但以理在考驗中保持了忠⼼，相信有⼀
位真神，於是他得着了敵⼈的城⾨。神闗閉了獅⼦的嘴。
94 摩西在考驗中，在假的模仿者雅尼和佯庇⾯前，忠於所應
許的神的道。看，神以超⾃然的⽅式遇⾒他，叫他去做這些
事，顯⽰這些神跡，每個神跡都有聲⾳。摩西就下去了，正如
他所知道的那樣。他把杖扔下去，杖就變成了蛇。你知道發⽣
了什麽嗎？模仿者來了，做了同樣的事。
95 呐，摩西没有舉起他的⼿，說：“哦，我想這⼀切都錯了。”
他待在那裏，等待着神。他保持了忠⼼。無論有多少模仿者，
他都保持了忠⼼。當他忠於他的使命，把那些⼈帶出那個地⽅
時，當⽔⾨擋住他的去路時，神讓他得着它，他⽤引領他的⽕
柱打開了⾨。他把⼈們帶到了應許之地。
96 約書亞，另⼀位偉⼤的領袖。只有两個⼈……去了應許之
地，就是約書亞和迦勒。他們來到⼀個叫加低斯的地⽅，那是
當時世界的中⼼，以⾄於那是審判台。哦，他們派出⼗⼆個探
⼦去看地，那⼗⼆個⼈回來了。
97 其中⼗個⼈說：“哦，這⼯作太難了。我們做不到的。哦，
他們這些⼈，我們在他們旁邊就像蚱蜢⼀樣。”
98 但約書亞做了什麽？他讓⼈們安靜下來。他說：“慢着。我
們是有能⼒承擔的，不管我們有多小，或者⼈數有多少。”他在
做什麽呢？他忠於那個承諾：“我把這塊地給你們，”但你們要
⼨⼟必爭。
99 ⺟親，你相信嗎？神給了你醫治，但你要⼨⼟必爭。“你脚
底所踏的地⽅，我都讓你得着。”脚印意味着“得着”。那都是你
的，每個承諾都屬於你，但你現在要⼨⼟必爭。
100 呐，約書亞知道神所說的。他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看到了
嗎？他說：“我相信神給了我們那⽚⼟地，我們完全可以拿
下它。”因為他經受住了考驗，⾯對整群以⾊列⼈，所有的
部落和所有的⼈都在呻吟和哭泣。約書亞說：“不要動！神應
許了。”
101 不管你有多麽偉⼤，反對的聲⾳有多⼤，醫⽣怎麽說，神
都給了承諾。就看神怎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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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他做了什麽？當他來到約旦河邊的時候，他得着了那城⾨。
那就是他—他所做的事。
103 耶利哥，像烏⿔在殼裏⼀樣，封閉起來。他做了什麽？他
得着了城⾨。
104 甚⾄有⼀天，當他的敵⼈要攻打他的時候，他得着了敵⼈
的城⾨，以⾄於他命令太陽靜⽌不動。太陽聽從了他，⼆⼗四
小時没有移動。
105 神是忠實於他的承諾的，無論他要做什麽；要讓他的道失
敗的話，必須先讓天國垮了才⾏。他從來不會作出⼀個⾃⼰無
法兌現的承諾。“我是主，能醫治你⼀切的疾病。若按⼿在病⼈
身上，他們就必康復。”阿們。“你若能信，凡事都能。”
106 約書亞相信它，雖然神不得不阻⽌地球轉動。他⽤其他的
⼒量，⽤⾃⼰的⼒量把它保持在那裏；世界在⼆⼗四小時内從
未轉動，直到約書亞向他的敵⼈報仇。他得着了城⾨。他肯定
得着了。神永遠是真實的。
107 現在我希望我們有時間去看更多的英雄，但我現在只有
⼗分鐘的時間。看，所有這些珍貴的英雄，他們是信⼼的偉
⼤戰⼠，他們都死在死亡之⾨。他們都滅亡了，就在死亡之
⾨那裏。
108 然後，亞伯拉罕的王室後裔出現了。他們都是天然的後裔，
出⾃以撒。但緊接着就是亞伯拉罕的王室後裔的到來，也就是
基督，亞伯拉罕的信⼼之後裔；我們本該是那樣，就看我們是
否是那樣。天然的後裔只是⼀個預表。所有其他⼈都是⾃然出
⽣的，但他是童⼥所⽣的。看，那麽那就不是從亞伯拉罕的後
裔來的，⼀個猶太⼈。他是由應許的信⼼之後裔而來。那麽我
們本該是神的孩⼦，通過這個⼈。
109 看他做了什麽。當他在地上的時候，他征服並得着了敵⼈
的每⼀個城⾨；王室的後裔。他通過神的道應許了它。他征
服了它。他為我們征服了疾病之⾨。那就是他要做的事。他，
病⼈要記住這點，他征服了那個城⾨。你不需要征服它；主
征服了它。其他的⼈必須征服他們⾃⼰的城⾨。但你不必去
征服，它已經被征服了。主征服了疾病之⾨。當他征服了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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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他做了什麽？說他會……無論你在地上求什麽，無
論你在地上捆綁了什麽，他都會在天上捆綁，把城⾨的鑰匙
給我們。
110 他靠着神的道征服了試探之⾨。那把鑰匙是：“務要抵擋仇
敵，他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他征服了這⼀切；征服了每⼀
種疾病。
111 他征服了死亡，也征服了地獄。他征服了死亡和地獄。他
征服了其他⼈無法征服的東西，因為他們是屬於天然的後裔。
這是屬靈的後裔。他征服了墳墓的⾨，並在第三天復活，為我
們稱義。
112“現在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這是個遺産，我們就這樣走進
去那裏，“已經得勝有餘了。”現在我們⾯對的是⼀個被打敗的
敵⼈。疾病被打敗了。死亡被打敗了。地獄被打敗了。⼀切都
被打敗了。哦！真希望我的體型是我的两倍，那樣的話現在也
許我會雙倍開⼼。我們正在與⼀個被征服的敵⼈爭論。
113 難怪保羅可以說，當他們在砌塊，要砍他的頭時，他
說：“死亡啊，你的刺在哪裏？讓我看看你在哪⼀點上能够
讓我輾轉不安和喊叫。墳墓啊，你的勝利在哪裏，你以為你
能把我埋在那裏嗎？我指給你看那邊的⼀個空墳墓；我在他裏
⾯，他在末⽇要叫我復活。”⼀個被打敗的敵⼈！
114 亞伯拉罕的王室後裔！呐，天然的後裔不能指向那個。但
王室的後裔可以征服，已經征服了，因為主已經走在我們前
⾯，為我們征服了每⼀個城⾨。两千年後的今天，他站在我
們中間，是強⼤的征服者。他不僅征服了疾病……他征服了疾
病。他征服了試探。他征服了所有的敵⼈。他征服了死亡。他
征服了地獄。他征服了墳墓，並再次復活。两千年後的今天下
午，他站在我們中間，表明⾃⼰是強⼤的征服者！阿們。他仍
然在這裏，是活着的，證明他的應許，亞伯拉罕的王室後裔！
哦！敵⼈將……
115“他將征服敵⼈的城⾨。”對那些後裔，他活着站在這裏，是
要向誰證明他⾃⼰呢？向那些預定的種⼦，他們可以看到。他
征服了。他們經過了對神的道之應許的考驗後，他們就被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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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印，進⼊基督的身體，對他們確認（什麽？）《希伯來書》 :
是這樣的。他們被聖靈封印在那裏，那聖靈是由……亞伯拉罕
預⾒到的；因着信⼼，他相信了。現在我們接受它，回顧他所
說的應許。在這末後的⽇⼦裏，由復活的征服者親⾃來確認了
《約翰福⾳》 : 。
116 不是⼀些系統；而是⼀個⼈，基督，那征服者。不是我的
教會，不是我的浸信會或你的⻑⽼會，衛理公會或五旬節教
會，不是藉着那個；而是藉着耶穌基督。今天他活着。他復活
是為了使我們稱義。
117 因為他活着，他說我們也活着。“⼈活着，不是單靠⾷物，
乃是靠⼀切的話語，”不是靠部分的話語，“乃是靠神口裏所出
的⼀切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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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取每⼀
個敵⼈的城⾨！
118 他是如何征服波⼠務的，當神……波⼠務是在那位征服者
裏。這就是為什麽他說：“我⼀⽣中最快樂的時刻就是現在。”
嗯哼。他認識了那位偉⼤的征服者。他可以完全放⼼了。哦！
現在我們能够唱出：

降⽣，為愛我；受死，為救我；
埋葬，為帶去我⼀切罪過；
復活，為⽩⽩的永遠稱義我；
⼀⽇他要來，哦，榮⽇接我！

119 對那些似乎被打敗的⼈。埃迪·佩羅尼特，我相信是他，他
没辦法賣出他的基督教歌曲。没⼈要買。那與他們無闗。哦，
他被打敗了，而且是⼀位基督徒！有⼀天，聖靈臨到他。他敵
⼈的城⾨，那不願接受他的作品的！聖靈感動了他，於是他拿
起筆，神讓他寫了那⾸就職典禮歌曲。

⿑來頌讚耶穌聖名！
天使俯伏敬拜，
在主脚前獻上冠冕，
尊崇他萬有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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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有⼀回，盲⼈芬妮·克羅斯⽐。說：“這對你的意義是什麽？”
有些……她没有像五旬節教派的貓王那樣出賣⾃⼰的⻑⼦名
分，也没有像基督堂的布恩那樣，或者像雷德·弗利那樣，把⾃
⼰的才能賣給了世界；他們得到了⼀隊凱迪拉克，和百萬美元
的⾦唱⽚。但是芬妮·克羅斯⽐忠於⾃⼰的⽴場。她喊出：

别忘記我，慈愛救主，
請聽我禱告；
當你正向别⼈召呼，
莫把我漏掉。
你是我的安慰源頭，
於我⽐命貴，
除你之外，在地何投？
在天何所歸？

121 他們說：“當你到了天堂還是瞎的那怎麽辦呢？”
她說：“無論如何我都會認出他來。”
說：“你將如何認出他來？”
說：“我會認出他來。”
說：“克羅斯⽐夫⼈，你可以賺⼀百萬美元。”
她說：“我不想要那⼀百萬美元。”

122“你將如何認出他來呢？”她說：
我將認出他來，我將認出他來，
我將站在他身邊得到救贖；
我將認出他來，我將認出他來。

123“如果我看不⾒他，我會去摸他⼿上的釘⼦印。”她征服了敵
⼈的城⾨。是的。
124 如果你是在基督裏！他說：“你們若常在我裏⾯，我的話也
常在你們裏⾯；你們要求什麽鑰匙，要求奪取什麽城⾨；凡你
們所願意的，祈求了就給你們。你們若常在我裏⾯，我的話也
常在你們裏⾯，你們就能奪取任何敵⼈擺在你們⾯前的⾨。”你
們是亞伯拉罕的王室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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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什麽樣的⾨站在你⾯前？如果是疾病，你得勝有餘。然後
我們可以說，唱這⾸優美的⽼歌曲：

書中的每⼀個承諾都是我的，
每⼀章，每⼀節的……如此神聖。
我相信他的愛是神聖的，
書中的每⼀個承諾都是我的。

126 我們得勝有餘，亞伯拉罕的後裔將得着敵⼈的城⾨！當他
們說這些事情不可能發⽣的時候，當他們想稱它為魔⿁，或
别西卜，或其他東西的時候，神肯定會征服每⼀個城⾨，奪
取敵⼈。
讓我們禱告。

127 主啊，願亞伯拉罕的後裔……我知道他們會看到它，主
啊。神的道怎麽能不落在那真正的地上呢？我祈求他們現在能
明⽩。願每⼀個來到禱告隊伍中的⼈都能得到醫治。
128 主啊，如果這裏有⼈還没有認罪悔改，没有公開站在基督
⾯前，他們凖備好要否認所有的信條和那些冷淡的、拘泥於
形式的、死的、使他們遠離你的東西。願他們現在就站起來，
說：“我願意接受他為我的救主。”然後你會在那⼀天為他
們站⽴。
129 當我們低頭的時候，如果有⼈願意站起來禱告，說：“我現
在要為他站起來，他將在那⼀天為我站⽴，在他神聖的⾯前。”
我請求你，並給你機會，如果你願意站起來，你的名字將被放
在⽣命冊上。我不是要你加⼊任何教會。我是要你來到基督身
邊，如果你在這裏而不認識他的話。
130 孩⼦，神祝福你。有没有其他⼈說：“我—我現在想站起
來。”⼥⼠，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我想……”神
祝福你。神祝福你。“今天下午我要表明我的⽴場。”這些好⼈，
男男⼥⼥站了起來：“今天下午我要表明我的⽴場。”
131 那天當醫⽣說：“哦，這⼈身體垮掉了；他在流⾎，他或她
快要死了。”或者說，某個早晨你會記得你的⽴場。你現在為
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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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你若在⼈⾯前把我當作可恥的，我就在我⽗和聖天使⾯前
把你當作可恥的。但你若在⼈⾯前承認我，我就在我⽗和聖天
使⾯前承認他。”
133 我的姐妹，神祝福你。陽台上那裏會不會有⼀些⼈要呢？
現在，在我們等待的時候。有些⼈，在⼀樓更多嗎？好的。朋
友，我相信你說的。
134 如果神的道落在肥沃的⼟地上，就像井邊的小婦⼈⼀樣，
她—她明⽩了。她在天上有代表，從創⽴……在創⽴世界之前。
當那道光撃中了她，她就認出它來。
135 我的弟兄，神祝福你。這是⼀個英勇的……我的弟兄，神
祝福你。你可能曾經在你的⽣命中做了偉⼤的事情；現在你正
在做你所做過的最偉⼤的事情，為基督站⽴。
136 我們的天⽗，今天下午種⼦已經落在⼀些⼟地上。我們看
到⽣命在湧現。男⼈和⼥⼈都站起來了，神的全能之眼，他是
無所不在的，無所不知的，無所不能的，他看到他們。⽗啊，
他們是你的。我現在把他們獻給你，作為戰利品。
137 願他們現在站在那裏的這個經歴，知道他們所做的，知道
這個意義是什麽，他們站起來表明⾃⼰⽀持主的那些被瞧不起
的少數⼈。願他們永遠保持忠實，直到那⼀天他們站在你的⾯
前，然後那個美麗的聲⾳會說：“是的，⽗啊，有⼀天在巴吞
魯⽇，或⼀個叫德納姆斯普林斯的小地⽅，他為我站⽴，現在
我要為他或她站⽴。”主啊，請應允。他們是你的，奉耶穌的
名。阿們。
神祝福你，因為你的⽴場。神永遠……

138 現在請為我做這⼀件事。如果你在這些牧師所在的地⽅，
去找他們，和他們⾒⾯談談。如果你還没有受浸，按基督徒的
浸禮受浸，那就去做吧。去跟信徒們在⼀起，真正的信徒，不
是假裝的信徒；是真正的信徒。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讓我們為這些⼿帕禱告。

139 天⽗，這些⼿帕現在要出去了；會去哪裏我不知道。也許
有個瞎眼的⽼⽗親坐在這裏的某個小沼澤地裏，等待着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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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的到來；⼀個小嬰兒躺在醫院的床上；⼀個⺟親站在那裏，
瘋狂地等待着⼿帕的回來。天⽗，我祈求你與他們同在。作為
你今天存在的記號，以及我們在傳講您的話語時對您的信⼼，
願亞伯拉罕的信⼼，以及耶穌基督産⽣並賜給我們的信⼼，願
它與這些⼿帕⼀起，治癒每⼀個被放在上⾯的⼈。我們把⼿帕
送出去，奉耶穌的名。阿們。
140 現在請稍等，在我們召集禱告隊伍之前。無所不能和偉⼤
的神，偉⼤全能的神……請朋友們，我—我要開始為病⼈禱告
了，我……可能當我們下來的時候，我—我可能没有機會對你
們說些什麽；你們中有些⼈可能在那之前就走了。不管你是什
麽⼈，如果你剛才甚⾄没有站起來，你不確定……
141 如果你是⼀個教會的成員，那是⼀件好事，但那還不够好。
看，那個富有的少年官是教會的成員。看到了嗎？他問耶穌怎
樣做才能得到永⽣。他從不接受。他走了。那個年輕⼈做了⼀
件多麽愚蠢的事情。不要學他那樣。你還記得他最後⼀次被認
出來的時候嗎？稍後，他興旺起來了。他變得更富有。他富有
到了⼀個地步，甚⾄他的榖倉都爆满了。但後來我們發現他最
後的身份，在地獄裏，⽕焰在折磨着。不要，不要讓那種事發
⽣在你身上。要接受基督。
142 你們這些年輕⼈，你們這些年輕的⼥孩，年輕的男孩，就
在⽣命的轉折點，請這樣做。聽我說，我身為—身為你的弟兄，
⼀個愛你的⼈。我在這裏是因為我愛你。我愛神，我也愛你，
如果我不愛你，我就不能愛神。
143 我更希望，如果你要發表意⾒，就對我那站在外⾯的兒⼦，
或者我的其中⼀個孩⼦說吧。讓我單單……我，我就不聽了。
任何⽗⺟都會這樣做；神也會這樣做。看到了嗎？愛他的⼦
⺠。彼此相愛。
144 你說：“你為什麽罵他們呢？”真正的愛是具有糾正性的。
145 如果你的孩⼦坐在⾺路上，你說：“哦，孩⼦在那裏坐着。
他不應該那樣做，但我不想傷了他的⼼。”你不愛他。他在那裏
會被撞死的。如果你愛他，你會把他帶進來，打他屁股。你會
讓他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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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那就是神的做法。愛是具有糾正性的，那是真正的愛。
147 當⼀個傳道⼈站在那裏，讓你們這些⼥⼈剪短你們的頭髪，
使⽤化妝品之類的東西，而不去糾正你們，那裏没有真正的
愛；也找不到它。讓你們這些男⼈結婚三四次，以及所有這些
其他的事情而不受責備，那裏就没有真正的愛。讓你加⼊⼀個
教會，拍拍你的背，⽤⼀些信條來熏陶你，然後說：“你所要做
的就是加⼊神聖的教會，”那裏没有愛。或者，要不就是這個⼈
本身是如此完全失喪了，他不明⽩。
148 真正的愛是具有糾正性的，把你帶回到神的道中。
149 看看耶穌，他是如何說的，因為他愛他們，以⾄於在他們
呼喚他的寶⾎時，他替他們死去。
150 現在，願偉⼤的聖靈……我想等⼀下。我在等待，直到聖
靈的恩膏臨到我身上，我們才開始。我⼀直在講道。謝謝你們
的合作。
151 現在，這裏的每⼀個⼈，無論你在哪裏，在⼤樓的任何地
⽅，只要禱告⼀會兒，說：“主耶穌，幫助我！幫助我！讓我觸
摸你的⾐裳。”耶穌說，你知道，當那個⼥⼈觸摸他的⾐裳時，
從身體上來說他没有感覺到，但他轉過身來，知道她是誰，也
知道她做了什麽。今天下午他還是那位同樣的耶穌，⼀個可以
體恤我們的軟弱的⼤祭司。
152 現在你們每⼀個⼈是否都相信這是真的，相信那個作出這
個承諾的神，相信（願他顯⽰出來）我們再次⽣活在所多瑪的時
代呢？在⼤樓裏有多少⼈相信，只要舉起你的⼿就⾏。
153 我們的⽣活，就像以前在所多瑪⼀樣。整個系統都已經被
汙染了，世界系統，所有的東西，教會系統，政治系統。没有
任何東西。政治是如此的腐敗。這些系統，到處都是，我們的
獨裁者，都是腐敗。教會也變成了同樣的⽅式。家庭也變成了
同樣的⽅式。這真是腐敗，所多瑪！
154 那麽請記住，神已經把它擺在你⾯前了，那麽請記住，他
說他將以⼈的⾁身代表他⾃⼰，並將像他在所多瑪之前所做
的那樣，在應許的兒⼦出現在現場之前。他應許要差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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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應許的兒⼦⾯前，就像他當初所做的那樣，要介紹；他
說：“當⼈⼦顯露出來的時候。”
155 我不認識你。嗯，湯普森小姐，那婦科病和併發症，你相
信神會使你康復嗎？你能够相信嗎？你會嗎？小姐，托⾺斯小
姐，你相信他將使你康復嗎？那就舉起你的⼿吧。
156 有⼀位⼥⼠就坐在你後⾯。她正在祈禱。她有闗節炎。
157 坐在她旁邊的⼀位，是胃病，也在祈禱。你不注意的話，
你會錯過的。你們不是來⾃這裏。你們來⾃密西西⽐州。你們
是斯特林格先⽣和夫⼈。如果你們全⼼相信，耶穌基督會使
你們康復。如果你們能相信。你們相信嗎？那麽你們就能接受
它。好的。舉起你們的⼿，讓⼈們看到是你們。
158 我不認識這些⼈。我⼀⽣中從來没有⾒過他們。朋友，你
必須相信。主正在表明⾃⼰的身份。你全⼼全意地相信嗎？[會
衆說：“阿們。”—編註。]
159 先⽣，你為什麽搖頭，這樣看着我？是的，先⽣。因為你
這樣做了，我要和你談⼀談。你是⼀位有點年紀的先⽣，就
坐在這裏看着我。他看着我，帶着這樣的誠意。他相信。你在
為⼀個中⾵的⼈代禱。但—但你禱告的主要事情是你需要，你
在尋求聖靈之洗。没錯。嗯哼。没錯。如果你相信它！這位⼥
⼠，你正在尋找⼯作。除此之外，為了讓你知道我是神的先
知，或者說是僕⼈，你已經做了两次⼿術。這讓你有點虚弱。
各種情况，屬靈上的問題。我想告訴你，⼀切都解决了。你的
信⼼使你康復了。
160 [錄⾳帶有空⽩—編註。]……就坐在你的旁邊。她正在祈
禱。看這裏。主聽到了你的聲⾳，而你已經觸摸到了他。我
不認識你，但他認識。我告訴你，你在祈禱的事。你全⼼相信
嗎？你有膽囊的問題，你在祈禱。你相信神會醫治你，使你康
復嗎？你是史密斯夫⼈。没錯。舉起你的⼿。
161 看，他正在表明⾃⼰的身份。那是什麽？是亞伯拉罕的後
裔，亞伯拉罕的信⼼，主耶穌基督在我們中間，證實他的道，
有神跡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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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是誰⼿上有卡⽚，要為多少張卡⽚代禱，請舉⼿好嗎？哦，
我們最好開始禱告隊伍。
163 你看，你明⽩嗎？現在，這個靈不僅……這並不治病。這
只是表明他在這裏。你們的牧師也有同樣的權⼒為病⼈禱
告。他們不這樣做；不，當然不。但他們—但他們有同樣的權
⼒，“這些神跡將跟隨信徒。”
164 現在我希望我在這裏的牧師朋友們。（是否可以請那些在聽
衆席裏的…？…）
165 在座的牧師們，這裏有多少牧師是全⼼全意相信的，你相
信嗎？哦，謝謝你。不知道你是否願意站起來？過來跟我站⼀
會兒，就在這裏，為病⼈禱告。過來這裏。現在你看着醫治的
發⽣，看着發⽣什麽。
166 我要你們過來，在這裏排成⼀條—⼀條雙線。我⾺上就下
來，為病⼈禱告。我要那些想表明⾃⼰是信徒的牧師們，你們
相信，你們來這裏，你們過着聖潔、清⽩的⽣活。記住，看這
裏出來的東西，代表着基督的福⾳！
167 布萊爾弟兄，我知道你在那裏，你或帕特弟兄。你能不
能按照你通常的⽅式組成那條雙線，如果你願意，你和帕
特弟兄。
168 信道的牧師們會相信的！現在，看吧，如果神如此能以他
的話語，以他的道來表明他⾃⼰，有多少⼈知道聖經，耶穌這
樣說：“這些神跡要跟隨着信的⼈。他們若按⼿在病⼈身上，病
⼈就必痊癒”？牧師們，你們到這裏來是表明⾃⼰是信徒。你們
是嗎？你是信徒（不是嗎？），你就不會站在這裏了。耶穌說過
什麽？“這些神跡要跟隨着信的⼈。”我和你是信徒。
169 我就下來了。這些是我們的⼈，我們是這些⽺群的牧⼈。
我現在下來和你們⼀起拉網，把我的⼿和你們的⼿放在⼀起。
當這些⼈過來的時候，如果你⼼裏有什麽質疑，現在就把它拿
掉；這樣當這些⼈過來的時候，他們每個⼈過來，我們給他們
按⼿，他們就會得到醫治。⼤家現在願意全⼼去相信嗎？[牧師
們說：“阿們。”—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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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這裏有多少⼈會在其他⼈經過時為他們禱告，舉起你的⼿
說：“我會禱告。”
171 記住，這可能是你的⽗親，你的⺟親，你的⼥兒或兒⼦，
姐妹或兄弟。如果不是你的，是别⼈的，會經過這⼀隊伍。如
果那是他們，他們因癌症或⼀些可怕的疾病而快要死了，難道
你不希望⼈們是⾮常真誠的嗎？當然，我們會的。
172 現在，我相信，你將如何……現在這些在這⼀排，這條過
道上的⼈，站到那邊去，拿着祈禱卡。所有在右邊區域的⼈，
站到那邊去。現在，這樣，請左邊區域的⼈先不要動；我們
都被堵住了，你看，你不知道怎麽辦，不懂我們在做什麽。好
的，所有在這區域的⼈，站上來這裏。現在，所有在右邊區域
的，就到這邊來，因為你要下來，繞這裏過來。
173 你怎麽走，他們怎麽出去，博德斯弟兄？就從側⾨出去，
繞⼀圈再進到⼤樓裏。
174 所以，再過幾分鐘，當這邊被叫的時候，他們就會站起來。
現在讓我們看看……好的，那些在這區域的⼈，轉到這邊來。
拿着你們的禱告卡，到這邊來。在陽台上的⼈，直接走下去，
在上⾯那⼀排的盡頭和他們會合。現在在左邊這區域的⼈，到
左邊去。然後你看，你排好隊，回到那邊；回頭，轉到那邊。
看到嗎？然後你就跟着這個隊伍走，那麽我們就不會有任何
混淆了。
175 然後你們在陽台上，就在過道上站好位置，當他們過來的
時候，就直接跟上去。
176 現在在後⾯的⼈開始走，跟着後⾯的走，直到你在這裏遇
到這個隊伍。繞過來這裏，就開始往前走，來到這裏的這條
隊伍中。
177 哦，現在可能會發⽣什麽！可能會發⽣什麽！這將是⼀個
必須要發⽣事情的時候。好的。
178 現在，没錯，從那條路繞過去，就像這樣排隊。從這個過
道繞過去。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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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現在當你站起來的時候，每個⼈都站起來，我們要獻上禱
告。這群會衆要和我⼀起禱告，你會得到康復。現在只要有信
⼼。而且不要……
180 後⾯的⼈過來這裏，過來這裏站在這隊伍的後⾯。過來這
裏排成⼀條⻑隊伍。從那邊繞過來排成⼀條隊伍。這就對了。
181 每個⼈都要禱告。現在要真的有信⼼。不要去注意這群⼈。
記住，我們是—我們被耶穌基督的存在所籠罩，取决於我們對
他在我們中間所做的事情的尊重，通過對他的話語的信⼼。
182 那很好。現在都會好起來的。我覺得那個隊伍排得真好。
183 現在，當他們都站着的時候，我希望現在⼤樓裏的每⼀個
⼈都能低下你們的頭。
184 主耶穌，它很快就會發⽣。現在就必須做出决定。我們是
否相信你就在這裏呢？我們是否愛你呢？主啊，我們是否有
⾜够的信⼼來祈求呢？這些⼈通過站在隊伍中來表明⾃⼰的
身份。主啊，但願這不會是徒勞的。主啊，但願他們通過這裏
時，每個⼈都能像在基督下通過⼀樣，因為我們知道他在這
裏。我們祈求他們得到醫治。我相信即使在未來幾週，這些⼈
也會去找他們的牧師，那些有婦科病、胃病的⼥⼈，有前列腺
問題的男⼈，各種問題都會好起來，說：“你知道，那東西就這
樣離開了我，”因為他們在你的⾯前。願他們現在走過來汲取—
汲取你為了它而死的這個東西。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你已
經為他們征服了。願他們來接受你所賜給他們的。
185 還有，撒但，這週你已經如此被暴露，直到你知道你是⼀
個被打敗的。耶穌基督在各各他打敗了你。他在第三天復活，
為我們的稱義，他現在站在我們中間。我們的信⼼期待着他，
遠離你或你所做的⼀切。奉耶穌基督的名，離開這些⼈。
186 [伯蘭罕弟兄和牧師們為病⼈按⼿並為禱告隊伍中的每個⼈
祈禱。錄⾳帶有空⽩—編註。]…？…
187 我們已經照着主⼈的吩咐做了。你們中有多少⼈經過那
個隊伍，相信你們會好起來的，請舉起⼿來。我和你們⼀起
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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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我們在那裏所做的，終於，我們⼀群牧師在那裏；他們中
的許多⼈都有病，我知道，但他們正在努⼒付出他們的努⼒，
讓他們的會衆進⼊，無論他們是否進⼊。這就是真正的牧者。
聖靈對我說：“使他們彼此攜⼿。”我們把⼼和網綁在⼀起，也
把我們的禱告放在⼀起。
189 耶穌，讓他們也好起來。使他們成為堅強的牧者，在主的
道上堅強。
190 願神，我的弟兄們，願他賜給你們⼼中所有的願望。願你
們終⽇事奉他，在你們的⽣命中擁有神的⼒量，去服侍這群優
秀的⼈。願⼀直與我們同在，並⼀直與你們同在的耶穌基督，
願他在你們⾯前⽐以前更重要。
191 你們這些⼈，有些⼈是殘廢的，你們可能暫時看不出有什
麽不同，你們可能看不出有什麽不同。看看亞伯拉罕做了什
麽。没有任何區别；那不是你要看的。你不看你的症狀。要
看主說過什麽。如果你說：“我還是覺得痛，”這與它没有闗
係。你已經做了神說要做的事。看，不要看那個。要看神說過
什麽。神說是這樣的！我相信它。你不相信嗎？[會衆說：“阿
們。”—編註。]我全⼼全意地相信它。
192 主神祝福你，直到我們再相⾒。我為你祈禱，夜不要太⿊，
⾬不要太⼤。我會為你祈禱。你為我祈禱。直到我們再次⾒
⾯，神祝福你。現在做牧師的那位弟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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