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清你的日子及其信息

 朋友們，早上好。讓我們繼續站立。
親愛的神，在這繁忙的生活中，我們暫停下來，用一點時

間或一個小時，無論你給我們多少時間，來讚美你、榮耀你、
傳揚你的道，更好地認識你，這就是我們今早聚集在這裏的原
因。神啊，我們感謝你，因為這裏有人凖備好了，預備好自己
來聆聽你的信息。他們不管生活在什麽樣的境况與時代，依然
信靠你。我們為他們感謝你。
2 神啊，我們感謝你偉大的醫治能力和你道的應許。當我們
聽到這些人的見證時，我們的心是何等火熱！各種痛苦臨到
人們身上！你、你的恩典、你的大能藉着你的應許，醫治了他
們。他們在這裏做見證頌讚你。我們為此而感謝你。
願我們今天聽到你此時供應給我們的信息。當我們閱讀你

的話語時，願你指示我們所讀經文的意思。願你的旨意在一切
事上都成就。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大家請坐。

3 很榮幸今早能在這裏。我為你們大家感到很高興。伍德弟
兄、羅伊·羅伯遜弟兄和其他許多弟兄為了這個聚會，忠心地
工作了两天來裝設這聖堂的冷氣設備，因為上星期天他們看到
你們所受的苦。教會在財政上還有點錢，是你們所奉獻的，他
們就用這些錢來做了一些事，讓你們坐在這裏聽信息會舒適
一點。今天這裏比以往涼快多了。因此我們為此感謝神，也感
謝你們。
4 我很高興⋯⋯羅伊·博德斯弟兄，他想今早坐在最後面。我
告訴他拿椅子與這些傳道人弟兄坐在這裏，但他不願這樣。你
們大家知道，博德斯弟兄在福音工場上代表我們。所以我們很
高興博德斯弟兄，還有其他許多傳道人弟兄和朋友們來參加我
們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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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個星期我一直在想：“星期天我去到那裏，我要認識每一
位傳道人弟兄和每一個人。”但等到了這兒，我整個人都全神貫
注在信息上，幾乎把什麽事都忘了，真是這樣。
6 呐，我得回到亞利桑那。下星期一我要回到亞利桑那，回
到圖森送孩子們入學。之後我會再回來。我太太要留在那裏
⋯⋯在開學前两個星期為孩子注冊入學。事後，我將回到這裏
來待上一陣子。
7 現在是我的假期。你們知道，從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我一直在傳道。若是
神的意思，没有任何特别的呼召，那這就是我休息放假的時
候；我要去打獵。我⋯⋯
8 呐，若主呼召我去做其他的事，我這些計劃就得取消。神
總是第一位。我要他居首位，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但如果神没
有明確的呼召，若是神的旨意，接下來的两個月我就想去打
獵，休息一下。我⋯⋯
9 你們不明白；人們永遠不明白我不得不經歴的東西。明白
嗎？是如此的緊張。難怪耶穌吩咐與他同行的門徒說：“你們來
同我暗暗地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瞧？我越來越覺得要這樣
做，尤其是我生活在地上的日子越來越久了，你瞧。你年齡越
大，體會越深刻。你們聽見我們的牧師也對此說“阿們”。我們
能體會到我們過了五十歲後就不再是年青人了。呐，我們需要
一些時間休息。
10 我們為剛才聽到的見證而非常感謝神。昨天我的太太在伍
德姐妹家裏時，有幾個人從阿拉巴馬來到他的家，他們述說神
在某個聚會中所行的大神跡，孩子們得了醫治以及各種的事。
太多這樣的事了，要說出來需要很多時間。
11 我還記得⋯⋯我想有幾個人告訴我，拉森姐妹两個禮拜天
裏都帶着一個小嬰孩來到了這裏。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們說
那是她的孫子，可能是來奉獻給主的。她把孩子從芝加哥帶到
了這裏。她一向對我們非常友善，我們感激她。她把小嬰孩從
芝加哥帶來奉獻。我想她花了不少時間才把嬰孩帶到這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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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很願意把這孩子獻給主。所以如果拉森姐妹願意的話，在
我說話時，就請她把孩子抱上來行奉獻禮。
12 在拉森姐妹凖備的時候，我想要說，這是我所講的信息中
最難的一篇，一直到昨晚我都在凖備。整個星期，我排除電
話和其他一切事的干擾，進到房間，想要為這個時候在頭腦
裏預備一些東西。但當我到房裏時，我甚至不能⋯⋯我的腦
子一片空白。昨天我下到地下室。我覺得太熱了，就到地下
室，在那裏坐下。我想拿起聖經來閱讀，卻睡着了。後來我
醒了，喝了一杯水，想要振作起來，就到屋外走走，最後坐在
台階上。
13 這時有人經過，看見我脱了襯衫，坐在台階上；天氣太熱
了。他們向我揮手。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揮了手⋯⋯可能是本地
城裏的居民，也可能是這裏教會的人，他們向我揮手。我正在
沉思，碰巧望見一輛小車經過，我也揮揮手。
14 昨晚我鑽進車到查爾斯頓去買些東西。似乎主要告訴我什
麽，但是我⋯⋯撒但企圖從中干擾，不讓我得到它。因此我
想，“若撒但這樣做，我就繼續在這裏待着，繼續等候，不斷叩
門直到神開門。”所以不久前，大約是在今天早上七點多，我很
早就起床了。
15 昨天我感到有點不舒服⋯⋯天氣很熱，我想努力去擺脱它，
我吃了一些玉米，讓我感到不太舒服。然後今天早上大約八
點，我正好讀到一段經文，它使我震驚。我再看看那段經文，
它再次使我震驚。我繼續仔細地讀這經文；就在幾分鐘前，我
才得到了這個信息。因此這可能是今早神要給我們的信息，也
是撒但企圖不讓我們聽到的。
拉森姐妹，你可以把小嬰孩帶到這裏來嗎？［伯蘭罕弟兄把

嬰孩奉獻給神。錄音帶有空白—編註。］願神與他們同在，幫
助他們。
16 呐，上個星期天我讓你們待了两天⋯⋯我想是两次聚會，
早上和晚上，這給你們帶來了不便。我理解你們當中有些人是
從很遠來的，要錯過一天的工作。儘管我們星期日或星期一要
離開一個星期，我還是要宣布下個星期日的聚會，若是主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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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除非會衆願意今晚留下來。瞧，這由你們來决定⋯⋯你們
有這麽多人！
有多少人願意在今晚聚會？讓我看看。願意在下個星期

天的，請舉手好嗎？哦！两方面的人數差不多。啊！[有人
說：“弟兄，打成平手！”—編註。] 什麽？[“两天都講。”]
啊！[本·布萊恩弟兄說：“弟兄，今晚講，下個星期也講。”]
呐，本弟兄！[伯蘭罕弟兄笑了。]
17 今早的信息很長，我不知道如何⋯⋯我知道是我幫助教會
制定了一些規矩。但在規則裏，如果你注意，我說：“除非我是
要錄音。”明白嗎？而今天就是在錄音。因此，如果主願意的
話，我們盡量今晚和下個星期天都過來。如果你這個星期没有
聽到信息，那你就下星期日來。
18 我不喜歡讓你們來來回回跑两趟，但是我感到我們的時間
只剩下一點點了。要記住一點，如果時間繼續的話，我們不會
老有這種的特權了。明白嗎？請記住，一定有什麽事要發生。
不是律法禁止我們，就是撒但要在你們當中運行，分散你們。
一貫如此。瞧？必定會是那樣的。因此讓我們珍惜我們聚集在
一起的每一分鐘。
19 對於那些今晚要回家的人來說，就像上星期天晚上一樣，
我要傳講一篇短短的信息。如果你想要這信息的錄音帶，如果
你必須回家，我們肯定會把錄音帶寄給你們。我們不會⋯⋯若
是主的旨意，我今晚要傳講一個信息。
20 我昨日或者前天記下了一點筆記，是我憑着很久以前的記
憶記下來的一個小信息。其實是有两個信息。是在两個信息
中取一個，一個是“破水池”，或者講“所種的是風，所收的
是暴風”，是福音的信息。今早的信息是教導性的。所以今
晚我要嘛傳講“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或者講“破
水池”。
21 今天早上我要從聖經裏讀一段經文。
你們覺得舒適嗎？說聲“阿們”。［會衆回答：“阿們。”—編

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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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要你們想讀經文的人跟我一同打開你們的聖經，
翻到《何西阿書》。讓我們從先知《何西阿書》第六章讀幾
節經文。
讓我們站起來。

22 親愛的神，我們不配把這本聖經拿在手中，因為我們讀的
這本聖經，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配展開，甚至連觀看
都不配。哦，有一位前來，像是被殺的羔羊；他拿了書卷，因
為他配拿書卷，揭開其上的七印。今早，我們仰望他來啓示寫
在聖經裏的這些話語，因為這是一本救贖之書。所有被救贖的
都記錄在這本書上。願我們今早能够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中找
出自己的位置。我們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來吧，我們歸向主。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
我們，也必纏裹。
過两天他必使我們蘇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
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我們務要認識主，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
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這地的春雨秋雨。
主說：以法蓮哪，我可向你怎樣行呢？猶大啊，我可
向你怎樣作呢？因為你們的良善如同早晨的雲霧，又
如消散的朝露。
因此，我藉先知砍伐他們，以我口的話殺戮他們；我
施行的審判如光發出。
我想要憐憫，不是獻祭；想要神的知識，勝於燔祭。
他們卻如衆人背約，在境内向我行事詭詐。
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
強盜成群，怎樣埋伏殺人，祭司結黨，也照樣在路上
一起殺戮，都因他們行了邪淫。
在以色列家，我見了可怕的事；在以法蓮那裏有淫
行，以色列被玷汙。
猶大啊，我使被擄之民回去的時候，必有為你所命定
的收割。



6 曉諭之道

23 主耶穌，當我們進一步等候你的時候，願你藉聖靈指示我
們這段經文的真正意思。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24 今早我的主題是“認清你的時代及其信息”。
我們從上星期天所教導的信息《吹號節》裏看到。我現在要

你們注意，在神的時間表中有闗以色列的時候。
25 今早的主日學，我要你們認識並辨别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
時代。你們知道，我們外邦人的時間就要結束了。藉着今天這
個信息，你們必須知道這個時代、時刻，跡象，以及你們要領
受的信息。
26 呐，上星期天我們開始⋯⋯我們一直說要傳講七號，就是
聖經中最後的七支號角。我個人以為七號也會像七印那樣被揭
開。我也注意到每一個被揭開時都有極大的事情發生。
在我傳講《七個教會時代》時，它們是如此完美，以至於

聖靈親自下來進入我們當中印證它，刊登在報紙上，發行到全
國各地，顯示在月亮上和天空中，在事情發生前幾個星期、幾
個月神就向我們證實了，事實也那樣完美地發生了。在這個聖
堂裏神也將此事顯明出來。在這裏⋯⋯神讓人們知道了。神也
在太陽和月亮上向人們顯明了。當羅馬教廷起身回到巴勒斯坦
時，他也藉着各個國家現在的態度向人們顯明了。據稱這是自
他們稱之為教皇的彼得以來，第一個去巴勒斯坦的教皇。呐，
這是如此完美！
27 然後我們看到，在隱藏着許多奧秘的七印揭開之前。
我並不知道我畫在黑板上的是為了七個教會時代，我不知

道，但神知道。我只是根據異象把它畫了下來。我並不知道一
年半後，神要在空中以月食來證實它，全國的報紙也報導了這
事。我那時並不知道。我不知道會有神秘的月全食來代表這老
底嘉教會時代。
28 你們在報刊上只能看到六個教會時代。這是因為老底嘉教
會時代是完全的黑暗。你們是否注意到它屬靈的意義，神說過
在天上要有跡象。當我在這裏講解時，我在第七個圈裏留下了
一點空白，就如你們看到的，留下了一點點光。那是選民從地
上被提之前，這就是我為什麽在第七個教會時代那裏留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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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光。但神在天上顯示第七個教會時代的情况時，它是完全黑
暗的，這也許意味着老底嘉教會時代的最後一個選民已經被呼
召了。我們不知道。這點也許需要一篇道來傳講。
29 呐，請再次注意，在傳講七印之前，我一點也没有想到事
情會這樣發生。
在這個聖堂裏，神宣告了它，差遣我到亞利桑那的圖森去，

告訴你們將要發生的一切事。今天坐在這裏的，有人當時在那
裏看到事情按着在這裏所說要發生的，一字不差地應驗了，“七
位天使將來訪。”全國的報刊雜誌刊登了“這神秘的光環，它
是金字塔形的，”就像我在這裏描繪給你們看的一樣。從那些
天使所站的地方升起，形成了三十英里高、二十七英里寬的雲
朵，或者是二十七英里高、三十英里寬的雲朵，我忘記了是哪
一個。在很多州都可以看到，它就在亞利桑那，圖森的上空，
就是在天使升空的地方，同樣的時間。
30 看，聖經，神並不是要⋯⋯這並不是某個人要把某事強加
給你們，而是向你們揭示這個時代屬靈的重大意義。
31 接下去的信息，揭開了七印，揭開了聖經裏所有隱藏的奧
秘、教義等等。而這些正是現今的世界拼命攻撃的東西，他們
說它是錯的，説這説那。
32 有一天在亞利桑那，有人剪接錄音帶，企圖歪曲我所傳講
的。記住那個闗於亞利桑那問題的異象！聖經說過，“倒不如把
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聖經又說，“若有人，”無論是傳
道人還是誰，“在這預言上刪去一個字或者加添一個字！”有人
在神已啓示的話語上加上他們自己的解釋，企圖捏造我没有說
過的話，那不是我自己的話，而是神的話。“若有人加添或者刪
去什麽！”
33 在那個異象中，我們看到這些先知旋轉下來，就像我向
你們解釋的那樣，我想是幾個星期前。這一切都會應驗。我
說：“遠離這事。”只要我還在跟這種東西爭戰，神就不能為我
爭戰。但讓神來接管這事，他是看顧這事的那位神。瞧？
34 我們注意到上星期天⋯⋯我們傳講了不同的節期，其中講
到五旬節期。在五旬節期和吹號節之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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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與吹號節之間是整整五十天。五十天，“五旬”就是“五
十”的意思。五旬節期就是搖祭，或者收獲⋯⋯是把收割的初
熟莊稼帶進來。我們看到，自然界裏初熟的果子預表了聖靈初
熟的果子要澆灌人們。
我們發現這五十天給了外邦人，就是“神為他名的緣故，從

外邦人當中呼召出一群人，”這就是五旬節。我們就要走完了這
長長的五旬節。
35 呐，其實這五十天剛好包括了七個安息日。這七個安息日
代表七個教會時代，在五旬節期，神為他名的緣故，從外邦人
中呼召一群人。
在這已經有的七個安息日的末了，會有一個贖罪日，也就

是七支號角的節期。這七支號角宣布了這一天是為祭物或贖罪
祭哀悼的日子。我們明白這七支號角只與以色列人有闗。
36 那麽，為什麽他不讓我傳講七號呢？我甚至凖備好要宣
布它了，會堂也凖備好了，一切都好了，就要傳講七號。我
說：“有什麽東西使我非常困擾。”我們繼續凖備，比利及我
們所有的人都在凖備會堂的空調設施，為即將到來的一星期傳
講七號做凖備，預計要用八至十天的時間來講，借了學校的禮
堂。然而，由於某種原因，聖靈不讓我這麽做。我不明白為什
麽會這樣。
當我進去禱告時，我對我妻子說：“我要進去禱告。”我誠

懇地跪在神面前禱告。他向我啓示，這七號是在第六印下吹響
的，我已傳講了，這是超自然的事。瞧，這一切都是神的手。
這七號是屬於猶太人的；我們在第六印中提過了，你們大家都
明白了，猶太人是怎樣受逼迫的。
37 外邦人的時間是在五旬節期。
這些號角，在⋯⋯然而那些號角都是在第六印之下吹響的。

上星期天我們在講“吹號節”時提到了這些號角，如果你們想要
這篇信息的話。這些號角起什麽作用呢？要把猶太人從世界各
地趕回到他們的家鄉。他們必須在那兒。隨着七印中第六印的
揭開，在⋯⋯七支號角在第六印下也吹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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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第七位使者的信息是要揭開七印的奧秘，要叫第十一個
時辰的外邦僕人同第一個時辰的外邦僕人得相同的工價。
明白嗎？
耶穌也曾教導過，他說，有人進去收割。他們受僱。清早

進園工作的，一天得一錢銀子。在午正時分也有一些人進來工
作。在第十一個時辰就是一日的最後時分，又有一些人進來，
並且得到了與清早受雇的人同樣的工價；是在最後的時分。
39 這太完美了。第一個時辰的使者們帶着神的話語、福音和
真理，在五旬節的時候進來。然後在黑暗時期，這些真理被蒙
蔽了。在中午的時候路德、衛斯理這些人進來了。然後還有晚
上時分的信息，使他們得到人們在起初所擁有的同樣東西。這
晚上時分的信息是要恢復、帶回原本的同一個真理。
40 記住上星期新婦預演的那個異象。在異象中，有一位美麗
可愛的新婦上前來。當時我並没有在想這件事，只是坐在外
面看着。這時新婦來了。我聽到身邊有一個聲音說：“這是新
婦的預演。”她從我面前經過，我注視着她，她的舉止，非常
的可愛、美麗、年輕。她一步一步地走着，不是快速齊步行
進，只是像一個女人那樣，優雅的像女士一樣的步伐。她就
是這樣行走的，從我的左邊，從這裏經過，最後從我的視線
中消失。
41 接着，主叫我轉向右邊，他讓我觀看從各個時代中上來的
教會。啊，簡直是下流透頂！最後一個是這末日時代的教會，
是在一個巫婆的帶領下。她們的穿戴下流透了，看起來汙穢透
頂！隨着搖滾樂的節拍前行，那些女人扭來扭去。她們舉着一
張看似灰色的紙，象徵着假冒僞善⋯⋯灰色是介於黑色與白色
之間，是迷惑的顔色。灰色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是迷惑人的
顔色。她們在面前舉着一張近似灰色的紙，前面圍着像呼拉裙
的東西，腰以上則是完全赤裸的。她們隨着節拍前進⋯⋯隨着
搖滾樂邊扭邊走。那聲音說：“這就是教會。”
42 當她們在我面前經過時，我的心臟都快不跳了。我想，“難
道這就是我們竭力要獻給基督的新婦嗎？我們盡了人所能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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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努力，要把一位新婦獻給基督。然而這位新婦卻是這麽下
流、骯髒、汙穢得像個妓女？”那真叫我心寒。
43 她經過時，她⋯⋯從我們站的地方經過，在胸前舉着那張
紙，扭來扭去，跳着搖滾舞，走的時候身體擺來擺去，像在跳
現代的摩登舞，在往前走的時候，舉止放蕩。
44 我不會對這種的東西負責。我只能把我所看見的說出來。
神是我的審判官，但這就是美國的教會。
45 呐，她走過後，她整個的背部没有任何遮蓋物。當她經過
時我幾乎要暈倒了。
46 接着主說：“新婦要再預演一次。”在美國教會走後，新婦走
來了，與最初從我面前經過的那位新婦一模一樣。我的心開始
歡喜雀躍，因為知道將有這樣的一位新婦。她和最初的那位新
婦擁有同樣的本質，也披戴着同樣的東西。她將被呼召。
我知道這是真理。如果這不是真實的，那麽我過去所見到

的每一個異象就都是假的。然而你們每個人都知道，主告訴我
們的，没有一件不是真理。每一件事都應驗了⋯⋯
47 你是否看到這個充满汙穢的摩登教會，還自稱是“教會”？
48 就像我一位寶貴的弟兄魯德爾那天所說的，他現在就靠牆
站在那邊。他說他看到世界就像葡萄樹上的寄生枝條一樣。那
天我們在屋裏討論這一點。魯德爾弟兄對現今的境况和今天教
會的屬靈狀况感到擔憂，這些都開始墮落。各地來這裏會面的
傳道弟兄也問：“伯蘭罕弟兄，這是怎麽回事呢？到底是怎麽回
事呢？”哦！
49 魯德爾弟兄問我這個問題：“他們是不是靠撒但的靈生存
的，不然又是什麽呢？”
50 我回答說：“不是的，寄生枝條依靠葡萄樹幹的生命生存。”
它得以生存，因為柑桔類水果，檸檬枝子會在橙樹上生長，但
不會結出橙子，儘管它能靠橙樹的生命生存。
這些所謂的教會，其實只是掛着宗教和教會名字的“嫁接的

寄生枝子”。像天主教和新教，她們只是從葡萄樹幹的生命⋯⋯
吸取養份，卻結出他們自己的果子，因為她們還没有轉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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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屬於神原本預定的計劃，這就是為什麽她們否認神的道，
結出不同的果子。真正的橙樹及其根部，是預定會在橙樹上結
出橙子來。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51 如果那棵橙樹又長出新枝子，這新枝必結出原本的果子。
就在葡萄樹的末端必須有個萬事的恢復。這個恢復必須出現，
晚上的光要把它點起來並糾正錯誤。這恢復將出自真葡萄樹，
不是出自嫁接在葡萄樹上的宗派，是神道的真正産品。這恢復
要在晚上來到，“到了晚上才有光，”需要光來使果子成熟。
52 看看聖經是多麽完美！“那日，不是白晝，也不是黑夜。”果
子若没有陽光就不會成熟。無論你怎樣盡力傳講，無論你做什
麽，它都不能成熟，也不能得到彰顯，不能得到印證，惟獨神
能，他說：“我是世界的光，”他就是道。因此神的大能必須來
到，就是聖靈本身使之成熟，證實、印證、彰顯神所預言的要
在今日應驗。晚上的光將産生這些。多麽偉大的時刻啊！
53 這新婦依然以她最初的那種姿態走過。我看到她正要走出
隊列，就盡力把她拉回來。呐，說到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我有很多話要說。
54 呐，何西阿在 6:1 說：“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記住他
預言說他們將分散四處，他們的確分散四處。他還說“他們四
散之後將回歸耶和華，主必纏裹他們。”注意，“四散後⋯⋯
要歸回；其次⋯⋯他們要被撕裂和蒙蔽。”那正是所發生的事
情。“他必醫治我們，也必纏裹我們。”
如《以西結書》37章所說“枯乾的骸骨，谷中遍满了枯乾的

骸骨。”以西結看到它們，又看到它們復活。
注意，何西阿說：“两天之後！”两天之後神會轉向他

們。“他必接納我們，並使我們蘇醒。”注意，蘇醒並不意味
着“復活”。“蘇醒”這個詞用在任何地方都是同一個詞，我查
了這個詞，是指“復興”。“神在两天後將復興我們，”那就是
“在第三天，在神分散、蒙蔽、撕裂我們之後，他將再次復興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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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你們知道，猶太人被蒙蔽是為了一個目的，讓我們能看見。
以色列整個民族被撕裂、分散，他們拒絶他們的彌賽亞，使我
們能够接受這位彌賽亞，能够從外邦人中選召一群人歸於他
的名下。
56 呐，男人來娶了女人，這個女人就跟他的姓。這些瞎眼
的外邦人無法在受浸上看到“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太糟
糕了，但只能這樣。猶太人，他們必須看不見。只有一群人
能看得見，那就是被神所預定能看見的人。不然，你永遠也
看不見。
猶太人不能認出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雖然他們是學者和

神學家，是享有盛名的學者，讀我們所讀的同一本聖經。然而
當這顯明給我們的時候，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那是彌賽亞。他
們卻不能看出來。今天他們還是不能看出來。已經預言了他們
也要被蒙蔽。
57 有預言說今日的教會也要被蒙蔽，他們拒絶這個晚上時分
的信息。《啓示錄》3 章如此說：“你是那困苦、可憐的。”注
意，那天晚上所看到的新婦，應該說是教會的光景，是“赤身、
瞎眼的，卻不知道。”主耶穌，請憐憫我們！聖經說她是“赤身
的。”直到現在我才明白，老底嘉教會是赤身的。當那天晚上
她出現時，她是“赤身的，”我從來没有注意到這點，“而且還
不知道。”
58 哦，真是感謝神！難怪我們這樣感激神！神讓我們明白這
些事情，我總覺得我們對神的感激還是不够。
59 “赤身。”異象向我顯示她是赤身的，卻不知道，而且“是
瞎眼的（被蒙蔽的）。”就像以色列被蒙蔽，好讓外邦人能够進
來；現在外邦人被蒙蔽，好讓新婦被提，以色列能進入他們的
吹號節。何等完美！
60 “過两天他必使我們蘇醒，給我們一個復興，把我們猶太
人們聚集在一起，”這是說到這些號角。“我們就在神面前得
以存活，或者說就有永生，我們就在神面前永遠存活。”聖經
在《何西阿書》說：“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就在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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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生命。”那是神自己的生命，永恆的生命，“在他面前擁有
生命。”
“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着的時候，也是死的。”所以神應許

以色列將在他面前得着生命。在這些事實和五旬節筵席面前她
是死的。
61 注意，“過两天⋯⋯”那並不是指两個廿四小時的時間，因
為這預言是在事情發生好幾百年之前說的。明白嗎？這是指
“神眼裏的两天，”就是两千年。你知道從那時至今是多久嗎？
從那時至今已有两千七百年了，因為何西阿的時代是公元前
780 年。現在是 1964 年，看，已經超過了两千七百年。何西阿
說：“過两天，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
活。”那就是他們的號角吹響的時間。說的就是我們生活的時
代，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
62 呐，他們曾經四散，被蒙蔽，又被聚集，早已經進入了第
三天。你們看到了嗎？他們從巴勒斯坦被遣散到世界各地。他
們被蒙蔽，拒絶了彌賽亞。現在他們又被聚集在他們自己的故
土，凖備好響應號角認識那位贖罪者。
正如聖經說的，“當猶太人接受耶穌時，看到他手掌上的釘

痕，”在教會被提以後，“他們說：‘你從哪裏受的這些傷痕呢？’
他必回答說：‘這是我在親友家中所受的傷。’”聖經說，“那日
他們必一家一家分開，悲哀哭號，如喪獨生子。”記住，吹號
節正是要號召以色列人“為那被殺的祭牲悲哀流淚；”他們拒
絶了他。
63 他們現在自己的土地上。他們曾被分散，受蒙蔽，如今又
被聚集了。它全都是在第六個印下吹響，他們的七號⋯⋯把他
們聚集在一起，第六個號角。第七個是“那個大發角聲的號，”
正如我們上個星期天所傳講的。第六個號角是在第六個印下吹
響的。就像我們的第六個印被揭開一樣，所有都是出現在同一
個時間，只不過他們的號角是在同一時間吹響，而我們卻在這
五旬節的筵席裏度過了两千年的時光。
64 自何西阿預言至今已經有两千七百年了。他說：“第三天，
我們必要再聚集。過两天，在第三天，我們必要再聚集，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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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前領受永生。”你們明白這個應許嗎？這個時間清楚地寫在
牆上，我們看到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65 呐，猶太人已聚集在他們的土地上，等候號角的節期，認
識他們的贖罪祭，等候他的到來，為他們第一次拒絶它而悲哀
痛哭。他們就是為此而聚集在自己的土地上，等候着。他們的
⋯⋯一切都各就各位了。
66 作為一個福音傳道人，我看不到還剩下任何東西了，只有
新婦的被提了。在以色列人認出所發生的事情之前，新婦要先
被提。他們曾被纏裹⋯⋯被分散，我是說他們曾被分散，被蒙
蔽，現在又聚集了。還剩下什麽呢？就是新婦被提。現在就等
新婦被提，以便《啓示錄》11 章他們的两位先知能來呼召他們
進入號角的節期，使他們認出來他們都幹了什麽。
67 記住，從那些印之中出來了第六個印，在那裏有十四萬四
千人蒙神揀選、呼召。在第六支號角和第七支號角之間，出現
了《啓示錄》11章，這完全與第六個印相符。
68 是要做什麽呢？要起什麽作用呢？是要帶出两位見證人，
先知摩西和以利亞。因為猶太人只相信他們的先知。他們要帶
着先知的跡象出現，他們的事工完全與先知的事工相同。
因為他們所做的說明一件事，那就是當一個人死了，無論

你是誰，當你離開了這個世界，你的本性不會改變。如果你現
在是個說謊者，你在那裏也是個說謊者；如果你在這裏性子暴
躁，你在那裏也是性子暴躁。如果你在這裏是個懐疑者，你在
那裏也是個懐疑者。各位，現在是該搖醒自己，清醒省察自己
的時候了，看看我們站在哪裏。因為死亡不會改變它。
69 摩西和以利亞已離世二千多年了。摩西已經離世二千五百
多年了，而以利亞已經⋯⋯摩西和以利亞他們離世已經二千五
百多年了，他們這次回來，帶着同樣的性情，做同樣的事工。
死亡不能把人怎樣，只是改變人的居所。死亡不能改變你

的本性。不能改變你的信心，不能改變你裏面的任何東西，只
是改變你的居所。
70 因此，今天早上你的本性是怎樣的！如果你是神話語的懐
疑者，你在那邊也是個懐疑者。我不在乎你是多麽聖潔，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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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生活，活得多麽好，死亡根本不能改變你，它只改變你的居
所。所以你若不能接受寫下來的神全備的道，你在那邊也不會
接受；因此别擔心，你不會在那邊的。
你必須要接受神全備的道、神證實的大能、神的道的啓示，

然後你成為神道的一部分。神只復活他的道，就像在第一個復
活節早晨，神復活了他的道。唯有神的道，和那些在神的道裏
死去、相信神的道、見證神之道的人才能復活。
71 注意，那已經是两千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注意，猶太人曾
被分散，被蒙蔽，現在他們又聚集在一起了。接下來的事就是
他們要領受永生。
72 外邦人已得到呼召。新婦已凖備好。被提在即。我們能明
白這點嗎？我們能真正相信這事嗎？這只是一個傳聞故事嗎？
這對我們是一個神話嗎？它聽起來是真實的事嗎？我們是否只
是在表面上相信就行了呢？或者它是我們裏面的東西，是我們
的一部分，對我們來說比生命更珍貴？今早我們在這個聖堂是
要採取什麽態度？記住，只有一小群人能接受它。
73 以色列人正在自己的土地上等候號角吹響。現在就等新婦
被提，以便《啓示錄》11 章能得到應驗。這個教會時代已經結
束了。七印已被揭開，並證明了他們在教會時代中所遺漏的，
信息已被賜下。以色列已經出現，哈利路亞，他們凖備進入號
角的節期。
74 你們在其它地方聽錄音帶的弟兄姐妹們，你還不趕緊醒悟
嗎？還是這信息蒙蔽了你？當這信息在你面前藉着時事、時間、
世人，以及寫這聖經的聖靈證實之後，你是否拒絶它，稱之為
假預言呢？這信息得到自然界、靈界以及物質上的證實。神說
的每一句話都應驗和證實了。
75 以色列已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像羊群那樣被聚攏、驅趕回
到那裏。狼在他們後面追逼，把他們逐回到安全之地—他們自
己的土地上。記住，以色列只有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才被應許
受到祝福。在他們的土地以外，神從不祝福他們。當亞伯拉罕
走出那片土地，他就被懲治。每個離開那片土地的以色列人都
被定罪。只有當以色列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神才祝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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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他們已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立了一個國家。教會已得到呼
召。以色列等待的只是新婦被提。
76 七印已被揭開，向我們啓示了，我們看到改革者所遺漏的。
你們那些對古蛇的後裔以及水的浸禮等真理爭論不休的人，你
們被蒙蔽卻不知道。是這世界的神弄瞎了你們的心眼，你們卻
一無所知。難怪今早我為這些壓力爭戰得如此劇烈！
77 這樣以色列人的先知就可以在這末日顯現。他們不能在號
角的節期期間顯現。
78 神藉着何西阿說：“我砍伐他們。”現在注意，神在跟以色
列人說話。“我砍伐他們⋯⋯”換句話說，“我藉先知把他們砍
出來。”這就是神對待他子民的方法。神把他們從萬國當中砍出
來。用什麽砍伐呢？以他两刃的利劍，就是他的道。神從萬國
中把他的子民砍伐出來。藉着先知和他證實了的道把他的子民
從萬國當中砍出來。
同樣，在末後的日子神也要按《瑪拉基書》第 4章中所應許

的道，把他的新婦從各個宗派教會中砍伐出來。把他的新婦砍
伐出來，從其它宗派教會中砍伐出來！把他的新婦砍出來！
79 神藉着衆先知用道來砍伐以色列。“你們要從他們當中分别
出來。”
你看，當以色列人想要效法列國時。他們來見先知撒母耳。

撒母耳說：“我拿過你們的錢嗎？我奉耶和華的名對你們所說過
的任何事，哪一件没有成就呢？”
他們回答說：“没有，你說的没錯，但我們還是要一個王。”

80 這就是今日的宗派教會所做的。他們說：“是呀，我們相信
神的話，這是没錯的，但是你知道，他們說我們應該這樣做。”
我不在乎他們說什麽。神的道才是對的！
以色列人正等待着。神已藉着衆先知把他們砍伐出來。

81 弟兄們，現在是什麽時候了？傳道人，現在是什麽時刻了？
你們認出現今的時代和你們所生活的時代跡象嗎？你們明白了
嗎？你們看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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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如今到處都没有復興。人人在抱怨，傳道人在哀歎。我讀
過一份寄到本教會的傑出報紙，是一份非常好的報紙。我認識
該報的編輯以及工作人員，他們是敬虔的人，是非常好的人，
摩爾夫婦主編的《基督再來的先鋒》。《基督再來的先鋒》這份
報紙是傳教界裏最優良的報刊之一。他們除了有闗“禁食、祈
禱！禁食、禱告！吹號發聲！”幾乎都不刊登别的内容了。多少
人讀過這份報刊？你們都知道，你們經常都看到它。“禁食、禱
告！禁食、祈禱！”你們聽到的都是這些。“禁食、禱告！黎明
將至！一件偉大的事將要發生！你們要禱告，禱告，禱告！我
們還不算太遲！”
83 為什麽他們這樣做？為什麽這麽做呢？他們想要一次大蘇
醒。他們哀求着，相信將會有一次大蘇醒。他們是善良的人。
為什麽這樣呢？他們到底做了什麽？他們還没有認識到新婦的
蘇醒。看到嗎？身為基督徒，他們感到時間的緊迫，但是他們
還没有認出所發生的事。就是這樣使得他們有那種感覺。他們
知道某件事就要發生，他們在仰望它將來臨到，然而這事已在
他們身邊發生了。
84 這跟他們以前所做的一樣，他們相信有一位彌賽亞要來，
他們相信有一位先驅者要來。當先驅者和彌賽亞來到他們中間
時，他們竟不知道他，也認不出他。他們相信會有一位先驅者
來預報彌賽亞的來臨。他們卻把他砍頭了。又殺了他們的彌賽
亞，因為已經預言了他們將會被蒙蔽。何西阿這樣說了。
85 那透過何西阿先知來説話的同一位聖靈，也透過約翰說，
末後的教會是“赤身、瞎眼的，把主趕出了教會。”他們看
不到這些預言已經應驗。作為教會，他們知道某件事就要發
生了，他們只是不明白，也認識不到。就像昔日的猶太人一
樣，瞎眼的老底嘉：富足，有神學知識，敵對神的教會，也敵
對這時代的信息。看看那些猶太人是如何敵對施洗約翰。看
看他們是如何敵對耶穌的，而這位耶穌正是他們宣稱在找尋
的那位。
［擴音系統發出噪音—編註。］我估計是我們的保險絲燒斷
了。我猜這也使錄音機中斷了吧？没有斷。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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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他們敵對這時代的信息。
原因是因為發出太多熱量了，你們每個人都是一台暖氣。

在這種時候没有辦法保持教堂的溫度正常。你們知道，每個人
都發出98熱當量。你不只是那樣坐在這裏；你在不斷散熱。這
裏的冷氣足够把這個地方凍成冰了，但因着你們散熱，所以怎
麽也涼不下來。
87 注意，懐有敵意！他們現在就像以前的猶太人一樣瞎眼！
他們在老底嘉時代。是“赤身、可憐、困苦的，卻不知道。”他
們過着富足的日子，有豐富的神學理論知識、高等的教育，如
今卻敵對這時代神的信息。他們不想與這信息有任何闗係，情
形與拿撒勒人耶穌在世的日子完全一樣。
88 在挪亞的日子裏，人們不進入方舟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從
來没有辨認出那時代的信息，也不認識那時代的使者。這就是
他們滅亡的唯一原因；因為他們没有認出他們所處的時代。他
們没有認識到神要按他所應許的那樣去對付罪惡。“神必從地上
把人類除滅。”他預言了。神說話算數。神今天也是說話算數，
正如他那時一樣。
89 可是人們並没有贊成挪亞，反而看他是個瘋子。他們不相
信挪亞是先知。你們知道，耶穌親自告訴我們，在挪亞的日
子，人們是如何地取笑嘲弄挪亞，說他是宗教狂熱分子等等。
但他們没有認出他們的時代，他們没有認出他們的日子。他們
也没有認出那時代的跡象，他們没有認出那信息。他們没有認
出那時代的使者，反而把他從他們中間趕出去，嘲笑他。耶穌
說：“挪亞的日子怎樣！”
90 以色列已回到他們自己的土地上，一切都已就緒，這時代
的信息也正在完美地運行，弟兄們，我們正處在什麽時代？我
們站在哪裏？
91 他們認不出那個時代，他們不知道，這就是他們錯過的原
因，因為他們認不出時代。他們就像今日的人一樣，被科學證
據、教育制度和神學理論所蒙蔽。昔日蒙蔽他們的東西，今天
也同樣蒙蔽了人。它又再一次蒙蔽了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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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使人蒙蔽的就是它的簡易性，簡易的信息和使者！挪亞不
是科學家。他没有受過教育。他只是個貧窮的農民，謙卑地傳
講神簡易的信息。這信息對他們學問高深的人來說太簡單了。
今日也一樣！神總是使他的信息簡易，以便得到那些願意

相信和依靠他的人。每個時代的信息各有不同，但都是同一位
神。我希望你們能够相信並明白這是神所說的。
93 耶穌說，人們取笑神的先知挪亞。那個時代人們怎樣嘲
笑神的先知，主降臨的日子人們也必如此行。人們將做同
樣的事。
這就是法老被淹死在紅海的原因。法老從没認出他的時代，

他從没認出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太過強調科學時代的成就，利
用奴隸建設大城市。他太過忙碌，以致認不出臨到他的機會，
把神的先知使者驅逐到曠野去了。他没有認出來。這就是那些
事情臨到他們的原因。法老從未認出他的時代。假如他能認出
神賜給以色列人的應許之道就好了！
94 假如今日的教會能認得，假如衆教會能認出神應許給這時
代的人的應許之道，她們就不會滅亡了。
假如美國能認可這個國家所立的憲法，她就不會想要從學

校中刪除聖經課程，也不會把神的名從硬幣上和宣誓書中除
掉。但是她没有認識到這一點。為什麽？因為她是瞎眼、赤身
的。她認不出那些死在戰場上的寶貴男兒為了這個權益所流的
鮮血。他們已經被遺忘了，成了塵埃。
95 但有一位，他卻是記得衆先知所流的血，記得使福音廣傳
至今所付出的代價，記得成千上萬的人怎樣被扔進獅子坑被獅
子吃掉，怎樣被鋸斷、被焚燒、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一切神
都記得。
教會卻忘記了她們的先知。她們聲稱“她們不再需要先知

了。”但神知道他需要衆先知；神藉着他的道來砍伐他的子民。
但這對今日的衆教會來說太落伍了。她們認不出來。這就是她
們處在今日狀况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麽她們“赤身、可憐、瞎
眼、困苦，卻不知道，”因為她們不能認清現今我們所處的時
代。她們認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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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摩西，當他看到神給那個時代的應許之道得到印證時，他
認出了他的時代和神對他的呼召。藉着神的應許之道，摩西知
道並認出了自己是誰以及他要做什麽。因此摩西不懼怕任何人
說什麽。他不以他的信息為恥，雖然每一個祭司、法老、執政
者和所有的人都反對他。但當他看到那道光，那個火柱懸掛在
荊棘叢中，向他說出對那個時代的應許之道：“我已經呼召你去
做這事，”摩西就認出來了。摩西並不畏懼法老的威脅。他下到
埃及，把以色列人領了出來，正如神的話所應許的。
97 看到神印證了的應許，摩西讓以色列人凖備好出埃及。什
麽時候？當他看到神的應許得到印證時。記住，摩西是帶着他
的神學理論逃走的，他是帶着他的訓練逃走的。然而當摩西看
到神的道彰顯出來，看到他證實“我是自有永有的”，他就不在
乎别人說什麽。他不畏懼法老要對他怎麽樣。他不怕其他的人
會怎麽樣。摩西只敬畏神，恐怕自己可能誤解神，或者可能在
某些方面誤解神。他不怕任何人，也不怕他們要說什麽或要做
什麽。當他認出那是神的道之後，他就只敬畏神。
98 摩西不能理解像他這樣的人怎麽會被差遣到埃及去。可是
當他藉着印證的道，認出那是什麽時，他就不怕王命。只要你
能認出來，假如今天我們能認出來就好了！當摩西看到道得到
證實，看到神的印證得到了證實，他就認出來了，並凖備好帶
以色列人出埃及。
約伯並没有認識到這是神。只要魔鬼使你相信你所經歴的

小小試煉是神⋯⋯對你的懲罰！那是神要向他顯示某些東西。
直到約伯看到神的異象，他才認出來了。就像摩西，當摩西看
到異象，看到荊棘中的火柱，這就是印證。而當⋯⋯
約伯有一個問題，“人若死了，豈能再活呢？我看到樹死了

又復生，花謝了又開花。”那就是他的問題。“但人躺下，氣絶
了，他就消滅了。他兒子來哀悼，他也不知道。哦，惟願你把
我藏在墳墓裏，等你的忿怒過去！”約伯不能理解為何花兒凋零
後，又能再現生機，葉子從樹上凋落於地後，春天來了又會發
嫩芽。約伯就問：“人死了，往何處去呢？我是信靠神的，但人
死了究竟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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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但後來有一天，當閃電劃過，雷聲隆隆，聖靈降在先知身
上。約伯看到人子的到來，他能將手伸向罪人，架起和聖潔神
之間的橋梁。他就大聲喊道：“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雖然我
皮肉之蟲毁壊我的身體，我必在肉體中得見神！”約伯認識到了
復活是什麽。
100 巴蘭直到他的驢開口說方言才看見天使。巴蘭看不出天使
擋住他的去路。一個瞎眼的傳道人看不出是神站在路上阻攔
他，不讓他用神的恩賜去換取金錢。當那驢發出人的聲音時，
巴蘭才知道是神的使者阻攔了他的去路，阻止他去做他所要
做的事。
101 哦，瞎眼的宗派教會！神若能使一隻不會說話的驢開口說
出它所不懂的語言，向一個傳道人揭示他已經偏離了神的道，
難道神不能使用一個人做同樣的事嗎？瞎眼的人們啊！
102 假如亞哈能認出他的時代，他就不會把擁有神應許之道的
先知米該雅定罪。
103 那天亞哈和約沙法站在那裏，有四百個先知在那裏預言
說：“可以上去，没有問題。雖然亞哈王你活在罪中，但是
你為我們創立了一個龐大的宗派教會！我們是一群傑出的人
物，有偉大的事工。你看，我們是四百名受過訓練的祭司或
先知。我們四百個人在道中，在神學上受過訓練。我們通曉這
一切。”
104 這證明了他們什麽都不知道。被他們上一代稱為瘋子的以
利亞，神真實的先知，預言說：“主如此說：‘狗必舔亞哈的
血！’”明白嗎？
105 但是那些祭司，人選的衆先知以為他們一切都處理得很好。
他們說：“亞哈王，你可以上去，主與你同在。你拿出經文，因
為神已將這塊土地賜給以色列人。它是屬於以色列的，你上去
吧！神必與你同在。”哦！
106 但你知道嗎，那位約沙法不像亞哈生活在罪中，他有不同
的看法。他說：“不是還有一個人嗎？”
107 亞哈回答說：“是還有一個人，只是我恨他。”看到嗎？神
在做什麽？再一次藉着他的先知來砍伐他的子民。亞哈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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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他，因為他除了一直譴責我之外，什麽都不幹。你們知道，
我是偉大的人物。若我不是偉大的信徒，就不會在此開辦神學
院。我有一批受過良好訓練的人。我差他們在這裏用聖經和參
考書等等來教導神學理論。因此我知道他們是傑出人物。”
假如亞哈能認出這個人是誰，這個衣衫襤褸的窮人，音拉

的兒子米該雅站在那裏向他說“主如此說”，他就不會犯他所犯
的致命錯誤。但是他定了米該雅的罪。他從没有認出來。
人啊，認出你們所處的時代吧！看清所發生的事吧。看看

神所應許的。認清你們所生活的時代。
108 假如今日的宗派教會能看出為什麽他們受到譴責，為什麽
他們的會員離開他們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樣，假如宗派教
會能停止譴責這些錄音信息，願意聽這些信息該多好啊！你們
聽這錄音帶的傳道人，要認真地聽！如果你能認出你生活的時
代，如果你能認出這時代的跡象，你就明白為什麽人們會離開
宗派教會。因為主的靈正在呼召！耶穌說：“若不是差我來的父
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凡父在過去賜給我的人，必
到我這裏來。”
109 就像井邊的婦人與祭司們，他們是多麽不同！今天筆跡再
次出現在牆上，他們看見了，但他們卻没有認識到。
110 要是猶太人能根據他們的最後一位先知認出他們的彌賽
亞的應許跡象就好了！《瑪拉基書》3 章說：“我要差遣我的
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他們卻聲稱他們在等候彌賽亞
的到來。
111 這跟我們今日的情况何等相似！宗派教會也聲稱她們在等
候某一件事發生。衆教派都在禁食禱告，說：“讓我們禱告。
讓我們團結起來。有一件偉大的事將要發生，我們知道某一
件重大的事將要發生。教會必須要凖備好。”這就是她們所
祈求的。
112 這也是當時猶太人所祈求的。施洗約翰來了。因為他拒絶
他們的神學理論，他與他們祖先所教導的相反。他從曠野中出
來，没有受過任何教育。如果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他没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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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翻領的衣服。施洗約翰没有一大堆神學理論。但他從神的應
許中知道，他來是要宣告彌賽亞的到來。
他說：“他現在就站在你們中間。”那些猶太人以為施洗

約翰瘋了，因為他不是來自他們的神學院。筆跡已經寫在牆
上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聲稱他們在等候這麽一個人的到
來，而他就在他們當中，他們卻認不出來，儘管他們說他們在
尋找他。
113 正如猶太人那樣，今天的外邦人也是如此，因為經上預言
了同樣的事情，同樣的事情。外邦人聲稱他們在等候主的到
來。但是現在外邦老底嘉時代的宗派教會跟昔日的猶太人一樣
是瞎眼的，因為（為什麽呢？）已經預言說他們將會如此。事情
必定會如此應驗。
114 假如當時的以色列人能認出他們那個時代的跡象，他們就
會知道彌賽亞的到來近在眼前了。假如他們能够認出來！
你知道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什麽說以利亞必須先來？”

115 耶穌說：“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他已經來過
了，他們也已經把他殺了。他們所做的與聖經預言他們要做的
完全一樣。”
116 假如他們能認出那個“狂熱分子”是誰，那個加倍譴責他們
的所作所為和他們正在做的每一件事的人⋯⋯施洗約翰說：“你
們這些假冒僞善的人！不要⋯⋯草中的蛇，毒蛇的種類，誰指
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
們的祖宗；我們有這個有那個和其他的。’我告訴你們，神能從
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117 不要以為你手中握着世界基督教恊進會的招牌，有衣着華
麗的會員。神能從這些如巷子裏的耗子一樣卑賤的人中興起他
的兒女來成就他的應許，他們都是娼妓、醉鬼、賭徒。神能這
樣做，因為他依然是神。
118 瞎眼的宗派教會就像瞎眼的以色列一樣，两者都被預言要
這樣。我拿這两個給你們做比較，現在到了我要說的焦點了。
瞎眼的，就如現今外邦的老底嘉時代的宗派教會與昔日的以色
列人一樣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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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老底嘉教會本應領受一個信息！《瑪拉基書》4 章說他們應
該如此。
但她們還在尋找什麽呢？“我們的宗派會産生它。如果它不

是通過我們—浸信會，長老會，神召會，一體論教會或其它宗
派組織⋯⋯如果不是出自我們，那它就不是真的。”
那時的猶太人也做同樣的事！他來了又走了，他們還不知

道。雖然這應驗了神的每一句話，但他們還是認不出來。耶穌
說：“他們已經做了經上說他們所要做的事。人子也將要這樣受
他們的害，”人子也將遭拒絶。
120 注意，根據《瑪拉基書》4章所應許的經文，外邦時代現在
也是一樣的。
耶穌說：“所有經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没有一點一畫會不應

驗。”没有任何東西能阻止經文的應驗，一切都必須應驗。耶穌
說它必發生。如今我們看到它已發生了。
121 在這末日要“恢復”什麽？各個宗派教會的弟兄們，請聽！
神要恢復原本的五旬節。就像最初的五旬節；因此在以色列號
角的節期吹響前，它必須先恢復。它必須得到恢復！某些事情
必須得到應驗。《瑪拉基書》4 章說，神要把父親的信心恢復給
兒女們。那就是要發生的事。
122 假如以色列人認出了他們的彌賽亞以及應許的跡象，他們
就不會是今天這樣的處境。如果他們⋯⋯但為什麽他們認不出
呢？真令人痛心。為什麽他們認不出呢？因為神說過他們認不
出。多少人相信，請說“阿們”。［會衆說：“阿們！”—編註。］
神說他們認不出來。
同樣的這位神也說，在老底嘉教會時代，這事必再次發生。

這事正發生在人們眼前。除了這樣，人們還能做什麽呢？
123 要是他們能認出所應許的彌賽亞的跡象，即人子的跡象就
好了！他以人子的身份來到。在五旬節時代，他以聖靈的形
式，以神兒子的身份出現。接下去是千禧年，他以大衛之子的
身份出現。三個兒子的稱謂，卻是同一位神；“父、子、聖靈，”
同一位神；大衛之子、人子、神的兒子，一直是同一位神，只
是以三種不同的職分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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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因此，“父、子、聖靈”並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
個不同治理時期，父、子、聖靈三個不同的職分。
可是現今的人像昔日的猶太人那樣，被人為的傳統教義蒙

蔽了，看不清這個真理。為什麽他們看不清呢？他們永遠不會
明白。記住，這是“主如此說”的。
你說：“那麽你為什麽還要說呢？”
就像約翰以及他們其他的人所做的一樣。還有一隻綿羊在

這裏，就必須把它帶出來。哦，神的羊啊，要聽神的聲音！“我
的羊聽我的聲音。”
125 那個井邊的婦人因彌賽亞的跡象，就認出了她所處的時代。
她情况糟透了。她不想跟那些教會的所作所為有任何闗係。他
們有他們的做法和活法，她卻不信那一套。但是她知道總有一
天彌賽亞要來到。一天，這位可憐的婦人來到井邊打水，當耶
穌開始向她揭示出她心中的秘密，說出她正活在罪中，她就找
到了她一直在尋找的東西。
她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們已四百年没有先知

了。她說：“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當彌賽亞來了，他必做這
一切的事。”
耶穌回答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126 她認出了，没有一點疑問了。“你如何證實它呢？”它已經得
到證實了。“當彌賽亞來時，他必做這些事。”
如果她能够藉着經文認出來，難道我們不能認出晚上的光

和今日的跡象嗎？
“我們知道彌賽亞來了時，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他必

告訴我們這些事。”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127 再也没有疑問了，她馬上就去了，對衆人說，“你們來看！
這就是他。”她不再有疑問。什麽都解决了。因為她認出了她所
處的時代。她認出來了。
128 拿但業，一個了不起的希伯來人也是如此。當他看見所應
許的彌賽亞的跡象時，不管有多少祭司或多少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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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産生了什麽後果呢？看到人們離開宗派教會走了，祭司
們感到非常煩惱。他說：“任何人參加他的聚會就要被逐出教
會，我們將把你趕出我們的教派。”
129 今日也是一樣。“你若參加他的聚會，我們就把你趕出我們
的組織。”
130 還記得那位生來瞎眼的人嗎？他的父母甚至不敢回答，他
們害怕。因為祭司們說，“任何人去見耶穌或參加他的聚會，就
會被驅逐出教會。”但那個瞎子可以為自己作見證，從前他是瞎
眼的，如今能看見了。
131 前我瞎眼，今能看見。從前我不知道這些事，如今藉着聖
靈使我明白了。宗派們，放手吧，反正他們也是要出來的！耶
穌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132 拿但業認得這一點，他曉得這個。
133 正如摩西，他有經文的根據和印證了的道。他知道那是神
給那個時代的應許，因為那是符合聖經的，不管是多麽奇異。
摩西問：“我怎樣告訴他們是誰差遣我？我將告訴他們我在曠野
看到了火柱。我怎麽能告訴他們這裏有光向我顯現，這光打發
我去埃及呢？”
神說：“摩西，我必與你同在。”而且不但是⋯⋯

134 在埃及，神不僅藉着神跡奇事顯現自己，而且當神把他們
都召集在一起，他再次向他們顯現，在選民和蒙召的人面前印
證摩西的事工。當先知摩西把以色列人從埃及砍伐出來，領他
們到一個地方，然後火柱再次出現在西奈山頂上。
135 同樣的事也在今日重演。阿們！讚美歸於神！對我來說它
比生命更可貴。隨着我年齡的增長，我看到行為墮落和道德敗
壊在世界各地泛濫，然後我回顧往事，看到所發生的事，我的
心就歡喜跳躍，知道當我在地上的這個帳棚被拆毁了，我有一
個正在那邊等候。我盡力拉出一群人，把他們從這些事情中砍
伐出來，把他們拉出來，用經文向他們證實，神藉着火柱的顯
現印證此刻他就站在這裏，讓千萬人看到，甚至被照相機拍攝
下來，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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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模仿者必興起，這肯定會發生的。在摩西時代有模仿者興
起，並行同樣的事。神說：“摩西，離開他們，不要站在他旁
邊，我要將他們吞滅。”世界吞滅了他們。如今也一樣，他們完
全回到世界，專注於金錢等等屬世的事物。瞧？
137 摩西擁有符合聖經的跡象！他是下到埃及拯救以色列人
的神的偉大先知。以色列人認出摩西是誰。他們也認出了那跡
象。他是印證了的合乎聖經的確切應許。
138 耶穌是聖經的那個應許，向井邊的婦人印證了，或者說他
就是解釋。耶穌是經文的解釋，他自己的生命解釋了聖經。
139 難道你們不明白這時代的信息嗎？你們能認出我們所處的
時代嗎？出自聖經的這個信息本身向你們解釋了我們所生活的
時代，這個信息就是解釋。
140 耶穌對以色列人說：“假如你們能認出你們的日子。”有一
次，耶穌坐在橄欖山上，放眼望去，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
冷啊！”他哭了。他向下看，他看到⋯⋯
我不是要跟這個比較，但那天早上大約十點，我看到那個

妓女教會。在我心靈深處我感到聖靈在流淚。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願意庇護你。但是你做

了什麽？你殺害了那奉差遣到你那裏去的衆先知。你把他們
殺了。”
神賜給今日教會的信息已被宗派教會的信條所扼殺。經文

已被他們的教條扼殺了。耶穌說：“巴不得你們能知道你們的
時代！但已經太遲了，已經太晚了。”今天宗派教會的境况也
是這樣！
141 我全心地相信她已經錯過了救贖。不管你是怎麽想的，那
是你個人的想法。這是我的想法。瞧？你不一定要接受我的意
見。然而我相信她已無可救藥，五、六年前就是如此。你我都
記得芝加哥的事。看看從那時起發生了什麽事，而且你會看到
這些事一直在繼續的發生着。明白嗎？記住，我的名字在這事
之前；它就在那裏。這是“主如此說”。你看看她會不會繼續墮
落下去。



28 曉諭之道

142 看看 1933 年，當時在異象裏說到女人在這末日會做什麽；
說到墨索里尼以及他怎樣的結局；希特勒的神秘死亡；三個主
義統一成共産主義；汽車看上去就像雞蛋的形狀；女人要穿看
上去像男人的衣服，甚至只穿内衣，最後她們身上只穿着像無
花果樹葉子的東西。今日敗壊的行為，以及人們在末日將如何
舉止。看看她們所行的。這些就在你的眼前發生着。
143 假如那些基督徒婦女⋯⋯所謂的基督徒婦女能認出來，能
認出在她們身上使她們剪髪的不道德的靈乃是出於魔鬼的。只
有魔鬼才會這麽做。那是讓你違背神的話。正如在伊甸園發生
的事一樣。她們又怎樣行呢？假如她們能認出來的話！她們企
圖爭辯說：“哦，那個聖滾輪的傳道人說⋯⋯”這不是我說的。
我不是告訴你該怎麽做。我只是引述神的話。巴不得她們能認
出那是出於魔鬼的。
144 她們自稱為基督徒。耶穌說：“你們為什麽稱呼我‘主啊，’
卻不遵我的話行呢？”她們不可能是基督徒。我不是她們的審
判官，我只是在說神的話所說的。“你們為什麽稱呼我‘主啊，’
卻不遵我的話行呢？”這完整的道都是耶穌基督的啓示。“你怎
麽能稱呼我是‘主’呢？”
145 巴不得她們能認出那是魔鬼，是個不道德的靈。那些良善
的女人在那邊⋯⋯
146 我認為印第安納州傑弗遜維爾是我一生中所見過最下流的
地方，有這麽多赤身的女人。我到過好萊塢，到過各地，到過
全世界。我見過各種各樣汙穢的事，我在巴黎見到過，在英國
也見到過，英國是首當其衝。
147 我想英國總有一日要沉入海底，她罪有應得。骯髒、汙穢、
病態！是世界道德敗壊的糞坑。那裏的人是我一生中所見過最
敵對聖經的。她成為這個樣子，是因為她拒絶了真理。
148 葛培理說他不得不和妻子離開公園，因為男人和女人，少
男和少女明目張膽地在公園裏發生性行為。英國已變成了一個
糞坑。法國也一樣，世界其他的國家都是如此。而美國也是一
樣，成了她們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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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看一看今天。讓她們剪掉頭髪、穿短褲、穿褲子、抽煙，
卻稱自己為信徒。姐妹們，你没有意識到嗎⋯⋯我是說女人
們，對不起，我的姐妹是不會做這樣的事的。難道你們没有意
識到那是出於魔鬼嗎？然而⋯⋯
就像昔日的猶太人，當印證了的道向你證實時，你還是不

信。你緊緊抓住宗派教會傳統說的這没有闗係。你說方言，跳
上跳下，在靈裏歌唱，然而卻剪頭髪。你能想像一個真正的基
督徒會這樣做嗎？
我見過惡魔，也見過巫師；我看到他們說方言，翻方言，

跳上跳下，在靈裏跳舞，從人的頭顱骨中吸血，也咒詛耶穌基
督的名。
150 你說：“我屬於教會。哈利路亞！榮耀歸給神！我⋯⋯”你
屬於什麽？
真正的教會是神的道！神的道說“你那樣行是羞恥的。”
你們這群瞎眼的法利賽人，把那些可憐的孩子領到地獄，

因為如果你開始做些什麽事來糾正錯誤，你就怕丢了飯碗，怕
被趕出宗派教會。可恥，你們這些假冒僞善的人，應該感到羞
恥！你們看到時候臨近了，還因人的傳統離棄神的話，你們竟
敢如此行，瞎眼的人！
151 聖經豈不是說你是瞎眼的嗎？難道你不明白你是瞎眼的嗎？
聖經說你們是瞎眼的。“你們是赤身、可憐、困苦、瞎眼的，卻
不知道。”你們以為擁有這城市最大的教堂，做這事做那事；聖
經說你們窮得可憐，並且是瞎眼的。基督仍站在門外，想賣給
你一些眼藥，不是賣給你，而是送給你，可是你卻不接受。這
就應驗了聖經。
152 人啊，你們如今處在什麽時代？你們是否認出這個時代及
其跡象？
153 巴不得那些婦女們能認識到那是鬼魔，是披着宗教外衣的
下流魔鬼。魔鬼總是那樣的。他以一個敬虔人的樣子來到每
個先知面前，到每個聖徒面前，甚至到耶穌基督面前。聖經
說“在末世魔鬼會與那真實的非常相似，”甚至像五旬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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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倘若能行，”連在五旬節派教會中的“選民也會被迷
惑。”［錄音帶有空白—編註。］
154 耶穌說：“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
也少。就像挪亞的日子，只有八個人得救，人子降臨也要這
樣。”仔細想一想！我們在什麽時代？你是否認得這個時刻，這
個時代？
我佔用了你們很多時間，我再講幾分鐘就結束了。

明白嗎？
155 讓女人剪頭髪。“哦，”她們說：“我們教會不在乎這事。”你
知道為什麽嗎？他們是瞎眼的。
“女人剪髪没有什麽傷害。”但聖經說有！聖經說女人剪了頭

髪連向神禱告都是羞辱的。
你說：“哦，女人應該蒙頭。”聖經說她的“頭髪”就是給她

做蓋頭的。不是什麽帽子；而是她的頭髪！
156 若是摩西說：“我脱帽子不脱鞋子。”那怎麽樣呢？那肯定行
不通。神說，“鞋子，”神就是指“鞋子”。
神說“頭髪”，就不是“帽子”！榮耀歸給神！我肯定神喜歡

這點。讚美神！神說什麽就是指什麽。經文不可隨私意解說。
神的道不是來迎合你的宗派；神的道說什麽就是什麽，神自己
是解釋者。
157 你說：“我認識一個女人，她也這麽做⋯⋯”我不管你知道
的是什麽。我知道神說的是什麽。你自己决定吧。
158 女士們，巴不得你們能認出這是怎麽回事。哼！不是女士
們，是女人們，巴不得你們能認出來！
159 從“藍野豬餐館”出來我看到一個廣告牌，我想是在第五街
的某個啤酒屋，上面寫着“女士專座”。我停下來，我說：“一
個也不會來的。”一個女士不會光臨這種地方；一個女人可能
會，但不是女士。
160 你是否注意到世界的墮落是從女人的道德敗壊開始的？你
知不知道它將以同樣的方式—女人的道德敗壊結束？教會也是
以女人作為代表？從屬靈的角度來看，教會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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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靈上說，基督的新婦也是女人。
161 教會的道德敗壊已經到了如此地步！看看異象，再看看這
些事，看看神所賜的那些異象，那些異象是真實的。錄音帶的
聽衆們，我把聖經抱在胸前，會衆看得見。我看到那異象！全
能的神知道這是真的。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她是“赤身的，自
己卻不知道。”還依然沉醉於各種享樂中。她就是這樣。
但當那可愛的新婦出現在異象中時卻完全不同。“阿拉法和

俄梅戛！”嗯哼。
162 那是魔鬼的作為。就像昔日的猶太人，當他們看到神
的道⋯⋯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你們查考聖經。你們知道，你們對我

和我的事工有疑問。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内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這經告訴你們我的信息是什麽。你們
若不信我，也當信神正向你們解釋的這道。”
163 有人說：“我們不要這個人來管我們。我們有自己的祭司等
等。”那麽請便，能說的都說了。反正已經太遲了。瞧？如果宗
派傳統說可以，他們就會聽從。他們寜可聽從宗派的教條。他
們相信人的教導甚於相信神的道。他們認不出，今日的衆教會
認不出《提摩太後書》3章中所說的。如果你⋯⋯
164 我看到你們有些人把經文記錄下來。我是在引用聖經裏的
經文。若有人問我這經文出自哪裏，我可以指給你們看這些經
文。明白嗎？
165 他們認不出《提摩太後書》3 章，這裏說：“末世人要任意
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
自約、不愛良善（新婦）；有敬虔的外貌，卻否定神的能力，
這等人你要躲開。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
人。這些婦女被各樣的私欲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
道。”她們不能明白的！她們不願意，她們不想明白真道。神
如此說。
瞎眼的法利賽人，難道你還看不到嗎？我不是生氣，我只

是把釘子釘進去，把它釘緊。各教會也認不出來。女人不能
明白這些事。她們本該⋯⋯“這些無知的婦女，被各樣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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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引誘，”好萊塢的各種東西，剪短頭髪、穿短褲、化妝，以
及種種不恰當的事。你知道女人在這末世扮演着一個重要的
角色嗎？
166 你知道聖經說“那些免遭神定罪的人，在主面前必為美麗的
枝子”嗎？若主願意，有一天我要為你們女人傳講一篇信息。
讓你們知道神是怎麽說那些免遭神定罪的女人的。神說“她必
美麗無比。”
167 前幾天，我聽到一群半身赤裸、比母狗還下流的女人，在
嘲笑一個穿着長裙子的老婦人。你們這些怪女人，仔細聽着，
這個老婦人有着你們所不知道的東西，那就是道德。你們甚至
連“道德”這個詞也不認識，幾乎在搖籃時就把它丢失了。你們
甚至不懂得對與錯；但是那個老婦人懂得。她心裏隱藏着一些
你們所不懂的東西。你們把這東西丢棄了，再也找不回來了。
你們可别用“老古董”等等的東西稱呼她。她知道一些你們所
不知道的東西，她的心裏擁有“端莊”這種財富。你們卻一點也
不知道端莊是什麽。你們的母親這樣養育你們，你們的牧師也
這樣允許；這也就說明了他所站的立場。我現在講的就是他。
瞧？衆教會，看到你的境况了嗎？
168 耶穌說“這些經文都要應驗。”它已應驗了。
169 注意，“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抵擋摩西，”這等人一直都存
在。呐，保羅並不是在談衛理公會、浸信會等等，他們根本與
這無闗。明白嗎？“就像雅尼和佯庇怎樣抵擋摩西和亞倫，那些
心地壊了，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人，”就是那些聽從宗派教會的
教義和信條而不聽從聖經的人，也要如此抵擋真道。
那時雅尼和佯庇能做摩西所能做的事。瞧，“從前雅尼，”看

到這两件事的相似之處嗎？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抵擋摩西，這些心地壊了、在真道上

可廢棄的人，也怎樣抵擋真道。”不與真理為鄰，甚至不與真理
合作，他們與真理毫無相干。但聖經說：“他們的愚昧必在衆人
面前顯露出來。”當新婦站住她的立場，被提到空中，他們的愚
昧就在衆人面前顯露出來；不必擔心。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帶
離埃及，而埃及的軍隊卻沉入紅海。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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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耶穌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所有的經文都要應驗。”
當猶太人問耶穌說：“你將自己當作神。”

171 耶穌回答說，“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着那些承受神道的先
知，你們尚且稱他們為‘神’，他們是。那麽我說我是神的兒
子，你們為何定我有罪呢？所有這些經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所
有這些都要得到彰顯，所有這些都要應驗。”
瞧，他們是多麽瞎眼；他們接受人的話而不接受神的話。

就是這個導致了女人做那些事，導致了牧師們那麽做。他們尊
崇主教而不尊重耶穌，只對會衆的錢袋、增加人數感興趣。
172 看看我是否受人歡迎。把來自傑弗遜維爾以外的人與來自
傑弗遜維爾的這一小群人分開；把來自傑弗遜維爾以外的人抽
掉，那今早這個聖堂裏就只剩下六、七個人聽我講道了。這是
怎麽回事呢？新婦是由國内各地的人組成的，從紐約到馬薩諸
塞、波士頓、緬因、田納西，到喬治亞、阿拉巴馬以及國内各
地。他們聚集在一起。阿們！這就是神所說的。“到了晚上必有
光明。”
173 但宗派教會卻認不出這晚上的光，這就是問題所在。她就
是認不出來，太瞎眼了。聖經說她是這樣的。
174 俄國在科學方面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只不過用了四十年
的時間。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世界各國根本不理會俄
國。羅伊弟兄⋯⋯俄國人只是一群無知的西伯利亞大老粗、满
面鬍子、左右不分的人。是的，那就是俄國。但是俄國認識到
她的位置。她一定要這麽作，以便應驗經文。你們知道我預言
說要發生的事，就是那些主義都要歸入到共産主義裏。現今她
在科學領域裏領導着世界。我們都比她落後。世界各國都比她
落後。她佔了主導地位。她才認識到她也是有頭腦的。
175 注意，人類仍然有六千年前就有的六個感官。六千年前人
類靠着這感官接觸他所居住的地球並事奉神。但在過去七十
五年的時間内，人類就從馬車時代發展到太空時代。為什麽？
人類背離了對神的信心，而轉向了自己的感官和身為人類的才
能。你注意到了嗎？他放棄了信靠神，只相信他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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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像華盛頓那個不信教的婦人，她叫什麽名字，她改變了這
一切？［有人說：“默里。”—編註。］叫什麽名字？[“默里。”]
默里。她說：“只要我們有陸軍和海軍，我們就不需要老耶和華
了。”嗯哼。我不管我們擁有什麽。
對我來說没有耶和華就没有一切。任憑陸軍和海軍被消滅，

它們會的，但耶和華卻永遠長存。只要我是他和他兒子的一部
分，我就必與他永遠長存。這不是憑着我的職業或我的選擇，
乃是靠着他的揀選。阿們，再阿們！對此我並没有做任何事。
是他做的！没有他，毋寜死！任憑列國興亡，耶和華卻永遠長
存。歴代以來，耶和華都是如此行的。羅馬帝國滅亡了，古埃
及滅亡了，其它帝國也都滅亡了，而他依然是耶和華。哦，哈
利路亞！我感到太興奮了。
177 俄國之所以醒悟過來，是因為她必須這樣。就像以色列一
定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神必須將以色列人驅趕回他們的土地
上迎接號角的吹響。同樣，神必須把俄國趕進共産主義裏，以
便應驗預言她要做的事。
178 當人類和他的六個感官還處於馬車時代時，反而信靠神。
在過去的七十五年内，人類放棄了信靠神。當初他們簽署批凖
美國憲法時，在他們所做的一切事上都尊神為大。如今他們開
會時，連神的名也不提了。就是這樣。他們依靠自己高深的科
學，科學的精明。一群卑劣的人。確實如此。整個世界被吞没
在對聖經的無知之中。整個世界已離開了神。
想一想，正是從這一切，從宗派教會和神學院的卑劣中，

神藉着他先知的話切割出一位新婦來，這位新婦願意相信。神
說他必這麽做，神已按照他所應許要做的，從那裏砍伐出他
的新婦。
179 人類依靠他們的聰明才智和科學文化等等，離棄了他們曾
信靠的神。美國已離棄了神。他們甚至把他趕出了學校，讓孩
子們不能聽到有闗神的事。他們把他趕出了學校。現在他們正
努力把美鈔上的“我們信靠神”的字刪去。他們還企圖從美國
國旗前的宣誓中刪掉“效忠於神的國家”這個口號。他們要把
它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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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看，他們依賴的是他們自己的感官和感覺。雖然如此，在
過去七十五年内，人類的感官仍然没有任何改變，人類依然是
神起初所創造的那個樣子。
然而在這末日，難道你們認不出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嗎？

衆教會已離棄神轉向神學院和自己的經驗等等，而不依靠神的
話。甚至人們在他們的聚會中，在學校裏以及别的地方，他們
已不再承認神。
181 以色列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已意識到有某種力量把他們
帶回到他們的家園，正如所應許的那樣。他們不知道此事是
如何成就的。他們在那些號角下遭受了殘酷的迫害，成了殉道
者。但他們在自己的地上了。他們不明白為什麽。
182 俄國為何蘇醒？各國為何蘇醒？現今人類為何能取得如此
的成就？而三百年前的科學家卻不能，法國的一位科學家曾以
某種速度在地上滾動一粒球，藉着科學研究證明了，“根據他的
重量，根據這粒球的重量，如果一個人能以每小時三十英里的
速度前進，他就能脱離地球的萬有引力。”然而，如今人類已經
能以每小時一萬七千英里的速度前進，還在試着提高速度。人
類只在近期才認識到。為什麽呢？只能這樣。
183 哦，教會過去一直站穩在耶穌基督的磐石上。無論别人怎
麽說，他們仍持守神的話，持守那個時代的信息，路德，衛斯
理以及各個教會時代。現在他們卻轉向人的傳統。為什麽是
這樣呢？
184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以色列人才知道他們回到故土是為
了某個目的。已經預言說他們必須再次聚集起來。何西阿這麽
說。我們剛才讀過了那段經文。願神幫助我們明白！好的。
185 與此同時，新婦認出了這晚上的光，她也是才認出來。靈
性饑餓的五旬節派信徒開始發現，那些宗派組織没有他們正在
尋找的東西。這些宗派教會是如此的歪曲、四分五裂。看，現
在正是認清的時候了。你必須認清。
世界已認識到了。各國已認識到了；科學也認識到了。魔

鬼也認識到這是他毁壊女人、毁壊教會和毁壊人類的時候。魔
鬼認識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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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已認識到世上有一群他所預定要得永生的人。神認識到
這是他賜下信息的時候；他也成就了。人們已認出來了，新婦
的時代認出了這晚上的光。
186 要是當所多瑪看到那两個使者下到所多瑪，能認出她所處
的時代，那两個使者就像今日的葛培理和奧羅·羅伯特！
187 在鳳凰城有些卑鄙的人站出來，只放錄音帶中的一部分，
說我在這裏提到：“一個人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然後他又
說：“你看這裏，他在這裏說⋯⋯”當時我談到在非洲，他們
是怎樣三次向前和向後受浸。他說我說這些是“没有什麽不同
的”。看，他没有播放錄音帶的其他部分，只放其中的某些部
分，把其餘的刪掉。
這樣做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這些錄音是絶對有版權

的，没有人可以搞亂它們。你最好别這樣。如果你這樣做，你
就觸犯了法律。但是我們會告他嗎？不會的。神說：“任憑他們
吧。”神告訴我將要發生的事。你們等着看，看看那人的下場。
明白嗎？
188 在此時，新婦已經認識到晚上的亮光。
要是所多瑪人能認出他們的時刻就好了！

189 那放錄音帶的同一個人說：“五旬節派的信徒與浸信會的信
徒，你們看，這個威廉·伯蘭罕是假先知。他說，‘奧羅·羅伯特
和葛培理是在所多瑪。’”瞧，他把錄音帶下半段剪掉了。就是
這樣，瞧。
他没有繼續放下一段說“他們是奉差遣到所多瑪的使者”，

而不是在所多瑪城，“他們在那裏就好像奉差遣到所多瑪的使
者。”每個人都知道我是這樣說的，再去聽聽你的錄音帶。
“無論誰加添或刪減什麽，神必從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

分。”這是神的話，必須如此。
190 耶穌說：“假如昔日的所多瑪能認出她的使者，她還可以存
到今日，”如果她能像亞伯拉罕那樣認出來。
亞伯拉罕知道那位應許之子將會來到。他知道必須有某些

變化，因為他已年紀老邁，撒拉也是這樣。但他一遇到在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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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能辨别撒拉心思意念的那位，他就認出了他所處的日子。他
說：“我主，讓我取水來洗你的脚。”他們吃了一點餅之後，亞
伯拉罕說：“我主，請你再逗留片刻。”注意，他說“我主”，大
寫的‘主’，就是“以羅欣”。亞伯拉罕認識到這是神通過肉身在
對他說話。他認出他的跡象，就蒙神的祝福。
所多瑪人認不出他們的時代而被毁滅。耶穌說：“所多瑪的

日子怎樣，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
191 現今的宗派教會没有認出她們所處的日子。就像以色列被
迫回到巴勒斯坦，教會也將被迫加入世界基督教恊進會。為什
麽？因為她没有認出她的時候。“人哪，從她裏面出來，不要與
她的罪有分！”趕快逃命，不然你就會被蓋上那獸的印記，就什
麽也不能做了。
“汙穢的，叫他仍舊汙穢；聖潔的，”不是指將來聖潔，而是

“現在聖潔。聖潔的，”不是指短髪的女人，她不可能聖潔。這
聽起來很絶對，卻是神的話。聖經說，“她這樣就羞辱了自己的
頭。”她的頭就是她的丈夫，而她丈夫的頭就是基督，因而她就
羞辱了基督。“蒙羞的”怎麽可能不是“汙穢的”呢？“剪短髪
的，讓她依舊剪短；穿短褲的，讓她仍舊穿短褲。否認神的道
的，讓他仍舊否認。”
“但是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神

公義的道，就是神的兒子得到彰顯。仍舊聖潔，仍舊為義！”要
認出你的日子！是的，先生！
教會還没有認出她的日子。

192 就像以色列雖已回到應許之地，她卻不知道是怎樣回到那
裏的。她只是很不自覺地被送回去。為什麽？是國家的力量驅
使以色列回去。
現在我要說一些事。國家的力量迫使以色列歸回自己的家

園；國家力量將使教會加入世界基督教恊進會。但神的大能要
使他的子民成為新婦。世界驅使你往這邊，驅使你往那邊；但
神驅使你上升。神的靈，也就是神的話，“我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將把新婦放在她的位置上。因為她能認出她在神
道中的位置，這樣她就在基督裏，將把新婦放在她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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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國家力量所能做到的。但民族力量的確驅使以色列人歸
回家園。世界基督教恊進會的勢力也將驅使所有的宗派教會
組織加入進去，但神的大能要把他的新婦從地上提走，進入
榮耀中。
193 人啊，認清你的時代，因為耶穌警告了你，所多瑪的跡象
和今天教會的境况。
194 看看耶穌所說末日要發生的事。仔細認真地聽。所多瑪的
跡象要在這個時代發生，就是像在所多瑪被毁前亞伯拉罕已被
呼召出來的跡象。所有這些預言了的事現在都要應驗。留意你
所生活的時代。我們已經反反復復說過了。
195 呐，神應許要賜給你們天上的光，使撒在這時代的道的種
子成熟。種子就在這裏。種子就是聖經。為什麽這樣說呢？耶
穌這樣說過，“撒種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在你能得到麥子之前，不管你如何撒種子，必須要有陽光

來使它成熟，否則它就會腐爛，不會有任何用處，它會死掉
的。但若有種子在土裏，有好土壤以及正確的陽光照射，它一
定會成熟。
神應許過在末世，晚上的時分，神的兒子會出現使種子成

熟。這種子正在被傳講。神的兒子藉着印證使那種子成熟，
使它在你面前得到彰顯，證明它是對的。你明白嗎？[會衆
說：“阿們。”—編註。]要認出你的時代。
我現在就要結束了。現在是結束的時候了。

196 這個富足、瞎眼、受教育的老底嘉教會要把神的道從他們
中間趕出去。他們這麽做了嗎？[會衆說：“阿們。”—編註。]
神說他們要這麽做。
正如古代的先知被差遣來印證應許給那個時代的道，以便

那個時代所預定的人能够認出。就像那井邊的婦人、拿但業、
瞎子巴底買、彼得以及其他認出神道的人。耶穌基督就是那
道。而且那作品，“我若不行我父所應許我要做的事，你們就不
必信我；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這些事
指明我是誰。”明白嗎？好的。不要錯過這日子。其他時代那些
認出來的人們，就進去了，他們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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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五旬節派信徒，哦，為什麽辨認不出你的日子呢？辨認出
這是晚上的時分。現在就是了，是要證實基督的再來，印證他
的再來。我們已經到了末日了，要認清你的日子。
198 我知道我讓你們待了很長時間，現在是十二點了。但我喜
愛這糧食，它是生命。對信徒來說這是生命。要認清你們所處
的時代及其跡象。
199 看看一切事都處在什麽位置：看看以色列，看看衆教會，
看看道德是何等的墮落，看看新婦所處的位置。還剩下什麽？
就是新婦的被提。每個教會都在期待着一件大事。五旬節派
說：“榮耀歸給神！總有一天我們要做這事，做那事。”看，他
們是承認，他們的確相信。
200 就像有一次，該亞法說：“一個人死，免得通國滅亡，難道
不好嗎？”聖經說，該亞法說這話乃是因他做大祭司。他說了預
言，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但他是否意識到，事實上，正是
他這位神的大祭司，把神獻為祭物了？
今天也是如此！他們還在那邊等候一個偉大時刻的到來。

201 哦，我出席基督徒商人大會，他們說：“榮耀歸給神！”那
些傳道人起來鼓動會衆，說：“一個偉大的復興將要來臨，神
的手將在地上動工！”人們如此激動，到處亂衝，卻没有意
識到那是為了號角之下的以色列人。他們為什麽這麽做呢？
因為他們是不會辨認的口頭上的基督徒。該亞法也不知道自
己在做什麽。他們没有認識到他們正在拒絶神賜給他們的信
息。阿們！
202 我們日復一日、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查遍每一部分經文，直
到你們清楚這是無可置疑的真理。耶穌說：“如果瞎子不能接
受，就任憑他們吧！若是瞎子領瞎子，两個人都要掉在坑裏。”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不知道在哪裏，但我知道就要到了。
203 你們知道，我明白為什麽撒但不讓我傳講這信息了。昨天
我覺得很不舒服。我不能從神那裏領受到任何話語。我盡我所
知的去凖備信息，卻是不能。今早我起來⋯⋯昨天我吃了一些
玉米，似乎那些玉米都壓在我的胃裏。我很不舒服，幾乎起不
來。我想，“到底是怎麽回事？我來到這裏，卻不知道我要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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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主啊，我甚至連一節經文也想不起來，一點東西也找不出
來。”我真的不知所措。
這時，這個信息開始臨到我，撒但還在對我說：“你不舒

服，頭又痛。你病了，你不能去那裏。你會站不住，你會這
樣，會那樣等等。”
204 我想起英國一個倫敦東區人的故事。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故事說，早期英國有個國王，他進入他的王宫。他有一個信
息，一個緊急的信息要傳達，因為敵人近了，他没有人可差
遣。因此國王就對這個站在那裏的小伙子說：“拿着這個信息，
快！拿着這個信息！趕緊到某某地方，叫人按我的命令去做。”
國王又說：“你手裏拿着我的權杖，這權杖將證實你是我所差
遣的。”
205 這小伙子就接過來，放在衣服裏，馬上啓程了。各處的衛
兵想要攔阻他。他就大聲喊道：“讓開！我有國王的信息。”阿
們。“我是國王的使者，”是被印證的話。
206 我就想，“撒但，滾開！我有王的信息。我必須去。”
207 曾有一次，他們殺死了和平的君王，把他埋在墳墓裏，又
封了墳墓，死亡扣了他三天三夜。然而在那復活的早上，他手
裏握着王的杖並喊道：“死亡滾開！墳墓滾開！打開！我是王的
信息。我必須前去證明這個復活。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哈
利路亞！我現在感到太好了。
這是王的信息。朋友們，讓我們認出這信息，我們被聚集

在一起等候號角的吹響。“因為主的號角必吹響，那時就再也没
有時間了。”
208 神已聚集了以色列人。神說他要在第三天完成這事。两千
七百年已經過去了。神說在第三天要把他們聚集在一起，他已
經這樣做了。神說他要顯明永生之道。以色列人已在那裏，等
候新婦的被提，以便那两位先知，希伯來先知能够來到以色
列，他們就要認出來。
209 記得有一次，我站在開羅，要去以色列，劉易·佩特羅斯對
我說：“伯蘭罕弟兄，如果他們看到那些就好了，因為他們相信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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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我說：“這對我確是一件好事。”看到人是怎麽回事嗎？看
到神的恩典嗎？我說：“我要讀新約聖經。”他們有讀它。來自
瑞典的劉易·佩特羅斯弟兄曾寄給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一百多萬冊
的新約聖經。他們都讀過了，他們來到那裏，那些猶太人，不
像這群現代的猶太人，而是在他們自己國土的猶太人，他們來
問：“如果這個耶穌是彌賽亞，讓我們看看他顯出先知的跡象，
我們就信他。”

211 劉易·佩特羅斯弟兄說：“伯蘭罕弟兄，有機會了。有機會
了。”有人對我說那是一個機會，我已安排好了去那裏。

一些人過來坐在一起。阿根布萊特弟兄說：“伯蘭罕弟兄，
那將使以色列人警醒！把他們召出來，向他們顯示先知的跡
象，他們就必相信。”

212 我說：“主啊，我已經凖備好了。”我上了飛機；我拿錢買好
了機票，停在開羅轉機。我說：“是的，我凖備好了。”

213 聖靈對我說：“這不是你的任務，也不是你的時間。”看到
嗎？你自作主張。我想：“哦，我已經到這裏了，還是去吧。”

214 有個聲音告訴我：“停在這裏！不要去以色列。你要改程去
印度。不要去以色列。你去印度，但不可去以色列。”

215 我想，“怎麽會這樣呢？”我從飛機場出來，我說：“主耶穌
啊，這是怎麽回事呢？”

然後，神讓我知道。“我是外邦人，那两位先知是希伯來
人。”這一切要符合聖經。“摩西和以利亞必須來。”而且，新婦
還没有被提。“這两位先知要回來，他們要行先知的跡象。”這
就是聖經。一切都要這樣完美地應驗。以色列這個國家要在一
日之内而生。阿們！晚上的光在照耀！

在晚上時分必有光，
你必定找到通往榮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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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他的真光就在水裏，
奉耶穌寶貴的名埋在水裏。
少年人與老年人，為你們的罪悔改，
聖靈就必進來，
晚上的光已經來到，
事實是神與基督原為一。

216 朋友們，我們已經在末世了。我們想到這首作者受聖靈感
動而寫的詩歌：

國家在分裂，（大約在十五年前）以色列在覺
醒，
這是先知預言的跡象；
外邦人的日子屈指可數，（看看他們現在的汙
穢）終日痛苦。
回去吧，失散的人們，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救贖的日子近了，
人心因畏懼而衰，
要被聖靈充满，把你的燈點亮，
看哪！你的救贖近了。（是的。）
假先知在說謊，否認神的真理。（這不是事實
嗎？）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神。

他們不相信這個，他們有各種主義！但這位受聖靈感動的
作者寫道：

我們要步使徒的後塵。
217 還記得我的那個異象嗎？在異象中我說：“如果保羅的跟隨
者能進神的國，那麽我的也可以進入，因為我所行的與保羅完
全一樣。”同樣的信息。
幾百萬人高舉他們的手，說：“我們正是安息在這上面！”
什麽？認出我們所處的日子，認出我們所處的時刻，認出

我們所處時代的跡象。也許比我們所想的更近了。總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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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那些在門外的，仍舊在門外。那些在裏面的，將永遠在裏
面。門會闗上的。
218 今早這裏若有還没有走進救恩之門的，我親愛的朋友，奉
耶穌的名⋯⋯
不要看站在這裏的僕人，他無知、不識字、没學問、没有

受過高等教育，别看這些。只看已印證了的道，看印證這信息
是真理的偉大聖靈。我們正處在晚上的時刻，比你所想的更近
了。不要⋯⋯
219 女士們，讓你們的頭髪長起來吧。姐妹，脱去那些汙穢的
衣服。把香煙扔掉。因為日期到了，“汙穢的，叫他仍舊汙穢；
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在裏面的，叫他仍舊在裏面；在外面
的，叫他仍舊在外面。”這條界線何等的細，“若是義人僅僅得
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你知道，就是否認真理的人，“將
有何地可站呢？”
讓我們低頭。

220 在我們現在所處時刻的光中，在我們現在所處時代的光中，
來自全國各州的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現在讓我們，讓我和你們
一同在這祭壇前，讓我們省察自己。今天神的靈在我們心中的
狀况如何？記住，正是那個無瑕疵的，毫無玷汙的聖靈。任何
宗派教會信條都會廢去。
221 你最好不要從神的話語中加添或刪去什麽，因為你若在神
的話語上加添自己的解釋，你在生命冊上的分也將被刪去。你
是否企圖說聖靈没有說過的話？你是否企圖使神的話聽起來是
在說别的東西？還是要照神所說的話完完整整地領受呢？你是
否在剪接、粘貼，做些不對的事呢？你這樣做過嗎？
222 你說：“我只是不覺得我應該這樣做，可能我⋯⋯我⋯⋯我
知道我的教會不相信這些。那只是一個人所說的話。”
但那個“人”是神。聖經在這裏說，女人不可剪頭髪。聖經

上說，“日子要到，女人要穿男人的衣服，她們這樣行是神所憎
惡的。”聖靈是怎樣通過這個卑微的、不配的器皿說話，這個器
皿只是碰巧站在萬王之王說出以下這段話的時代，“這是我的
杖，我的話就是我的杖。拿着我的杖，前去傳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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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我知道各宗派教會企圖阻止這信息，拒絶它，驅逐它，
踢它出去等等。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上路了，從一國到一
國，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從一個教會到一個教會，大聲呼
喊：“從她那裏出來！”這信息雖不受歡迎，卻是真理。
224 你是否跟從當時寫下這信息的靈來接受它？你是否跟從
當時賜給這信息的靈來接受它？如果你還没有接受，我們這
裏没有地方做祭壇呼召；你的心就是祭壇。你是否願意舉起
手說：“神啊，憐憫我。讓聖靈進入我心中，譴責我一切的罪
惡、暴躁、一切惡習、壊脾氣、抱怨、紛爭、不安等等。我
知道我的靈還没有成熟甜美到可以去到天堂。主啊，在這最
後的時刻願你使我成熟甜美。這也許是我聽到的最後一篇講
道，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信息。我向你舉起手。神啊，憐
憫我。”
225 神祝福你們。很多人舉起了手，現在讓我們默默為你禱告
一會。那些舉起手的人，顯示你們有心要歸向神。看來，聖靈
還在呼召人。
226 親愛的神，你曉得萬事。你創造萬物乃是為了這一切的緣
故。有人要被定罪，有人要被蒙蔽；還有一些人，就如保羅所
說的，“像窯匠做器皿，一些做成貴重的，另一些做成卑賤的。”
那做成卑賤的器皿只是為了襯託那做成貴重的器皿。這難道不
是窯匠憑己意造的嗎？這呼召豈不是在神的預定計劃中嗎？“他
預先所知道的，就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
稱為義的，又已經叫他們得了榮耀。”
227 今天這裏也許有人像那井邊的婦人一樣汙穢，活在不信之
中，陷在人的傳統和人為的教義中。也許這是他們第一次聽
到這信息，但有某些東西奇妙地警告他們的心。主啊，有很多
很多手舉起來了。讓偉大的窯匠現在把這些器皿造成貴重的。
主啊，我相信一定有某種原因，否則他們就不會那樣做，那樣
說。我依然相信，為他們相信。
228 主啊，讓你卑微的僕人懇求。讓我為他們祈求，作為一個
站在活人與死人之間的人，就像在所多瑪的一個人為所多瑪人
懇求一樣，“從那城出來，快點！趕緊離開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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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主啊，願他們來就近你，願他們的心謙卑地、喜樂地來到
你的寶座前，說：“從今以後，耶穌你是我的救主。此時我坐在
這座位上，你的聖靈打動了我，我向你許下諾言。如果聖靈在
這裏打動了我，我就不必到更遠的地方去。就是在這裏你遇見
了我；就在這裏我們要把問題解决，無論我是坐在第二行、第
三行、第五行還是任何地方，就是在這裏我們要解决問題，因
為就是在這裏你責備了我，就是在這裏你應許把它糾正過來。
因為我雖汙穢骯髒，你必使我潔白如雪。我相信你所有的話，
我凖備行在你的話中，相信它，接受它。”
“我這樣做是為了榮耀神，因為知道我的舊生命對我無益，

對神無益，對我的鄰居無益，對什麽都無益；只有益於魔鬼，
被他當作傀儡一樣四處利用，可能成為某些男人眼中的玩具，
可能是某個女人的偶像。神啊，讓我作為你的僕人。”主啊，願
你應允。我現在奉你兒子耶穌基督的名把他們交託給你。
我們在神面前低頭謙卑：

我聽見救主的⋯⋯
朋友，要虔誠，這也許是你最後的時候了。你能聽到那個

細微的聲音嗎？
⋯⋯呼召，
我聽見⋯⋯

是什麽在呼召你？若你的救主在呼召，他是誰？是
神的道。

⋯⋯救主的呼召，
你必須做什麽？舍棄世界。

背你十架，跟我行一路⋯⋯
“主啊，我曾疏忽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

必隨主到客西馬尼，
必隨主⋯⋯

隨他去哪兒？隨他埋進水裏，到客西馬尼園，無論去何方，
禱告之地，施浸池裏，任何地方。由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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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主到客西馬尼，
我必隨主，隨主行一路。
我必隨主經過審判（是神的話正確，還是教會
組織正確）⋯⋯
我必隨主⋯⋯

“是我對，還是他對。是我的良心對，還是神的話對？”現
在你在審判台前。“是我所信的教義對，還是神的話正確？我是
否認為剪短髪、穿短褲没有闗係？我是否認為屬於宗派組織没
有闗係？”神是怎麽說的呢？

我必隨主，隨主行一路。
主領我何往必跟隨，

主啊，我也向你舉手。主啊，無論何處，下一個信息要在
哪裏傳講呢？今晚是在這裏聚會嗎，還是在非洲、德國、瑞
典？主啊，你要我往哪裏呢？

主領⋯⋯（主啊，無論你領往何處）⋯⋯我何
往必跟隨，
我必隨主，隨主行一路。

你們仍然低着頭。
230 無論主領你往何處，你願意跟隨他嗎？在艱難中，當人們
逼迫、譏笑和戲弄時，你願意跟隨他嗎？“我仍和他在一起。
我仍然要跟隨。主啊，無論你在何處，我仍然要跟隨你勇往
直前。我仍然真誠忠實於你。在激烈的戰鬥中，我依舊堅貞不
屈。如果我跌倒，主你會扶持我。‘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將要得
着生命。’”

因此，我必隨主，隨主行一路。
231 現在，如果你心裏真是這麽想的，就舉起手把我們的心
獻給主。

主領我何往必跟隨，
主領我何往必跟隨，
主領我何往必跟隨，
我必隨主，隨主行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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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必賜我恩典榮耀，
主必賜我⋯⋯

主耶穌，求你現在向這些手帕吹氣，主啊，醫治這些病痛
的人。主啊，願你應允。求主醫治他們，奉耶穌的名求。

主必同我，同我行一路。
232 你們現在感覺好嗎？[會衆說：“阿們。”—編註。] 現在感到
凖備好了嗎？[“阿們。”]如果他⋯⋯

主的號角吹響，時間就没有了，（那是最後的
一個號角。）
那永遠光明清白華麗早晨。

讓我們現在一起唱“主耶穌再臨那日”這首聖歌。給我們
起個調。

主耶穌再臨那日必要高聲吹起號筒，
那永遠光明清白華麗早晨；
凡世上得救的人必在那邊一同相會，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内。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内。
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復活，
大榮耀光輝燦爛何等快樂！
蒙揀選得勝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會，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内。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内。

233 讓我們舉起手說：“主啊，靠你的恩典。”主啊，靠你的恩
典！［會衆說：“主啊，靠你的恩典。”—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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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在基督裏都是弟兄姐妹。讓我們轉身與旁邊的
人握手並說：“靠神的幫助，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内。

我們還在等候什麽呢？
主耶穌再臨那日必要高聲吹起號筒（末次號
筒），

（“在一霎時、眨眼之間”就進入永恆。）⋯⋯
華麗早晨，
凡世上得救的人必在那邊一同相會，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内。

讓我們大聲唱！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在那邊點名我亦必在其内。

234 那是何等偉大的時刻！某一天，你正走着，忽然聽到一個
聲音喊：“那是誰？媽媽！”阿們！“不會太久了。”只一會兒你就
改變了。我們要與他們相會，然後與他們一起被提，在空中與
主相會。噢，一霎時，眨眼之間。假設，“這就是西沃德弟兄，
那位過去常到教會來的老弟兄！哎，這位是迪阿克弟兄，還有
某某弟兄。看看這，他們都在我周圍！這是怎麽回事？你就在
轉眼之間⋯⋯我知道他們剛剛出現在我眼前。不會太久了，我
將要改變，就在一霎時，轉眼間。”哦，是的！那永遠光明清白
華麗早晨。所有神秘的雲朵⋯⋯
235 神說：“以色列就像早晨的雲霧，又如煙氣，他的義已經消
失。”當這一切都消失在神掌管的陽光中時，阿們，“在那邊點
名我亦必在其内。”好的。
今晚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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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相會！再相會！
朋友們，我們不知道這事要在什麽時候發生。這是一個很

久很久的故事，但卻是真實的，必定要發生。我們就處在這個
時間了。

再相會！再相會！
靠着神的恩典，希望今晚七點半與你們見面。

願主同在直至再相會。
讓我們起立。

236 哦，這不是太美妙嗎？“這是在基督耶穌裏屬天的地方。”
任何東西都不能跟這個來交換。你們知道我多麽喜愛去釣魚和
打獵，因為我在野外可以見到神。我喜愛這樣做。但是，我不
會用這兒的一分鐘去換取野外打獵的經歴。這樣的一分鐘就令
人满足！
237 神啊，在我裏面創造一個復興。讓我就是那個復興，讓我
們每一個人都是復興，讓復興就在我裏面。主啊，使我饑餓，
使我乾渴。主啊，在我裏面創造我所需要的。讓我從這時刻起
成為你的，成為更奉獻的僕人，更好的僕人，更加蒙受你的祝
福，更有能力、更謙卑、更恩慈、更樂意工作，更盼望積極的
事，忘記過去消極的事。讓我向着標竿直跑，要得基督耶穌從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阿們。
這就是我們的願望，不是嗎？[會衆說：“阿們。”—編註。]
好了，讓我們每個人現在都攜帶耶穌的聖名，直到今晚

再相會。
時常攜帶耶穌聖名，
你們憂愁困苦人；
他能賜你安慰安寜，
無論何處都要帶着。
寶貝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寶貝名，何甘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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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低頭。
時常攜帶耶穌聖名，
當作盾牌抵誘惑；
每逢試探擾你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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