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但的伊甸園

 讓我們低頭。親愛的神，今晚我們满⼼感謝你給我們這麽
好的機會，讓我們能再次奉主耶穌的名來到這裡，帶着神

的道奔赴戰場，來迎戰我們的敵⼈，也是你的敵⼈，並將它從
你的⼦⺠中驅趕出去。主啊，願他們今晚能看⾒福⾳的光。我
祈求你⽤眼藥膏我們的眼睛，好讓它能對着真理打開；這樣，
當我們離開這裡時，⼼裡就會説：“在路上，他和我們説話時，
我們的⼼豈不是⽕熱的嗎？”願你醫治有病的和疼痛的⼈，⿎
勵灰⼼的⼈，舉起那些曾下垂無⼒的⼿。願我們仰望主耶穌
的再來，我們也相信這已經很近了。我們這樣祈求是奉耶穌的
名。阿們。
請坐。

2 今晚，我會盡量簡短⼀些，因為我知道你們有許多⼈是從
全國各地來參加聚會的。你們有些在這裡過夜的⼈還要回去，
可能還有很⻑的路要走。我感謝你們。今早我⾃⼰聽了内維爾
弟兄的講道。我聽過他講道已經很多次了，而且每次聽他講，
我都⾮常地欣賞他。今早當我聽到這個及時的信息時，我知道
我是得到主的帶領來聽他今早的講道。講得太好了！我明⽩你
們會衆為什麽也這麽喜歡來聽他講道了。我確信，你們來聽他
講道，這對你們總是有益處的。
3 今天早上和下午，我盡⼒去趕赴⼀些個⼈的⾯談。還有很
多很多要去赴的。我……
4 我相信是葉特羅曾經告訴摩西，説：“你要作的事太多了。”
所以我們這裡有很多弟兄可以來解决你們的問題，那些問題都
是合情合理的，是⼀些需要慎重考慮的有益的事。我想推薦我
們的牧師，或曼恩弟兄和有同樣信仰的其他傳道⼈。你們可以
去找他們，他們⼀定會確切地告訴你們該作的事；有闗你們這
些⼈，他們的孩⼦，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通婚，或作錯的事
等等。這些⼈跟其他⼈⼀樣可以來幫助你們，因為他們是基督
的僕⼈。去找他們，我確信他們能照你們的需要給予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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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辦法去辦理所有這些事情。要辦的事太多了，到處都是。
你瞧，這些事不斷地越積越多。你想來親⾃處理每⼀件事，但
你辦不到。不過我⼀直禱告神，願他以某種⽅式來成全你們
的需要。
5 今晚，我們要看⼀些經⽂，從《創世記》第 章裡讀⼀段經
⽂，並且回顧⼀下我們以前所講過的⼀些内容，盼望當我們離
開時，主耶穌多給我們⼀點，讓我們知道得更多⼀些。我祈求
他給我們。

主神所造的，唯有蛇⽐野地⼀切的獸更狡猾。他對⼥
⼈説：是啊，神曾説，不許你們吃園中屬各樣樹的嗎？
⼥⼈對蛇説：園中樹的果⼦，我們可以吃，
但園當中那棵樹的果⼦，神曾説：你們不要吃屬它
的，也不要摸它，免得你們死。
蛇對⼥⼈説：你們不⼀定死，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眼睛就被打開了，你們便
如衆神，能知道善和惡。
於是⼥⼈⾒那棵樹好作⾷物，它也讓眼睛愉快，是⼀
棵讓⼈喜愛，使⼈有智慧的樹，就取了那果⼦，並吃
了，⼜給了與她⼀起的丈夫，他也吃了。
他們⼆⼈的眼睛就打開了，才知道他們是⾚身露體
的，便拿無花果樹的葉⼦為⾃⼰編作圍裙。

6 願主加……他的祝福在我們所讀的他的道上。今晚，我想
從這裡抽出⼀個講題來，叫做“撒但的伊甸園”。説到撒但的
伊甸園，這聽起來有些粗魯。我相信，今天的講題跟上周⽇晚
上，我在這裡對你們講的“⼀個思想⼈的過濾嘴，⼀個聖⼈的
品味，”有些匹配。
7 有時，這種粗魯的表達會把我們帶到什麽東西上，叫我們
去查考，並好好地讀神的道。這就是我要會衆去作的事。“⼈活
着，不是單靠⾷物，而是靠神口裡所出的⼀切話。”所以，要讀
這道；查考它。⽤神的眼光來查考道，求神給你智慧聰明，叫
你能明⽩我們該如何⽣活在現今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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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晚我下來的時候，對你們説：“看，我能作這、作那……”
9 我喜歡同⼈們談話，我巴不得今晚能跟你們每個⼈⼀起回
家。我……神知道這是真的。我願意和你們每個⼈回家，早上
跟你們⼀起吃早飯，然後明天下午⼀起出去打松⿏，瞧。我
喜歡那麽作，但我不能。我喜歡回家，坐下來跟你們交談；聚
會⼀結束，坐在陽台上跟你們説説話，談談你們的近况，談
談神。我喜愛那麽作。這裡的男⼈和⼥⼈，神知道我喜愛那樣
作，但我不能。明⽩嗎？實在是太緊張了。
10 我們就是活在這樣⼀個緊張的時代中。我⾃⼰也是個容易
緊張的⼈。今天我對某件事下了决⼼，説：“我必須得做這事。”
結果明天這事可能就離我有⼗萬⼋千⾥，有别的什麽事插了進
來，⼜發⽣了這樣那樣的情况。有時候，你必須要盡⼒保持清
醒的頭腦。
11 但是我主要的⼯作是向教會傳講福⾳，當我還在地上，就
是我在地上存留的⽇⼦裡，我要盡我所能的去做事，使榮耀歸
於耶穌基督。我來是想要説⼀些對你們有幫助的事。這是我今
早回家後才學到的。我説：“主啊，我今晚能講什麽呢？什麽能
幫助那些會衆呢？”
12 聽完今早内維爾弟兄帶給我們的⼤有能⼒的信息，我想那
信息實在太好了，他是這樣説的：“醫⽣會來給你診斷病情，但
那個端着⼀盤⼦針頭的⼈才是來給你注射的。”所以我想那真是
個很有意思的説法。我在想，“病情診斷了之後就要注射藥液。”
所以這講得⾮常的好。
13 我要對你們講點事，讓這事啓發你們，使你們明⽩這個時
代神的應許是什麽。明⽩嗎？這件事，不是别⼈在其它的⽇⼦
裡的事，而是⼀件……那些事都是好的，我們都會參考它們。
但我想，我要藉着記在這裡的，⼀些能光照你的經⽂，讓你們
能明⽩⼀些事，叫你在現今的這個戰場上能成為⼀個更好的戰
⼠，懂得敵⼈的戰術，這樣你在它來攻撃你之前就可以抵擋住
它。這是最主要的：就是學會盡量避開它的攻撃。
14 現在讓我們來看⼀下今天我們所⽣活的，這個罪惡满盈的
時代。我相信，我讀過的歴史上没有任何⼀個時代像今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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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在那些⼤逼迫的年代裡，神的兒⼥到處都遭受死亡。然
而，要是説到敵⼈的迷惑，則從來没有任何⼀個時代像今天這
樣。這是⼀個最狡猾、迷惑⼈的時代。當我看到這點時，得出
的結論就是：今天的基督徒⽐以往任何時代都要更加警覺。
15 在以前羅⾺對教會逼迫的那些年代，⼀個基督徒無意中
的疏忽，讓⼈們因他的⾒證認出他是基督徒時，他就得走進
競技場餵獅⼦或類似的事。但他的魂是得救的，因為他在神
裡⾯是個純潔無玷污的信徒，並樂意⽤⾃⼰的⾎給他的⾒證
封上印記。當⾎管破裂，或身上被穿了個窟窿，⾎就流出來，
他帶着真正忠誠的信⼼，⼤聲喊着説：“主耶穌啊，接納我
的靈！”
16 但現在，魔⿁的狡詐，使得⼈們相信⾃⼰是基督徒，但其
實他們卻不是。問題就在這。你没有受印記……這是⼀個⽐你
⽤⾃⼰的⽣命來做⾒證的時候更奸詐的⽇⼦。魔⿁已經設下了
他所能設下的，各樣狡猾的陷阱。他是個迷惑⼈的。在《⾺太
福⾳》 章，耶穌告訴我們，我們所⽣活的這個時代⽐以往任
何時代都更能迷惑⼈，“他們是如此的接近，如果可能的話，神
的選⺠也被欺騙了。”
17 現在讓我們來⽐較⼀些經⽂，或者説是在聖經裡所説有闗
今天的預⾔，把它跟我們今天所⽣活的時代⽐較⼀下。
18 在《提摩太後書》 章，我們看到，先知説：“⽇⼦將到，
⼈要任意妄為、⾃⾼⾃⼤、愛宴樂過於愛神。”把這個跟現在
⽐較⼀下。我們簡單説⼀説，因為没有時間像平時那樣仔細地
查考，只能把主要的點出來，這樣你們回家去看時，就能明⽩
了。“任意妄為、⾃⾼⾃⼤、愛宴樂過於愛神、不解怨、好説讒
⾔、不能⾃約、不愛良善。”“這靈明説，末世必有這些事。”現
今就是預⾔所説到的末世。
19 現在我們再來讀⼀下《啓⽰錄》 節，我是説 : ，説到
⽼底嘉教會時代，也説到教會在這最後的時代裡會是怎樣的。
經上説它會這樣，“它坐着像個寡婦，⼀無所缺，它富⾜，發了
財；卻不知道⾃⼰是貧窮、可憐、困苦、瞎眼、⾚身。它不知
道這些。”現在，記住，他説的是這個時代的教會，“困苦、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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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身，卻不知道。”這最後⼀段，這最後⼀段話是最驚⼈
的。他們以為⾃⼰是被靈充满，已經都凖備好了。⽼底嘉教會
時代是五旬節教會時代，因為這是最後的教會時代。路德有他
的信息，衛斯理有他的信息，五旬節派也有他們的信息。
20 經上也説：“因為你既如温⽔，也不冷也不熱，”光有外在的
情緖激動，對福⾳理性上的認識。“因為，”他説：“你是這樣，
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换句話説，主看到教會在這種情况
中，他會感到噁⼼。
21 記住，他們把主趕了出去，在那可怕的⽼底嘉教會時代，
主在教會的外⾯，想要再回到教會裡來。
22 今天這世界的神，今天這世界上受敬拜的就是撒但。但⼈
們並不知道他們是在敬拜撒但，因為撒但把⾃⼰裝扮成教會的
樣⼦，明⽩嗎？扮成教會。他們敬拜撒但，卻還以為他們是通
過教會在敬拜神，這就是撒但做事的⽅法。
你説：“你説什麽呀？我們可是在傳道啊。”

23 回到我今晚的題⽬上來。撒但起初也向夏娃傳道，“神曾
説……”明⽩嗎。
24 這就是歪曲了指向那時代的部分經⽂。撒但會讓你知道耶
穌所做的⼀切都是完美的。他會讓你知道摩西所做的⼀切也是
完美的。但當説到神這個時代的應許時，撒但卻説那是給另⼀
個時代的。撒但就只是需要這麽做，讓⼈們相信是那麽回事，
就是那樣而已。因為“你不能從經上删除⼀句話，也不能加添
⼀句話。”但撒但就是這麽做的。
25 ⼈們不知道他們是在敬拜撒但，還以為是在敬拜神，就像
《帖撒羅尼迦後書》的預⾔中所警告的。咱們來讀⼀下《帖撒
羅尼迦後書》 章。我們來讀⼀下，如果我能快點翻到那⼀⾴。
我想讀⼀下。我相信是在《帖撒羅尼迦後書》，我這裡記下了經
⽂。在……

弟兄們，現在我們勸你們，説到我們主耶穌到來……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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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看，“主的到來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因為神要在這最後
的時代，把屬他的⼈聚集到他那裡。“聚集他的⼦⺠到他那裡，”
不是到教會裡，是“到主那裡，聚集到他那裡。”

無論有靈、有⾔語、有冒我們名的書信，説主的⽇⼦
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也不要驚慌。
⼈不管⽤什麽⽅法，你們總不要被他們誘惑；因為
那⽇⼦以前，必先有背道的事，並有那⼤罪⼈（“⼤罪
⼈，”注意看他是誰），就是滅亡的兒⼦（就是猶⼤，明
⽩吧），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抬⾃⼰，超過⼀切稱為神的和⼀切受
⼈敬拜的，甚⾄像神⼀樣坐在神的殿裡，稱他⾃⼰是
神。

27 這就是今天教會的迷惑！看，“滅亡的兒⼦”，就是魔
⿁。“滅亡的兒⼦，”就是魔⿁。今天⼈們在敬拜撒但，卻還
以為⾃⼰是在敬拜神。但他們是通過⼀個教條、⼀個⼈為的宗
派和教義來敬拜撒但，那些教義把⼈們投⼊到了有史以來最⼤
的迷惑之中。不管神的道給今天有多少應許，如何被傳講並彰
顯，他們還是不信。他們不會相信它。
28 為什麽？我們奇怪為什麽，為什麽會這樣，為什麽他們不
相信它呢？當神説他要做某件事，他就會做，但他們還是轉身
離去，拒絶它。就像夏娃知道神説的話，神就⼀定會做；但她
還是背離轉去聽從撒但説的話。
29 記住，在其它的時代，也⼀直是同樣的事。在每⼀個時
代，撒但⼀向都是在竭⼒歪曲神給⼈們的道，使他們去看另⼀
個時代。
30 看，當耶穌來時，撒但卻在那群猶太教師、拉⽐和祭司中，
告訴他們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當時那道説在⼈⼦顯現的⽇⼦，
他要顯現他⾃⼰。於是他們認為只要他們虔誠，遵守摩西的律
法就⾏了。看到他做了什麽嗎？他想告訴他們，“那部分的道是
對的，但這個⼈不是那⼀位。”看到他是如何迷惑⼈的嗎？這就
是那個真正迷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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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曾經是，現在還是，撒但正在地上建⽴他的王國。這正是
他做這事的原因，因為他想建⽴他⾃⼰的王國。
32 就像⼀個不是基督徒的商⼈，他會使盡⼀切的花招來讓你
錯誤地看待⼀些事。如果他有個⼈的⽬的，他為了⾃身的利益
想讓你做那事，想讓你這樣看那事，那他會盡他所能地向你顯
⽰⼀切，但卻對你隱瞒事實，因為他所想的只有⾃⼰。不管他
要撒多少謊，欺騙多少次，或作别的什麽，他就是要達到他個
⼈的⽬的。
33 這是為什麽撒但這麽做。他已經通過傳道來做這件事，神
已預⽰了撒但會這麽做。他在伊甸園藉着⼀個宗教的謊⾔開
始，從那以後就⼀直没有停過。
34 他不是藉着建⽴⼀堆共産主義來做這事。共産主義跟這没
有闗係。是教會，這才是你要小⼼的。不是共産主義要迷惑
選⺠，是教會要迷惑選⺠。不是共産主義，我們知道他們否認
神，他們是敵基督的，他們肯定是，但原則上他們不是那⼀個
敵基督。敵基督是虔誠的，⾮常虔誠，能引⽤經⽂，並使經⽂
看上去很像那麽回事。
35 就像撒但起初時所做的，它引⽤了每個字，“神是説，‘不許
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瞧，⾺上就引⽤了出來。
36 夏娃説：“是的，園中各樣樹上的果⼦我們都可以吃，只是
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神曾説不可吃也不可摸；因為我們吃
的⽇⼦必定死。”
37 撒但説：“哦，你肯定不會死。讓我告訴你神為什麽這樣
説，是因為……”看，他在幹什麽？你看，他引⽤真理。他
説：“如果你吃了，眼睛就會明亮，就能知道善惡。如果你們能
那麽做，你們便如神⼀樣。”
38 這就是他要做的，也是他今天試圖要做的同樣的事。從起
初在伊甸園裡就有⼀個宗教的謊⾔，從那以後也⼀直都有。在
亞當的時代，它是⼀個謊⾔。在挪亞的時代，它是⼀個謊⾔。
在耶穌的時代，也是⼀樣。現在還是⼀樣，同樣的⽅法，⼀個
宗教的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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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現在我們來看看地球，神曾經控制着它。當神控制它的時
候……神曾經控制着地球。後來因着拒絶神的道，撒但接管
了地球。神曾經控制着地球，他把地球安置在軌道上，使它運
⾏。神做了⼀切，使地球處在他的控制之下。現在我們把它跟
撒但掌管後的地球⽐較⼀下。
40 神⽤了六千年創造它，神並不需要⽤那麽久，但神⽤了那
麽久。六千年，因為我們知道“在天上⼀天就是在地上⼀千
年。”神⽤了六千年，或説是⽤了六天建造了地球。神⽤了六千
年建造⼤地，種上各樣的好種⼦，使所有東西各從其類。凡物
都必須各從其類。他所有的種⼦都是好的，因此它們必須各從
其類。神⽤了六千年。
41 最後當神⼀切都完成了，最後就到了地球的總部。那是在
伊甸東邊的⼀個漂亮的地⽅，叫做伊甸園。神把地球的總部放
在了伊甸園，在埃及，這個總部就在園⼦的東邊。
42 在所有的這⼀切之上，神把他的兒⼦和兒媳婦放在了裡⾯，
管理這⼀切。是的。這就是神所做的。神讓他們管理這⼀切。
他們可以對⾵説停，⾵就得停。他們可以吩咐樹，樹就會從這
裡挪到那裡。
43 在那裡，獅⼦與豺狼同⾷，羔⽺與它們同卧。那裡没有邪
惡。當神掌管地球的時候，它是完全和平，完全和諧，⼀切都
是完美的。注意，神使他的地球全⾯地運作。⼀切都在神的掌
控中。動物都吃蔬菜；没有死亡，没有東西是會毁壊的，没有
東西是會腐爛的，没有。它是全然完美的。
44 在這之上，神⼜安排他所愛的兒⼥，他的兒⼦與⼥兒，⼀
對夫妻來管理它。
45 神太满意了！“神就在第七天歇了他⼀切的⼯，”稱第七天為
聖安息⽇。
46 因為神觀看着它，他⽤了六千年來塑造它，雕琢它，使它
存在；他建⽴⾼⼭，⽤⽕⼭爆發出來的各種東西使⼭⽴起來；
使它乾燥，就這樣神造成了⼤地。它成了⼀個美麗的地⽅。
47 再没有什麽像它的了。那是神的偉⼤樂園！巨⼤的恐⿓，
以及别的⼤型動物在地上爬⾏；它們都不傷⼈。它們像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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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温順。那裡根本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地上没有病菌。何等
的地⽅！
48 ⼤⿃從⼀棵樹⾶到另⼀棵，亞當可以按名字叫它們，它
們就會⾶到他的肩上，對他咕咕叫。哦，神造了多麽奇妙的
地⽅啊！
49 然後神從他⾃⼰身體的屬性裡取出⼀個。神在他的身體裡
有多種屬性。
50 就像你是你⽗親的⼀部分屬性。注意，你在你祖⽗的祖⽗
的祖⽗裡⾯。但在那裡，這樣吧，我們就拿你與你⽗親來説
吧。當你在你⽗親裡時，你對此⼀無所知。⽣命的細胞是來
⾃男性。男性提供⾎細胞；⼥性提供卵⼦；因此⾎細胞裡有⽣
命。當你在你⽗親裡時，你實際上對此⼀無所知。科學與神的
道證明你在你⽗親裡，但你並不知道。
51 然後你⽗親盼望認識你，藉着與你⺟親的結合，你就出現
在你⽗親⾯前。你是你⽗親的屬性。你看上去像他，你身體上
有⼀部分看上去像你⽗親。
52 神在起初的時候就是這樣。神的每個兒⼥起初都是在神裡
⾯。你現在記不起來了，但你曾在那兒。神知道。他要你成為
這樣，以便他能與你聯繋，同你説話，愛你，握你的⼿。
53 難道你不想你⾃⼰的孩⼦……當你的孩⼦能回家坐在桌旁
時，這難道不是美好的⼀天嗎？當他帶着傷痕從戰場或别的地
⽅回來，你肯定得要擺設宴席，殺⽜宰⽺，來為他預備！他是
你⾃⼰的⾻⾁，他在你裡⾯。那時你還不認識他，但你知道他
在那兒。
54 因此神知道我們在這裡，然後他使我們成為⾁身，以便我
們可以彼此聯絡。他為了能與我們聯繋，當他成為神的兒⼦耶
穌基督時，他就成為我們中的⼀個，他是神本性豐盛的彰顯。
所以，那是神的⽬的，在交通中顯明他的屬性。
55 當我在我⽗親裡時，我對此並不知道。但當我為他所⽣成
為他的兒⼦時，我就是⼀個屬性，是我⽗親的⼀部分。你也是
你⽗親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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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作為神的孩⼦，我們是神性情的⼀部分，成為⾁身就像他
成為⾁身⼀樣，以便我們能以神在地上的家庭的身份來彼此交
通。這就是神在起初時的⽬的。是的，先⽣，那是神在起初時
想做的事。
57 ⼀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把那⼈放在伊甸園裡，他有⾃
由意志。神説：“兒⼦，這是你的了。”
58 那是⼀個多美的地⽅！神是如此的满意，以致他歇了⼀切
的⼯，安息了。没有⼀棵樹⻑荆棘與蒺藜，也没有莓果從荆棘
上⻑出來。⼀切都是完美的。所有種⼦都是完美的。⼀切都在
完美的景况中。
59 當神出去休息⼀會兒的時候，他的仇敵就帶着迷惑溜了進
來，藉着向他的孩⼦曲解神的計劃而接管了這地。神信任他⾃
⼰的孩⼦，就像你信任你的⼥兒同⼀個男⼈晚上出去⼀樣；當
你的兒⼦不得不跟⼀個喝酒或抽烟的男孩出去時，你信任你
的兒⼦。神信任他的兒⼦不會做錯事，會遵守他所説的話。但
敵⼈溜了進來，他就像⼀個油腔滑調，帶着你⼥兒出去動⼿
動脚的傢伙⼀樣；或者某個⼥⼦帶着你的兒⼦出去，做同樣
的事情。看，他溜了進來。神的仇敵溜進來了，向夏娃曲解了
神的話。
60 現在因着這次的墮落，撒但就接管並擁有了伊甸園。他接
管過來，到如今他已經藉着迷惑統治了六千年，迷惑⼈們，神
的孩⼦，就像他那時所做的⼀樣。因為他們可以根據⾃由意志
選擇，做他們想做的。相信他們能做對，或者説是信任他們能
做對；然而⾏出來卻是錯的，就像以掃為了世界就出賣了⾃⼰
⻑⼦的名分。撒但赢得了地球，接管了它。他⽤了六千年來建
造他的伊甸園，就像神⽤六千年造出他的伊甸園⼀樣。藉着迷
惑⼈們，歪曲神的道，撒但在罪中，在這地上建⽴了他⾃⼰的
伊甸園。
61 神的伊甸園是建⽴在公義之上。撒但的伊甸園是建⽴在罪
上，因為撒但就是罪。神是公義的，神的國是建⽴在公義、和
平、⽣命上的；而撒但的國是建⽴在罪中，宗教的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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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注意他是如何迷惑的，他的欺詐，就像他説要做的那樣。
他説他要這麽做。有誰知道這點？如果你想要⼀些經⽂，我們
可以翻到《以賽亞書》。我想我應該引⽤更多的經⽂。讓我們
翻到《以賽亞書》 章，看看這裡撒但説什麽。我們來讀⼀下
《以賽亞書》 章，看這傢伙幹了什麽。《以賽亞書》從 章
節開始：
噢，路西弗，早晨之⼦啊，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
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因你⼼裡曾説：我要升到天上；我要⾼舉我的寶座在
神的衆星之上（那是衆⼦）；我要坐在聚會的⼭上，在
北⽅的極處；
我要升到⾼雲之上，我要像⾄⾼者⼀樣。

63 現在把這經⽂與我們剛才提到的《帖撒羅尼迦後書》⽐較，
他説：“他坐在神的殿裡，⾼抬⾃⼰，超過⼀切稱為神的，以致
他在地上受到像神⼀樣的敬拜。”
64 這就是那個，我上禮拜天向你們傳講的，這個世界的神。
在我們現今⽣活的這個可怕、悖逆的時代裡，他仍在迷惑⼈。
這也是所有時代中最榮耀的時代，因為我們正再次⾯臨偉⼤
的千禧年；我們⼜再次⾯臨伊甸園了。但也就在這個時代，撒
但把他以前⽤過的，能迷惑⼈的⼀切騙術和詭計都集合起來，
裝備⾃⼰；像神⼀樣降臨，代替神的位置。他虔誠，能引⽤經
⽂，告訴你經⽂，就像撒但在伊甸園裡向夏娃所做的。但只是
離開經⽂⼀點點，這就是他所做的，搞⼀點偏差。這樣，魔⿁
有毒的教義就進來了，就像我們前⼀天晚上所講的那個思想⼈
的過濾嘴。
65 他説他要⾼抬⾃⼰超過⾄⾼者；他要升到⾼雲、衆星之上，
像神⼀樣坐在那裡，甚⾄超過⾄⾼者。他成功地實現了他的
威脅。他在每個時代，通過⼈們讓他曲解神給那個時代應許的
道，而確實成功地實現了他的威脅。那正是他所做的。在每個
時代，他都曲解了神的道。
66 在挪亞的⽇⼦，他説要從天上降⾬是不可能的，因為“那裡
没有⾬。”他在伊甸園裡傳講了那了不起的科學福⾳！他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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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儀器到⽉球上，證明那裡⼀點⽔分也没有。神説過要下⾬。
但藉着科學研究，撒但成功地毒害了⼈們的思想，説：“這事不
可能發⽣。”但這事發⽣了。神説會就⼀定會，他做了。
67 在耶穌的⽇⼦，他做了同樣的事。他藉着迷惑、錯誤解釋
神的話，⼜⼀次毒害了⼈們的思想。“如果你是神的兒⼦，讓我
看看你做某某事。”
68 耶穌並不會給他當小丑耍。他從來不。神不是小丑。他不
需要回答撒但問的任何問題。他只是……耶穌説：“經上記
着説：‘你活着……⼈活着，不是單靠⾷物，而是靠神口裡所
出的⼀切話。’”他不會給撒但當小丑耍。他不需要變餅出
來。他有可能去做，因為他⼀直在聽魔⿁講話，但他没有聽
從魔⿁。
69 這⼜是宗教的罪，就像起初那樣能迷惑⼈。注意，它不單
純是每⼀天所犯的罪，像淫亂、醉酒、妄稱神的名等等。不是
的。不是。
70 你們記得，你們在這裡許多上了年紀的⼈，都記得我幾年
前闗於“審判台前的失望”這篇講道。妓⼥，她在那裡不會失
望的。她知道她要去那裡。醉酒的在那裡也不會失望。賣私酒
的、賭徒、説謊的、小偷，他們也不會失望。但失望的，是那
些認為⾃⼰對的⼈。
71 這就是那個説：“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
⿁？”的⼈。
72 耶穌説：“你們這些作惡的⼈，離開我去吧。我不認識你
們。”這就是那個失望，看，那個迷惑。
73 這就是我總是……我被⼈誤解的地⽅。並不是我要與衆不
同。我不想與衆不同，但我必須誠實。我有⼀個信息，這信息
必須傳給⼈們。這信息在⼈們中間很受誤解。他們認為我是
反對所有的⼈。但他們不知道，我是為了⼤家好，並且我是
盡我最⼤所能告訴他們什麽是真理，按照神將這真理放在我
⼼裡的樣⼦，按照這真理擺在聖經這裡的樣⼦去傳。神證實
那是真理，再没有别的可做的。所以他們要麽留意它，要麽
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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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他們不想明⽩，因為他們已經將⾃⼰⻑⼦的名分出賣給組
織、宗派了。他們想靠他們的⻑⼦名分，以某個組織起來的宗
教為基礎，來進天國，而撒但就是這⼀切組織的頭。神從没有
過組織的宗教，從没有。他們出賣給宗派，在那裡有⼀幫⼈解
釋神的話，説神的話是這個意思，那個意思。
75 神不需要解釋者。他⾃⼰解釋。他不需别⼈告訴他怎麽做。
他是⾄⾼的。他説要怎麽做，那他就必須持守⾃⼰的話。當主
説：“信的⼈必有跡象隨着他們。”他的意思就是那樣。不管他
説會發⽣什麽事，他説末⽇這些事要發⽣，他要做某件事，那
他就⼀定能做成。他不需要問别⼈這是不是時候了。他知道是
什麽時候及他的計劃。
76 現在，撒但，這個迷惑者，正如《⾺太福⾳》 : 所講的，
有許多的迷惑。我們發現，藉着撒但知識性的福⾳節⽬、良好
的教育、⾼尚的道德標凖、⽂明等等，他蠱惑了那些想事奉神
的⼈，叫他們相信他的謊⾔。
77 夏娃不想做那事，但撒但向她顯⽰這樣會更聰明。她不知
道，但她想知道；她不明⽩，但她想要明⽩。然而神告訴她不
要試圖去明⽩。
78 我如何能明⽩這些事呢？我不能明⽩它們。我相信它們。
我不要明⽩它們。神是要相信的，而不是要明⽩的。我們只是
要相信他所説的。
79 經過六千年對神給這時代的，真實話語解釋的歪曲，我們
現在來⽐較⼀下神的伊甸園與撒但的伊甸園。⽐較⼀下，看我
們到了哪裡。就像撒但在基督的時代，在耶穌的時代裡向教會
所做的，竭⼒阻⽌神忠誠的兒⼥們知道真理。那是神的。神把
他的兒⼥，他的屬性，放在這裡，藉着聽他的話與他交通。
80 如果你⽗親告訴你，你是你⽗親忠誠的兒⼦，他告訴
你：“兒⼦，不要到那個⽔裡去游泳，那⽔裡有鱷⿂。”⼀
個傢伙來説：“像這樣好的⽔，根本不可能有鱷⿂。”這時你要
聽誰的？如果你是真正的兒⼦，你會聽你⽗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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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個神真正的兒⼥⾸先會接受神的話。我不管别⼈怎麽
説，他們會⾸先接受神的話。神説：“杯⼦裡有毒。”那他們
就相信。
82 只要對神⼀切的話（他的種⼦們）有信⼼，就會結出聖潔、
仁愛與永⽣的伊甸園。那就是神的伊甸園所産⽣的：聖潔。它
産⽣出聖潔、仁愛、知識、完全和永⽣的伊甸園。那是神要栽
種的，他的道，他的種⼦。這也是神的教會在最後要成為的樣
⼦；她要跟以前⼀樣。
83 注意，這是⼀個想法。不要忘記了。我在以後或别的信息
裡會提到它。但是你知道，神説：“種⼦要各從其類。”這是
神的命令嗎？那麽，要是别的傳道⼈或别⼈想要把神的道變
成别的意思，這還能有什麽益處呢？神的每⼀句話都是種⼦。
耶穌是這麽説的：“撒種之⼈所撒的種⼦。”如果《⾺可福
⾳》 章是神的道，它就會⽣出同類來。如果《瑪拉基書》
章是神的道，它也會⽣出同類來。任何其它的應許都會⽣出
同類來。
84 你看，看到撒但是怎麽喬裝打扮⾃⼰嗎？他想説：“不是，
不是這樣。”你明⽩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撒但
説：“哦，那不是給這個時代的，那是……那是給别的時代的。
不是那個意思。”
85 “每個種⼦都必須各從其類。”那就是神建⽴他的伊甸園的
⽅法。對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這就是神建⽴他教
會的⽅法，每句話各從其類！“⼈活着不是單靠⾷物，而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切話。”撒但卻想弄出别的什麽東西來。但神
説：“每個種⼦各從其類。”
86 如果應許説：“信的⼈必有跡象隨着他們。”
87 現在教會説：“加⼊教會，背誦信經，知道教義。”然而聖
經裡没有這種東西。
88 耶穌説：“信的⼈必有跡象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出
魔⿁，説新⽅⾔；⼿能拿蛇；若喝了什麽致命的物，也必不受
害；⼿按病⼈，病⼈就必好了。”誰敢否認這些話？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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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每樣種⼦⼀定會結出它的同類。”如果你是神的種⼦，⼀個
屬性，神的兒⼦，那麽神的道就種在你裡⾯。當你聽到神的話
時，“我的⽺聽我的聲⾳，他們不跟着⽣⼈。”你明⽩嗎？“每個
種⼦都會⽣出它的同類。”
90 我們發現，每樣種⼦都會結出同類的種⼦，在那個新的伊
甸園裡没有死亡。在新的伊甸園裡没有死亡。那裡没有别的，
只有聖潔、純淨和永⽣。
91 因着不信神全部的話，在撒但的伊甸園⻑出了不潔的種⼦。
我們正在進⼊撒但以敵基督的身份接受寶座的地⽅，就是這
地上的伊甸園、犯罪的伊甸園、歪曲的宗教。他並不是以“我
是撒但，我是偉⼤的天使”開始的。不，不是這樣，他是以歪
曲神的話開始的。他就是靠這個⽅式在各個時代建⽴起他的國
度。在這個極其迷惑的時代，他要藉着他的⼦⺠凖備來接受寶
座！他為⾃⼰建⽴了⼀個有知識的、受教育的、科學的伊甸園；
是的，科學的傳道⼈，科學的教會，科學的神學，⼀切都是科
學的。⼀切都以知識為基礎。整個教會就是建⽴在知識上，而
不是建⽴在信⼼上。
92 有⼀次，我去⼀個⼈的教會主持⼀個聚會。這是西部⼀個
很⼤的禮堂。⼀個很好的⼈，但他否認我們所講論的這些事。
然而我還是很喜歡他，⼀個很好的，上了年紀的⼈。那裡能
坐差不多六千⼈。下午聚會結束後，他的會衆就都離開，⼤約
有⼀千五百⼈，他們都是穿着講究的知識份⼦。我坐在那看
着他們。
93 這⼈傳了⼀篇很好的道。然後他問是否有⼈想接受基督，
就請舉起⼿來。没有⼈舉⼿。最後有⼀個⼥⼈舉⼿。他説：“好
了，現在你是個基督徒了。”為她施浸。然後他出去……他親
吻了⼀個嬰孩並為他⾏了奉獻儀式，作了⼀個禱告，然後解散
了會衆。
94 他的會衆出去了，他們都是很體⾯、有學問、受過教育
的⼈。我站在⼀邊，握着這個⼈的⼿，並願神祝福他，他就
出去了。



曉諭之道

95 當我聚會時，我的會衆進來了。當他的會衆還在時，他們
不能讓我的會衆進來。現在我的會衆來了，他們坐着輪椅、担
架，穿着束縛⾐，精神病等等。你看到不同了嗎？是的。這就
是我在講論的事，你看，這是不同的事。
96 藉着科學的知識你可以得到⼀個“理解”的福⾳，就是“信
耶穌基督的⼈就不被定罪了。”看。
97 但“信的⼈必有這些跡象隨着他們。”看，那⼈没有把這個
真理講出來。那個⼥⼈相信了耶穌基督，如果這些跡象隨着那
信的⼈，她就得救了。
98 “那聽我話的，”不是光知道，不是只⽤⽿朵聽，而是“明⽩
它。”任何⼈都能聽，⼀個妓⼥能聽到它而仍舊是個妓⼥；⼀
個醉酒的能聽到它；⼀個説謊的能聽到而仍舊是個説謊的。但
是，“那明⽩我的話，⼜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這就是了。
99 没有⼈能明⽩，除⾮神預定他。耶穌説：“若不是我⽗吸
引，就没有⼈到我這裡來，凡⽗所給我的⼈必到我這裡來。”阿
們。這完全是神的主權和預知。他獨⾃⾏事，没有⼈能告訴他
要做什麽。
100 因着不信，不接受神所有的話，就帶來⼀個不信、不聖潔、
犯罪、仇恨的種⼦，永死就在這個犯罪的、知識的教會時代。
現在你明⽩了嗎？在這個時代，整個世界都是宗教的！你知
道嗎？整個世界都是宗教的。在這個宗教的時代，龐⼤的教堂
遍布每個⾓落，所有的東西都集中到那個受敬拜的撒但身上。
就在這裡，就在聖經裡。是的。在這個知識的、理論的神學院
裡，就⽣出有知識的⼈，他們被訓練如何講話、做什麽、如何
控制感情；⼀切都像⼼理學，在這三到四年裡學習如何對付⼀
個⼈的⼼理。看，它是……
101 神的靈决不是藉着學校學到你裡⾯的，而是藉着全能神
的⼿預定在你裡⾯的。你的經驗不能藉着學校或教導進到你裡
⾯，而是藉着神的⼿和預知預定在你裡⾯。是的。
102 這就産⽣了他們現在正⽣活在裡⾯的⼤伊甸園，教會世界
的伊甸園。他們全都聯合到龐⼤的世界基督教恊進會裡，將來



撒但的伊甸園

要形成⼀個普世的教會，歸到⼀個頭下，撒但將在那裡被推上
寶座。這絶對没錯。
103 這最後的呼召正在發出，在新婦進到那裡之前，就把她帶
出來。因為她⼀旦要是進去了，就會被蓋上獸的印記，被定
罪，永遠也出不來了。這就是為什麽在世界基督教恊進會進⼊
撒但之前，神説：“我的⺠啊，從他們中間出來。”“從他們中間
出來，你們務要分别。”
104 在這個伊甸園是仇恨、死亡和與神永遠的隔絶；私慾、污
穢、歪曲，（藉着什麽？）藉着種下錯誤的種⼦。
105 記得在我還没有遇到五旬節教會的⼈之前所⾒過的⼀個異
象，有⼀個⼈穿着⽩⾐巡⾏世界。你聽我講過很多次了。⼜有
⼀個⼈在他後⾯走，撒不同的種⼦。
106 因着夏娃對罪的貪戀，因着夏娃私慾的罪，結果使得撒但
在伊甸園裡很公平的赢了。如果夏娃貪求知識，就是犯罪。
107 那當我們貪求知識，想要什麽哲學博⼠，⽂學博⼠時，那
也是犯罪。這樣説是很嚴厲的，但這卻是真理。不管多麽嚴
厲，它還是真理，看。貪求知識、智慧！
108 重點是，今天我們不是在⼈們的⼼裡建⽴神的話。我們是
在建⽴我們⾃⼰的地位。教會是在⼈的⼼裡建⽴教會的教條。
109 我們被吩咐去建⽴神的話。保羅説：“我到你們那裡不是⽤
⼈智慧委婉的⾔語，而是⽤聖靈和⼤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
在乎⼈的智慧，只在乎神。”這才對。
110 ⼈不可建⽴⾃⼰的地位。當神為⼀個⼈做了某事並差他出
去，你會發現别⼈就來模仿。看，他們想建⽴⾃⼰的地位。⼈
⼈都説：“這是我做的，是我，我。我的，我的宗派，等等。”
這就是建⽴他們⾃⼰的地位。我們在傳講什麽，是在講我們⾃
⼰還是神的國？
111 要建⽴神的道的地位。拿走不信，在⼈的⼼裡建⽴神的國。
神的國不能建⽴在⼀個⼈的⼼裡，除⾮神使那⼈那樣。神不能
建⽴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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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記住，最迷惑的，是⼈們以為那是對的。瞧。“有⼀條路，
⼈以為正。”每樣有知識的東西看起來都是對的。
113 正如前幾個星期天我告訴你們的，當我站在我垂死的小孩
旁邊時，撒但站在那説：“你的爸爸那天晚上死在你的懐裡。
你的妻⼦也躺在停屍房，現在你的小孩也要去了。你求神應
允你，但他卻把簾⼦擋在你⾯前。他還是個很好的神，你還説
他是個醫治者。你還堅持你説的是對的？你錯了。”哦，各種
理由、各種精神⼒量都不得不承認這是對的；這在很⼤程度上
是對的。
114 當撒但告訴夏娃時他也是對的，“你的眼睛就被打開了，你
就能知道善惡，你就要像神那樣能分别善惡。”因為神不讓他們
看⾒⾃⼰是⾚身的。所以他們知道他們將能分别善惡；撒但説
的没錯。但是你知道，這與神的話相違背。
115 神學院的牧師也是⼀樣，他們學習⼈造的神學；這看上去
可能是對的，可能讓⼈能够很好的理解事情，但它是錯的。
116 我們不需要理解神的道，我們相信它因為神説是這樣，那
這就没問題了。整件事就是要我們相信它。
117 哦，夏娃是多麽想要⼀個博⼠學位，看，她多想變得⽐她
先前更精明！
118 注意這有多相似，男⼈與他的妻⼦……注意，男⼈與他的
妻⼦在伊甸園裡，在神的伊甸園裡他們都是⾚身露體的。
119 現在我要結束了，我説過我只講⼀會兒。注意，在結束前，
我們來看這⼀點。
120 現在作個⽐較，那⼈與他的妻⼦很相似，都在神的伊甸園
裡，身上没有穿⼀絲⾐服，而且他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麽不知
道？因為他們被聖靈聖潔的帕⼦蒙上了他們的感官，使他們意
識不到⾃⼰是⾚身露體的。他們可以彼此看對⽅，卻不知道⾃
⼰是⾚身露體的。他們被蒙上了聖靈聖潔的帕⼦。他們被蒙上
了帕⼦。
121 今天，神的帕⼦仍然能讓你看⾒卻不會起私慾。他們會轉
過頭去。這是聖潔的帕⼦，聖潔的帕⼦。神讓他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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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個是男⼈，⼀個是⼥⼈，他們不知道⾃⼰是⾚身露體
的，因為神的聖潔讓他們的眼睛被蒙住了。注意，神藉着聖潔
的帕⼦將他們的良⼼向罪隱藏起來。
122 希望我們有時間再好好講講這⼀點。看這裡，“因為禮拜的
⼈既被潔淨，”《希伯來書》，“禮拜的⼈良⼼既被潔淨，就不再
覺得有罪了。”罪已經離他而去了。
123 我聽内維爾弟兄今早説，有⼈問他為什麽我不傳講聖靈的
事，為什麽我不這樣做。這就是了。聖靈是在你裡⾯的⾏動，
是⽣命，不是情感；不是某些身體上的憑據。是⼀個⼈，耶
穌基督，神的道建⽴在你的⼼裡，使這時代的每⼀句話都活
起來。是的。觀察聖靈的⾏動，倒不是聖靈是怎樣彰顯的；而
是，聖靈的⾏動，它按照神的話所做的是什麽。
124 注意，神聖潔話語的聖靈，使⼀個男⼈與⼥⼈⾚身露體，
卻不知道。多美啊，⽣命之道，種⼦，道！
125 神説：“在園⼦當中有棵樹，就是這個⼥⼈。園⼦當中有這
棵樹，你甚⾄不要摸它。因為你吃的⽇⼦必定死。”他們被聖潔
的帕⼦蒙住不得⾒它，也對它毫無所知，不敢摸它。
126 他們被聖潔地蒙住了。他們在神的宫殿裡是安全的。他們
是活的。在他們周圍没有死亡。哈利路亞！他們彼此間有完全
的愛，有完全的永⽣。他們有完全的愛，完全明⽩神的愛。他
們有神的道，並且持守它。在神的伊甸園他們是活的，是安全
的，周圍根本没有死亡。
127 後來撒但要夏娃來聽它的福⾳理論，知識的、⾼等教育的、
⾼尚道德標凖的、更⽂明的、⾼學歴的福⾳，等等。撒但讓夏
娃停下來聽他講⼀會兒，聽他的推理（這是我們要丢棄的），他
讓夏娃來聽他的福⾳。
128“看這，教會是如此如此。它建⽴了很久。我們是這個國家
最古⽼的教會之⼀。市⻑也來我們教會。”我不在乎它是什麽。
如果它是敵對神的道，你就要反對它。那是你的敵⼈。任何反
對神的道的就是你的敵⼈。
129 任何贊同神的道的就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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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注意，夏娃取下了聖潔的帕⼦，要看看性到底是什麽。把
這個⽐較⼀下，看看情慾到底會做什麽。她把帕⼦從她的眼睛
上取了下來，那是神放在她眼睛上的聖潔的帕⼦。她要知識，
想知道這到底是什麽，所以她取下帕⼦要看看這到底是什麽。
她聽從了魔⿁，注意這把她放到了什麽樣的位置上。
131 在以後的每個時代他們都做着同樣的事，總是站在知識的
⼀邊；現在建⽴了⼀個撒但知識的王國。撒但撒他的種⼦，把
世界變成了⼀個死亡的伊甸園。
132 注意，注意看《啓⽰錄》第 章，⽼底嘉教會時代。在你的
⼼裡想⼀下這事。
133 注意。她，夏娃，成了撒但的王后。看，撒但，蛇，在亞
當得到她之前就先得到了她。明⽩嗎？是的。他誘惑了夏娃；
所以撒但——蛇，在亞當親近夏娃之前就成了她的丈夫。撒但
誘惑了夏娃。聖經説他誘惑了夏娃，然後她就知道⾃⼰是⾚身
露體的了。明⽩嗎？
134 現在看看⽼底嘉教會時代。她——夏娃，她坐着就像撒但
的王后。“她是富⾜，發了財，瞎眼、再次⾚身，卻不知道，”
就像在神的伊甸園⼀樣。但現在，不是因為聖潔的帕⼦蒙在她
的臉上，而是情慾的帕⼦。她取下了神聖潔的帕⼦，為了情慾
而戴上了知識的帕⼦。現在她有了⼀個情慾的帕⼦，讓她對罪
“瞎了眼。”她在街上“⾚身露體，卻不知道。”她是街頭上的⼀
個妓⼥。穿着這些短褲的⼥⼈，在神的眼裡，就是妓⼥，而她
們⾃⼰“卻不知道。”
135 注意，看看我們的⼥⼈。如果你想要知道教會的狀况，就
去看看⼥⼈在做什麽。她總是代表教會。在撒但的伊甸園，是
罪與不信，是歪曲的宗教，歪曲的王國。他們⽤⼈的知識與學
習取代了神的話，⽤組織取代了神的教會，他們正在把它帶到
⼀個頭那裡。
136 注意，她從天真無邪中墮落了。不要錯過這⼀點。教會已
經戴上了情慾的帕⼦。注意這給她帶來了什麽。讓她從單純
轉向知識。明⽩嗎？戴着聖潔的帕⼦，她是單純的；戴上情慾
的帕⼦，她是知識的。她知道這是可喜愛的，她知道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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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麽。這是⼀個果⼦，⼀棵可喜愛的樹，能使⼈有智慧。她
就從單純轉向了知識，從聖潔轉向了污穢與情慾，從⽣命轉向
了死亡。
137 這個國度必須滅亡，這個國度必將滅亡！神的國必將它從
地上消滅。
138 注意，在這個墮落當中，男⼈變成了⼥⼈，⼥⼈變成了男
⼈，“卻不知道。”這就是撒但伊甸園很好的産物，你去觀察⼀
下今天的街上，看看我們現代的⼈就知道了。
139 注意，是夏娃被撒但利⽤，使得亞當因她情慾的⼒量犯罪。
今天也是同樣的事情。看看那些剪着短髪、塗脂抹粉的臉、性
感的穿着，她做這些，卻不知道這每⼀樣都是敵對神的話。她
把頭髪剪了，讓⾃⼰成了⼀個可羞辱的⼥⼈，⼀個妓⼥。穿着
短褲，羞辱⾃⼰。穿着性感的⾐服，把⾃⼰變成⼀個妓⼥。“她
卻不知道，”不是因為神的聖潔，而是因為撒但的私慾。她使亞
當對她産⽣了情慾。
140 在她經過曠野的旅途上，她脱了在伊甸園的時候，神給她
穿上的⾐服。她脱了⾐服，她把⾃⼰剥光。神⽤⽪⼦把她全身
包裹起來，她卻開始⼀點⼀點脱掉，現在她⼜回到了她起初所
在的地⽅。
141 如今她已經讓她的亞當穿上了她的底褲。男⼈們穿着這些
娘娘腔的短褲跑到外⾯，我認為這種⼈不像個男⼈。他是我所
知道的最娘娘腔的男⼈。明⽩嗎？看，她讓她變態的亞當舉⽌
像她，穿着她的底褲。當她把所有的⾐服都脱掉了，只剩下底
褲時，她看到她所能做的。那是短褲。當然，那原本是⼥⼈的
底褲，但現在她的亞當卻把它們穿上了。照着神原本的道，“⼥
⼈穿戴男⼈的⾐服，男⼈穿戴⼥⼈的⾐服，這都是可憎的。”這
是原本的道。想⼀想吧！
142 現在男⼈也蓄起了劉海兒，他把頭髪向下梳，⽤髪卷捲起
來。我⼀⽣中看到的最噁⼼的事就是，今天⼀些年輕⼈梳着這
種向下的劉海，再染⾊，或⽤過氧化氫之類的東西把他們的頭
髪漂⽩，然後捲到髪卷裡，變成劉海。你們這些⽼娘娘腔！本
來在講台上不該説這話，但是審判是從神的家開始的。你們不



曉諭之道

知道⾃⼰是個男⼈還是⼥⼈。我知道我們美國的軍隊下⼀步也
要穿着短褲出去了。是的。明⽩什麽是變態了嗎？穿⼥⼈的⾐
服，蓄⼥⼈的劉海。
143 有⼀天我去霍華德·約翰遜那裡；不是在這裡的這個，是路
那邊的。我⾮常吃驚。這邊過來⼀個小男孩，他的口張着。他
這裡是⿊頭髪，是往這邊梳着；把⼀個卷軸放在頭髪裡，把
頭髪捲起來，捲到眼睛上⾯；⼀邊走卷軸⼀邊從眼睛上⾯往
外翹。如果我有看⾒變態的話，這就是了！看吧，他不會相
信的。他可能會證明他是個男的，但是在他的靈裡他是⼀個⼥
的。他不知道他屬於那⼀邊。是的。何等的變態！
144 這就是撒但所做的。他使整個國家都墮落了。他也使教
會墮落了。他使⼈墮落了。他是⼀個迷惑者，原本真理的
歪曲者。
145 神使⼀個男⼈成為男⼈，⼀個⼥⼈成為⼥⼈。他讓他們穿
戴不同，他要他們保持那樣，舉⽌像那樣；⼀個是嬌柔的，⼀
個是有男⼦氣概的。在伊甸園裡神分開亞當，把夏娃從亞當裡
⾯分離出來。
146 現在男⼈蓄起了⼥⼈的劉海，⼥⼈像男⼈⼀樣剪短頭髪，
男⼈穿戴像⼥⼈⼀樣。看到嗎？⼥⼈穿男⼈的外褲，男⼈穿⼥
⼈的内褲。那聽起來像是褻瀆，但我不是那個意思。這是絶對
的福⾳真理。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你有問題；你或者是瞎了或
者從未上過街。她認為那是對的，他也這樣認為，他們都是⼀
路貨⾊。
⼥⼈説：“嗯，天太熱了！”

147 以前的⽼阿帕奇印第安⼈會讓你為⾃⼰感到羞恥。天氣越
熱，他們就越多穿⾐服，使太陽不曬着他們；哦，使身體出
汗，這樣當他們⾏走時就像有空調⼀樣感到舒適。看到嗎？他
們就站在太陽下。
148 然而你不能站在那裡；你會起泡，會烤焦。你看，這就是
你們所説的⾼等教育。現代的科學就⽣産這些。哦，天哪！在
⽼底嘉教會時代，她是“⾚身的，卻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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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她在伊甸園裡是⾚身的。看到這两個國度的相似之處嗎？
⼀個是罪與死的國度，另⼀個是⽣命與公義的國度；在那裡，
她蒙着聖潔的帕⼦。他們两⼈都是⾚身的，都不知道。他們對
此⼀無所知，因為他們被神的靈蒙上了帕⼦。
150 但在這裡，他們蒙着情慾的帕⼦，他們彼此看着……亞當
可以看着夏娃卻不知道她是⾚身的。但現在蒙着這情慾的帕
⼦，她也没有意識到她是⾚身的，但她在情慾的帕⼦下這樣
做，是叫男⼈看她。這是她這樣做的唯⼀理由。你不相信，但
你仍然這樣做，男⼈就看你。他發現你變得更加有吸引⼒，以
致他到了⼀個地步，要把你的⼀些⾐服穿在他身上。
151 哦，何等的變態！這是什麽時代啊！我們⽣活在⼀個……
這是怎樣的迷惑！哦，這⼀切的事情，他們“卻不知道，”⼀
個完全墮落的靈在他們裡⾯。他蒙上了撒但私慾的帕⼦，⼥⼈
也是⼀樣。這是⼀個⼤社團的撒但的靈。他們不知道，但他們
是個組織。⼥⼈穿着短褲，卻還屬於某個組織。男⼈像那樣穿
着，也屬於某個組織。我可以對此給你⼀個簡稱：“⽼娘娘腔社
團”，那就是他們所屬的。從那出來的⼈，都是屬於娘娘腔的社
團，她們穿着男⼈的褲⼦，打扮的污穢，下流。我……
152 你們男⼈可能不同意我所説的，但這是真理。你們已經變
態了還不知道。你們不再像個男⼦漢，變得如此懦弱。他們
的下⼀代將會變得什麽也不是；男⼈、⼥⼈都⼀樣。他們是
⼀個社團，是⼀個組織。為什麽？“隔壁的約翰穿短褲，我為
什麽不能穿？羅拉要我穿，因為隔壁的約翰這樣穿。如果簡
蘇西能穿短褲，那麽簡⾺⼤或者劉蘇西也能穿，”不管是誰都
可以。看，這是⼀個社團，⼀個組織。你是靈裡屬於它，卻
不知道。
153 如果事情是這樣，我們也看⾒的確是這樣，那你們就是瞎
眼的。你們對撒但把你們捲進去的宗派是瞎眼的。這是對神原
本話語的歪曲，是對神國度的歪曲，是對神給他兒⼥計劃的歪
曲。撒但把男⼈、⼥⼈都捲進去了，他們還不知道。變態！
154 不再是⼀個神的兒⼦！劉海垂到臉上，穿着短褲，在街上
閒逛。你還説你是神的兒⼦，是教會的執事，是站講台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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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那不是神的兒⼦。他從未經過神的思想過濾器。神的
兒⼦不會穿⼥⼈的⾐服，他肯定不會的；神的⼥兒也不會穿男
⼈的⾐服。這不是神的兒⼥，是撒但的兒⼦，撒但的⼥兒。這
麽説是很嚴厲！
155 撒但成功地歪曲並接管了這個世界，使它成了他的國度。
⼈可以隨⾃⼰的⾃由意志，隨便挑選他們想過的那種⽣活。這
就可以顯明你⼼裡渴望的是什麽。看，你的聲⾳……你知道
嗎？你⾏為所發的聲⾳是如此的⼤，以致把你嘴所發的聲⾳都
淹没了。嗯哼！
156 讓我去到⼀個男⼈那裡，他説：“哦，我……我們都是基督
徒，我們都屬於教會。”而脱⾐舞⼥的畫掛满了他的辦公室？
哼！他跟我説什麽都没有⽤，我知道得更清楚；你也會的。
157 ⼀個⼥⼈説她是個基督徒，卻還穿着短裙？哼！這再明顯
不過了。是的，先⽣。她説她是個基督徒，穿着短褲、塗脂抹
粉，卻説⾃⼰是個基督徒？你再清楚不過了。神的話决不會教
導你去做那種事。神的話説她不可能既這麽做，卻⼜是個基
督徒。她是不知羞恥。神怎麽會把⼀個不知羞恥的東西放到他
的國裡？不，先⽣，决不會。不會的，先⽣。他們顯明了⾃⼰
的慾望。
158 你不能讓鴿⼦與秃鷹⼀同吃⾷。不可能。鴿⼦没有膽汁，
它不能吃腐⾁。如果它吃了⼀點兒，那就會要它的命，它知
道。但⼀只秃鷹它想吃什麽就可以吃什麽。它有⼤量的膽汁。
159 你發現，這就是今天的世界，同樣的事情，“他們⾚身露
體、瞎眼，卻不知道。”
160 撒但藉着⼀個⼥⼈貪求知識、性慾而做成了這事，這是⼥
⼈⾃⼰的選擇。注意，是夏娃導致亞當犯錯，是⼥⼈先脱掉⾃
⼰的⾐服，然後亞當才脱掉他的。看到嗎？是⼥⼈，⼀向都是
如此。今天仍然是⼀樣的。
161 是教會引導⼈走⼊歧路，是教會引導那些想成為神兒⼦的
⼈。是⼥⼈，教會。不是聖經，不是神引⼈出錯，因為聖經是
男⼈。哦，是的，“道成了⾁身，”他是個男⼈。聖經是男⼈；
教會是⼥⼈。不是聖經引導⼈走⼊歧路。是教會引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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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是教會使他⾚身露體⾏走的，不是聖經。明⽩嗎？不是
的。聖經説他是⾚身露體的。是的。
162 注意，是藉着性，性慾，她貪求知識，要知道這是什麽，
那果⼦是否好作⾷物。她做了。
163 有⼀天神將藉着⼀個男⼈把它收回來；也是藉着⼀個⼥⼈
的順服，但卻是藉着⼀個男⼈的救贖；那個男⼈就是耶穌基
督，也就是道。
164 這是什麽？注意，就要結束了。不久前，我在這裡作過聲
明。我這兒還有⼤約四、五⾴，都是我想要參考的經⽂。請
聽，我講完這些就結束。
165 還記得，不久前，我在這兒教導你們闗於七號、吹號節等
等。我説過：“有⼀個第⼋天的節期。”第七天是最後⼀天，就
是千禧年。但還有⼀個第⼋天的節期；本來只有七天，如果有
第⼋天，那就是另外⼀個的第⼀天，⼜回到了第⼀天。當千禧
年結束後，⼜將再有⼀個建⽴起來的伊甸園。神偉⼤的國度
將要回來，因為耶穌在客西⾺尼園將撒但趕出去，赢回了伊
甸園；他去到天上預備，⼜要再回來。他説：“你們⼼裡不要
憂愁。”
166 當他在地上時，他説：“你們猶太⼈，你們信神。我知道
我有⼀個不好的名聲，”他説：“他們説我是這是那。但你們
信神；若是你們信神，也要信我。”他是神的彰顯。“也要信
我……”
167“在我⽗的家裡有許多……”或者説“在我⽗的統治中，在我
⽗的計劃中有許多的宫殿。我去為你們預備地⽅。”看看它有多
⻑，有⼀千五百平⽅英⾥！它在哪兒？他去為我們預備去了。
他是造物主。他創造了所有那些⾦⼦。街道是透明的。他是造
物主。他在造⼀個地⽅。在《啓⽰錄》 章，約翰説：“我約翰
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出從神那裡降下。”
168“不再有海了；因為第⼀個天地已經過去了。”什麽是第⼀個
天？是千禧年。什麽是第⼀個地？就是這個。它要更新。就像
在挪亞傳道的⽇⼦，⽤洪⽔給它浸禮⼀樣。當基督的⾎濺在地
上時，它就因基督成聖了。它還要被更新，把⼀切病菌從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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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末⽇的更新裡，要⽤⽕的浸禮殺死在地上所有的細菌、
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污穢。
169 地要爆發，産⽣⼀個新的地。“我⼜看⾒⼀個新天新地；因
為第⼀個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約翰看⾒聖城新
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在那裡神要與他的真正屬性，他
的兒⼥同在，他可以與他們在聖潔裡交通，他們的眼向⼀切罪
都是闗閉的。從那以後再也没有罪了。
170 讓我們努⼒奮⽃，不要在這個時代被迷惑，而要“努⼒進
窄⾨。”
171“因為所有那些嫖客、淫亂的⼈都將被留下。”“凡看⾒⼥⼈
就動淫念的，這⼈⼼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所有在城外的⼈都
是壊名聲的男⼥。
172 只有那些被救贖的、名字記在羔⽺⽣命册上的⼈，才能進
⼊城⾨。所以奮⽃吧，朋友們，不要在這最後的⽇⼦被迷惑。
173 這是偉⼤的時代。每個⼈都有钱，每個⼈都能做這做那，
钱財到處湧流，豪華的轎⾞等等。但在那座城裡，⼀個這樣的
東西都不會有；在那裡不會有⼀輛⾞，⼀架⾶機。不會的。那
將是⼀個完全不同的⽂明，那將是⼀種没有知識，没有科學的
⽂明，只有單純和對活神的信⼼。
174 讓我們努⼒進⼊那城。因為我全部的⽬標就是有⼀天要進
⼊那城；我回頭看⾒你們過來與我⼀同前進，我們在唱，“聖徒
在前進。”當聖徒在前進時，我要跟他們在⼀起。
讓我們禱告。

175 親愛的天⽗，這時代就要結束了，我們看⾒它很近了，應
許很近了。我們祈求，親愛的神，你把那個放在我們的⼼裡，
叫我們不會犯錯。親愛的神，保守我們的良⼼清潔。主啊，給
我們的⼼，我們的眼蒙上帕⼦，使我們脱離這世界的事情，脱
離世界虚空的事，脱離想要成為⼤⼈物的虚空榮耀。
176 不管他們多偉⼤，所有的國王、君主、當權者或别的什麽，
都得滅亡，他們不會在第⼀次的復活中有份。因為經上説：“在
頭⼀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次的死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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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權柄。”神啊！“第⼆次的死，”就是靈裡的死，“没有權
柄。”他已經得贖了！
177 神啊，我們想到，就在像這樣的某⼀個時刻，⼀個⼈去看
望另⼀個⼈，結果就被提了。“两個⼈在床上，取去⼀個，撇下
⼀個；两個⼈在⽥裡，取去⼀個，撇下⼀個。”
178 神啊，幫助我們在你的眼前清潔；主啊，不管⼈怎樣想我
們，别⼈怎樣説我們。主啊，讓我們彼此間的談話都聖潔，讓
這種談話跟神的道調和；調和到⼀個地步，使我們裡⾯再也
没有罪了。我們祈求耶穌基督的⾎⽴在神與我們中間，洗去我
們的過犯，讓神透過耶穌的⾎向下看看我們；不是我們的義，
不是我們是誰，不是我們做了什麽，而單單是耶穌的⼯作。神
啊，求你悦納！
179 願今晚坐在這裡聽信息的，願他們從最小的到最⼤的，没
有⼀個失落的。願他們單單對神和他的道存着聖潔的願望。我
們不知道主什麽時候會顯現，也不知道什麽時候他會召集我們
在審判的時候答辯。我們不知道什麽時候他會來，把我們的名
⽚從架⼦上抽出來，説：“這是回家的時候，你得走了。”神啊，
幫助我們保持清潔。主，請你悦納。
180 如果可能，願我們能活到主的再來。讓我們盡我們的能⼒、
帶着愛⼼與悟性，做每⼀件事，知道神正在地上尋找每隻迷
失的⽺。主啊，讓我們⽤合宜的禱告藉着神的道與愛對他們説
話，或許我們能找到那最後的⽺，這樣我們就可以回天家，從
撒但這個⽼朽的伊甸園出去。
181 他的伊甸園都是建⽴在情慾和世界所謂的美麗⼥⼈上，他
們的廣告上寫着：“我們廣告，要男孩化着妝來，要⼥孩穿着
短褲來。”這些東西就出現在我們的廣播和電視上；各種的污
穢、骯髒和好萊塢；各種各樣性感、下流、污穢的⼥⼈服裝。
男⼈也變態了，穿⼥⼈的⾐服，頭髪理得像⼥⼈⼀樣，⼥⼈像
男⼈⼀樣。
182 神啊，我們⽣活在何等恐怖的時刻！主耶穌，快來吧！主
啊，求你快來！⽤你的⾎潔淨我們，除去我們⼀切的污穢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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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主啊，讓我們活，⼀直在你⾯前，活在你的寶⾎下。這是
我們⼼裡的願望，是我們真誠的祈求。
183 親愛的神，今晚在這桌⼦上擺着……你福⾳的聖經放在這。
主啊，這裡放着許多⼿帕和包裹，要送到病痛的⼈那裡。主
啊，讓信⼼的禱告，在你⾯前從我們⼼裡發出。主啊，如果在
我們裡⾯有什麽不潔淨的東西，現在就帶我們到審判前；我們
祈求你的憐憫。主啊，啓⽰我們做錯了什麽，叫我們能求主的
⾎潔淨我們。⽗啊，醫治這些有病的⼈，使他們健康，無論它
們在什麽處境下，無論他們到哪裡。⽗啊，願這事成就。
184 給我們服事你的决⼼，單單服事你。主啊，求你悦納。
185 保守那些在回家路上的親愛的⼈們。
186 感謝你醫治了這些⼈，雪弗德姐妹和雪弗德弟兄的小男孩，
騎⾃⾏⾞受了傷，我祈求没有兇惡臨到他身上；這個騎⾃⾏⾞
的小傢伙，我祈求他能得醫治。我們感謝你醫治了這些向你祈
求的⼈們。“我們知道無論我們求什麽，都能得到，因為我們對
那位應許我們的有信⼼。”
187 主啊，給我們恩惠，赦免我們的罪孽，我們奉耶穌基督的
名祈求。阿們。
188 你們愛他嗎？[會衆説：“阿們。”—編註。]你們相信他嗎？[
“阿們。”]你們厭倦了撒但的國度嗎？[“阿們。”]你們相信就要
到千禧年，主的千禧年，到神的伊甸園了嗎？[“阿們。”]
189 你們相信它今天已經成形了嗎？看，各樣的事情都是建⽴
在知識的基礎上。這⼀切，所有的事情都得經過科學的證明他
們才會相信。
190 你不能⽤科學證明神。你必須憑信⼼接受神，“因為到神⾯
前來的必須信他是，並相信他奬賞那尋求他的⼈。”
191 神啊，我不想知道别的，除了那洗淨我罪孽的耶穌基督的
寶⾎。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穌基督。就像上了年歳的保羅
説的，我今晚也這樣説：“我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
穌基督並他釘⼗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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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我把我所知道的⼀切都告訴你們了。這本聖經，是我全⼼
相信的（如果我知道我的⼼），它是完全的、毫無玷污的神的
道。我靠此而活，也靠它站⽴得住。如果我有⼀千條命，我願
意每次都獻給這道，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道。我不在乎他們
怎樣反駁它，不在乎科學説它如何的不可信等等。但對我來
説，我在這個世界上唯⼀能信靠的，就是這道。他是我的。我
愛他。你們呢？[會衆説：“阿們。”—編註。]
193 如果在你們⼼裡有什麽罪，有什麽過犯，如果有，現在禱
告，求神赦免你們。你們為我禱告，我也為你們禱告。神祝福
你們，這是我的祈禱。

再相會！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194 你們彼此相愛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約翰説：“小
⼦們啊，你們要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
罪。”現在讓我們互相握⼿。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再相會！再相會！

195 彼此以恩慈相待。對每個⼈都友好。善待你們的鄰居。保
守你們⾃⼰無瑕疵，直到耶穌再來。

……脚前；
再相會！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196 你愛他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這是我的禱告。你
們為我禱告，我也為你們禱告。我要回到圖森去了。我祈求神
祝福你們⼤家。我要從那裡去加拿⼤，再回科羅拉多；⼀圈⼀
圈到處走。直到……
197 東尼弟兄在那兒，發⽣了⼀件⼤事。就在梵蒂岡，在羅⾺，
他們在召集⼀個復興的聚會，要我去那兒，在羅⾺主持⼀個復
興聚會，在羅⾺。他剛回來。⼈們都聚在⼀起了。他們找到⼀
個很⼤的競技場，能坐成千上萬的⼈，他們要我去主持⼀個復
興聚會。他們想在事⼯中看到主的榮耀。我不知道，我要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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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禱告主，看主告訴我什麽。哦！記住，我們⼤家⼀起禱告。
我們正在⼯作……

我們正在仰望配得稱頌的救主的再來，
看，無花果樹正在發嫩⻑葉；
天國的福⾳已經傳到萬國；
我們正臨近末⽇，已經可以看⾒。

198 對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我們要⾼興地報告他榮耀顯現的信息，
不久他就要在榮耀中再來，去告訴每個⼈；
你們主的聖徒啊，醒來吧，為何在末⽇臨近
時睡覺呢，
讓我們凖備那最後的呼召。

199 記住了，有⼀天，她將在西部轉彎，再騎回來。她肯定會
的。好了。直到那時：

時常携帶耶穌聖名，
你們憂愁困苦⼈，
他能給你安慰安寜，
無論何處帶着。
寶⾙名（寶⾙名），何⽢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寶⾙名，何⽢甜！（何⽢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旅途完畢不再勞碌，
耶穌聖名永頌揚，
在他脚前欣然俯伏，
尊敬他為王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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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最後⼀節，讓我們懐着謙卑的⼼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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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携帶耶穌聖名，
當作盾牌抵誘惑，
每逢試探擾你⼼靈（這些撒但國度的東西，瞧
瞧），
在禱告中呼喚主的聖名。

201 就是這樣；然後走開。它⾏得通的。我試過。現在就只要
相信它，因為它會⾏得通的。在禱告中呼喚他的聖名。

時常携帶耶穌聖名，
當作盾牌抵誘惑，
每逢試探擾你⼼靈，（然後你要作什麽？）
在禱告中呼喚主的聖名。（然後帕⼦就會來到
你的臉上。）
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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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讓我們低頭，我請後⾯的⽐勒弟兄上講台這來。[伯蘭罕弟
兄開始哼唱“時常携帶耶穌聖名”—編註。]

在禱告中呼喚主的聖名。
203 ⽐勒弟兄，你來禱告結束聚會。今晚你來禱告結束聚會。

寶⾙名，何⽢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寶⾙名（寶⾙名），何⽢甜！
地之望並天之樂。

204 我們低頭，帶着敬畏的⼼。⽐勒弟兄是我們在這裡的⼀個
伙伴，埃斯特爾·⽐勒弟兄，很好的基督徒弟兄，很忠誠的⼀個
⼈。我請他今晚來禱告結束聚會。神祝福你，⽐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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