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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得 拯 救 的 五 個 步 驟

(轉第2頁)

紐　約

托尼‧阿拉摩牧師

阿拉摩牧師是否會重返電台、電

視台？我永遠聽不夠由神挑選的人所傳

授的福音。我在公共有線電視上看到一

位教師。他具有與阿拉摩牧師不同的天

賦。儘管他聰明、才思敏捷，然而就像

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一樣，因為畏懼遭受

迫害，他的教導仍然有些過於含糊其

辭。這一點是毋庸質疑的。雖然有些人

會爭辯說，那些具有煽動性的內容是為

了福音的緣故才被刪去的。歷史總是重

演!我向來認為每位“福音教師”都應該

為對“真相”不發表意見而負責。阿拉

摩牧師是迄今為止我所聽到的唯一的一

個不隱瞞任何真相的人。倘若我們隱瞞

神有意提出的“艱深而嚴酷的真理”，

我們將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

您忠實的

K．M．          紐約州，福爾頓郡

在聖經中，從《創世記》到《啟示

錄》，神的目的和意圖都是人應該代神治

理人世，並且永久地統治天國。1 神在《啟

示錄》第二章中允諾，“那得勝

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

他權柄制服列國。他必須用鐵杖

轄管他們”（啟2:26-27）。

所有的人都是從第一個人

——亞當——繁衍而來的。2 亞

當的妻子夏娃是“眾生之母”

（創3:20）。神賜予亞當權力去

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

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在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蟲”（創1:26）。這

就清楚地告訴我們，神的意圖過

去是、現在仍然是、將來也永遠

是要人按照神的意願統治世間萬物，然後

永久地統治天國。

神賜予亞當權力去按照神的意願代祂

統治世界。自創世以來，神的意願一直就

是建立一個由以泥土做成的人所構成的精

神王國，這些人將以三位一體的神靈與神

結合，並向宇宙證明他們對神的忠誠和服

從。3 他們與魯西佛截然相反。魯西佛為

了達到擅自統治的目的，離開了他自己作

為神的助理天使的職位，4 並且用欺騙的

手段從神身邊帶走了天國三分之一的天使。5

魯西佛如今通稱為撒旦或者魔鬼，同那些

天使一起被拋到了人世。6 他們成了污鬼，

在聖經中被多次提及。7  魯西

佛企圖推翻神和天國中三分之

二天使的陰謀沒有得逞。但是

他卻成功地瓦解了世上第一個

人——亞當——代神統治人世

的權力。8

在新約全書中，神化作一

個名叫耶穌的人降臨到世上，

以其對神的絕對忠誠來挽救那

些被離經叛道的亞當所遺棄的

人。9  由於對神的敬服和代神

統治世界的忠誠，基督不僅被

賜予力量、威信和統治人世的

權力，而且被賜予統治天國和天上地下萬

物的權力。10 基督創造了萬物，包括天使

和人。11

神關於人應該代神治理世界這一目

的，由於亞當的叛逆而遭到了暫時的挫折。

然而神的全部心願卻不但在基督身上得到

了實現，12 而且在那些信奉神意、加入其

成功地治理世界的隊伍的人們的身上得到

了實現。13 神所珍視的人是那些奉獻出他

們的肉體、自我和物質世界 14 去維護、

宣揚基督之死、復活和昇天的經歷，15 從

而使他們能夠代神去治理他們自己的全部

生活和教會，將天國和神的意願帶到世間

的人們。16

最為重要的是，我們首先要熟悉和理

解“〔神的〕旨意的奧秘”（弗1:9），17

然後我們才可能杜絕我們自己的私欲，以

便接受基督之死的洗禮，去完成神的意願。

這是獲得拯救的五個步驟之中的第二步。18

獲得拯救的第一步是擺脫我們過去的

罪孽和生活方式。19 如果我們信奉神的言

論，我們就會知道，只有信奉耶穌的血、

信奉耶穌在受難之地為了除去世上信奉祂

的人的罪孽而洒的血，我們才能擺脫我們

過去的罪孽。20 要實現這一步驟，就必須

坦誠地懺悔。21

獲得拯救的第二步是我們接受基督之

死的洗禮。22 這叫做受難。基督是一個像

我們一樣的人，為了能夠成為世界的救世

主彌賽亞，祂克制了自己的欲望。23

基督後來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們的

舊罪可以因祂贖罪的血而得到饒恕，並且

使我們可以開始獲得拯救的五個階段或五

個步驟。24 獲得拯救的每一個步都是至關

緊要的。為了首先獲得復活，進入基督的

不朽生命，然後高昇到一個積極而不是消

1  創1:26, 28, 路19:12-13, 來2:6-8, 啟1:6, 2:26-27  2  創1:26-28, 2:7, 5:1-2, 林前15:45-47  3  珥2:2-11, 太3:9, 羅6:3-4, 林前15:45-50, 林後5:17, 弗2:1-2, 5-7, 12-17, 4:22-24, 彼前2:9-10,
啟14:1-5, 21:5-7  4  賽14:9-20, 結28:13-17, 太7:13-15, 約8:44, 10:1, 10-11, 14:6, 帖後2:3-4  5  賽14:12, 路8:18, 彼後2:4, 猶6, 啟12:3-4, 9  6  路10:18, 啟12:4, 9  7  太10:1, 可1:23-27, 5:
2-13, 徒5:16, 8:7  8  創3, 賽14:12-17  9  賽7:14, 9:6-7, 53, 太28:18, 約1:1, 14, 16:33, 羅5:10-12, 14, 15:12, 腓2:5-11, 約一4:4, 啟5:1-5  10  太28:18, 可16:19, 約5:21, 28-29, 弗1:19-23,
4:10, 彼前3:18-19, 22  11  創1, 伯26:13, 詩24:1-2, 33:6-7, 89:11-12, 90:2, 148, 西1:16-17  12  創1:26-28, 3, 撒上15:22-23, 傳12:13, 太3:17, 羅5:12-21, 林前15:20-22, 42:50, 林後5:17-21,
弗2:12-22, 西1:18-23  13  太3:10, 16:19, 約15:1-5, 羅2:13, 12:4-8, 林前3:5-14, 林後5:9-10, 弗2:19-22, 4:7-8, 11-13, 彼前2:4-5  14  太10:37-39, 16:24-26, 路9:23-26, 14:26-27, 33, 18:28-
30, 約12:25, 羅8:12-13, 35-37, 加5:16-17, 24, 腓3:7-11, 西3:5, 多2:12-14  15  太7:21, 路9:23, 羅7:4-6, 8:10-11, 林前15:22, 弗2:1-6, 西2:10-15, 3:1-3  16  太6:10, 33, 路5:10-11, 27-28, 10:
1-3, 9, 17, 19-20  17  箴11:30, 傳12:13, 賽64:8, 太6:10, 7:7-8, 約4:34, 15:3-5, 羅8:35-39, 腓3:8-15, 啟3:20  18  太16:24, 羅6:2-14, 加2:20, 6:14, 西1:20-27  19  約1:29, 羅5:8-9, 弗2:13-
16, 來9:11-14, 10:26-27, 啟1:5-6, 5:9  20  太26:28, 可16:16, 羅3:22-26, 5:8-11, 弗2:13-22, 西1:20-23, 約一1:7, 5:4-5  21  詩32:5, 箴28:13, 耶3:12-13, 羅14:11-12, 約一1:9  22  約12:24, 羅
6:2-14, 8:13, 林前15:31, 50, 加3:27, 西2:12  23  約4:34, 5:30, 6:38, 7:16, 42, 徒3:25-26, 13:22-23, 羅1:3-4, 提後2:8, 來2:16-18  24  太26:28, 羅3:24-25, 6:10-11, 來7:27, 13:12, 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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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4月 12日

阿肯色州，阿爾瑪市，郵編 72921，郵箱 398，

聖阿拉摩基督教會

托尼‧阿拉摩世界牧師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我興致勃勃地讀完了您的文章和寄給美屬薩摩亞參議員的小冊

子。

我是本地公理基督教會的教友，也是一名參加在屬地舉行的各種

活動的積極分子。我正經歷著一場家庭糾紛（尤其是與我的丈夫）。

但我一直在祈禱，希望天主會回應。

我希望能得到一本《彌賽亞》，因為我非常想瞭解您的教會。

盼望能夠從您以上的傳真號碼中收到您的回信。

真誠及神祐的

Maria Tiponi Vaifanua

美屬薩摩亞議會
Pago Pago, American Samoa 96799

電話(648)633-4056/4565 傳真(648)633-1638

參議院主席秘書   Maria Tiponi Viafanua 辦公室

新澤西

我剛剛讀完托尼‧阿拉摩牧師的《繁榮》和

《撒旦的秘密代理》。這兩本書是我走過街角時拾

到的。閱後我想，那些把書扔在街上的人真的不知

道被他們留下或拋棄了的究竟是甚麼。

禱告的結尾部分說，我可以來函索取其它的

文獻、錄音帶或是一本《彌賽亞》。或許您可以告

訴我如何才能得到這本書。謝謝您。

J． G ．                  新澤西州，東橙市

獲得拯救的五個步驟

(接第1頁)

阿拉摩牧師﹕

您幫助我見到了光明!以前我並不信奉神，但讀

了您網頁上的文獻和人們送給我的各種小冊子之後，

我認識到您傳授的福音是這個地球上的真理!我既懼

怕神又熱愛神，而現在我是活著的神的兒子的新娘，

是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的女兒。

衷心地感謝

安娜                            紐約州，紐約市

紐約州

極的權力位置，25 我們必須持續克制自己的

私欲和舊的生活方式。只有這樣，我們才可

能為神並與神一起治理人世，實現神在人世

間建立天國的目的。26 如果我們的意圖就是

神真正的心願，而不是我們自己或世人的欲

望，那麼，我們將進行獲得拯救的第三步，

即從我們死去的、荒廢的、充滿罪孽的亞當

式的前生中復活，昇華成為基督的積極而不

朽的生命，一種根據神的期願和目的必須擁

有的生命，以便我們在世時能夠積極地為神

統治這個世界。27

獲得拯救的第四步是高昇。28 當我們在

世上生活時，高昇就是獲得神所賜予的、同

基督一起為神建立人間天國而施治的精神權

柄。高昇運作有序，其中的每一個位置都是

由神而不是由人安排的。29 獲得拯救的最後

一個步驟是在神賜予的、高昇權位上為神積

極地治理世界。30

神將自己的形象賜給了人，因此當我們

以聖靈與神結合時，我們完全能夠用神的言

語和行動來表達神。31 神的意願是要我們在

世上積極地代表祂的權柄，並且積極成功地

制裁神的敵人——魔鬼——對我們的一切攻

擊，不論是對我們靈魂、心智、良心、磨難

和高昇方面的攻擊，還是妄圖剝奪神賜予我

們的治理自身、房屋、教會、每種麻煩、每

個困難以及每種誘惑的權力。

保羅這樣描述了他受洗於基督之死和為

了能成功地代基督治理一切而持續不懈地管

制自己的方法﹕“我是天天冒死”（林前15:

31）。32 換言之，保羅每日都遏制自己的私

欲，這樣他不但有可能時刻切記神在人世建

立天國的願望，而且得以保持崇高的精神權

位去成功地實現神的目標。　　

對基督教徒而言，最重要的是熟悉和理

解神所賜予他們的、在教會中高昇的地位或

級別，以及神希望他們在這一權位上所完成

的使命。我們必須理解神所制訂的權力等級，

以便使我們的所作所為與神賜的地位相符。

如果我們僭越自己的地位或是無法勝任神賜

的權位，那麼我們的級別和權力就將被取締。

這是因為我們脫離了神在教會——基督之身

體、祂的新娘——中所安排的權力秩序的緣

故。

舊約全書中總是有一位帶著神賜的權力、

為神統領人世的主要的精神領袖。例如摩西，

他意識到了神的權威在他之上以及神為他安

排的權位。無論出現甚麼難題或麻煩，摩西

都會以祈禱的方式去尋求神的幫助。33 而神

之所以為摩西解決他面臨的所有難題或麻煩，

是因為摩西信奉神，並祈求神的幫助。34 我

們必須像摩西那樣服從神的權威。35 當面臨

棘手的困難時，以摩西的例子為指導，像他

那樣以對神信心百倍的祈禱來處理之。請記

住，倘若沒有基督，我們將一事無成。36

摩西應該去見法老并對他說，“容我的

百姓去”（出7:16），37 這都是神的意願。

摩西自己並不想那樣做。他曾與神爭辦。38 後

來他為了完成神的意願而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因為摩西的服從，神賜予摩西控制天災的權

力，即懲罰埃及的十大天災的權力。39 此外，

當摩西向著紅海高伸手杖時，神將海水分開，

向以色列的兒女們顯現出可以行走的乾地。40

這一支配天災和紅海的權力旨在向以色列和

我們所有的人顯示，摩西被神安置在一個切

實有效的權位上。他被安置在那裏為的是代

神統領以色列和埃及，代神統領那些可能會

為了以色列和埃及而爭鬥的每一個君王，41 以

及所有那些企圖推翻神賜予的統領猶太人和

一切其他事物的權力的人。

與摩西一樣，約書亞也是精忠信奉了神

四十年。因此神賜予他很高的權位去為神治

25  羅6:4-11, 林前9:27, 15:31, 加5:24  26  羅6:13-14, 7:4, 弗2:5-6, 10, 啟5:10  27  羅6:3-13, 腓2:3-5, 12-16, 彼前1:13-16, 22-23  28  約17:21-24, 羅8:11, 14-17, 弗2:6, 4:10-16, 來6:1-2, 9-12  29  出
3:1-6, 10-12, 28:1, 民1章, 撒上10:24-26, 16:11-13, 耶1:4-10, 太15:13-14, 20:21-23, 林前3:5-11, 林後10:12-18, 來5:4  30  太10:5-8, 可16:15-18, 羅5:17, 林後10:4-6, 弗4:1-3, 提後4:1-2, 多1:9-11, 13  31
創1:26, 太5:14-16, 約14:15-20, 23, 15:4-11, 17:21-23, 26, 林後5:5:17-21  32  約5:30, 6:38, 林前9:27, 腓2:8, 3:8-16, 西2:11-12  33  出15:24-25, 17:1-6, 32:9-14, 33:12-17, 民11:1-2, 9-23, 12章, 16:
20-35, 20:1-8  34  出8, 9, 10, 11章, 12:1-41, 51, 14:10-31, 17:1-6, 32:9-14, 民11:1-2, 9-23, 16:20-35, 21:23-24, 31:1-8  35  雅4:7, 彼前5:5  36  約14:6, 15:4-6  37  出3:7-10  38  出3:11, 4:1, 10-14
39  出8, 9, 10, 11, 12章  40  出14:26-30, 15:19, 書2:10, 4:23, 詩66:6, 來11:29  41  出3:4-18, 6:26-29, 7:1-2, 19:3-8, 民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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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候死囚

有關人士﹕

我叫Ｊ．Ｆ．，是一個監候死刑的囚

犯。我寫信給您是要感謝您如此仁慈地寄給

我一本聖經。非常感謝您寄聖經來，並希望

您能原諒我遲了幾天才覆信。我是星期五收

到聖經的。我確實很想立即給您回信表示感

謝，但是在我埋頭閱讀聖經時，周末竟在不

知不覺中過去了。說實話，我實在無法表白

3

監 獄

紐約州

親愛的托尼﹕
哦，我收到了您的信，聽到您的消息確實很令人愉快。您的信令我高興了

一天。那是一封美好的信。謝謝您，我的朋友。
托尼，我父親收到了您送來的一卡車東西。他們說要謝謝您，我也感謝您

和所有幫助他們的人。我只想說一句話﹕您們都是非常好的人，願上帝保佑您
們！我的朋友，我試圖做好事，但正如您所知，我們都需要幫助，而我在這方
面卻很差。我所能做的就是尋求一些幫助，而您——我的朋友——就是我希望
能幫助我的人，因為您知識淵博。假如我想瞭解甚麼事情，我首先會選擇請教
您，因為我信任您。我知道您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托尼，我出來以後很想去
見您。我們可以一起禱告，我將被拯救。我想我需要這些。只是想讓您知道，
我衷心地感謝您——我的朋友。您大為改善了我的生命。上帝保佑您。
您的朋友
G． B． 　　　　　　　              德克薩斯州，德克薩卡納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

我叫Ｗ．Ｓ．，在獄中從上天獲得了新

生。1996年的某個時候，我得到了您的通訊

《唯一的神》。對我來說，那份通訊真是太好

了。我本人在1993年 11月 20日至1997年 9

月 11 日期間被監禁。

最近，我把廢紙丟進回收箱時，發現了

您的一份題為《你的路》的通訊。像《唯一

的神》一樣，《你的路》對我來說是一個傑

作。我把這兩份通訊都保留在一起。

托尼，您的資料幫助我理解了“聖經中

的耶穌”。我很願意來阿肯色見您，並做一

名基督教會的助手。

您的耶穌基督弟兄

W． S．　　           紐約州，山谷宅

(轉第5頁)

德克薩斯州

理人世。42 神提昇約書亞繼承摩西的權位去

治理以色列，以便他能夠帶領以色列人在聖

地迦南象征性地建立人間天國。43

當時只有約書亞有權作為以色列的統治

者代神治理世界，因為約書亞忠貞不渝地服

從神的權威。神不僅賜予他治理以色列和他

的敵人的權力，而且還賜予他統治太陽系的

權力。在《約書亞記》第十章中，我們讀到

神回應了約書亞的禱告（即請求神將日月停

止在天空不動，直到他代神完成那一天的任

務為止）。44 這就告訴我們，當我們的生命

成熟並在基督身上獲得代神治理的權力之時，

我們就無所不能，因為在以信奉的方式效忠

於神的至高境界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神命令太陽和月亮為了約書亞而在天空靜止

不動，是因為約書亞不但知道神的權威，而

且瞭解他自己在神之下的權位。他知道神的

目的、意圖和願望。約書亞絕不會允許任何

人干擾、妨礙他受之於神的權位。

由於那三個希伯來少年和但以理代神積

極地治理，他們被賜予支配窯中烈火的權力。45

“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

有火燎的氣味”（但3:27）。但以理具有上

天所賜的權位，所以神“封住獅子的口”（但

6:22）。《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中描述了許

多其他的人，他們不僅被神賜予精神上的權

位，而且在他們的權位上治理得卓有成效，

因為他們虔誠地信奉神。那些效忠於神威的

人將會始終保持神賜予他們的代神治理教會

的權力。46

大衛認出並尊重神賜予掃羅王的權柄。47

雖然掃羅出於嫉妒，曾多次試圖殺害大衛，

而且大衛也有過不止一次的機會可以殺死掃

羅，但是大衛並沒想要推翻掃羅王，因為掃

羅統治以色列的王位是神賜予他的。大衛想，

自己是何許人，怎麼可以趕走神安置在那個

權位上的王呢？大衛光明正大地一直等到神

免去掃羅的王位。神可能會收回恩賜的權力，

而大衛卻不會。因為大衛遵守神的聖訓並服

從神的權威，所以神將他昇到了掃羅統治以

色列和猶大的王位。48

在新約中，基督是世上第一個在各方面

都完全服從神的權威的人。由於在一切事情

上都忠貞不渝，基督成為一個新創人類的、

戰勝者們的首領，將代神治理世界。49 這些

戰勝者將會接替基督，以三位一體的神靈的

方式代神治理人世，為世間帶來天國或是在

世間重建天國，像耶穌那樣去表明對神的熱

愛，像耶穌那樣去表示對撒旦的仇恨，並且

清楚地展示他們的力量，以粉碎撒旦破壞教

會在世上代神治理人的企圖。50

作為一個人，一個男孩，基督向父母和

其他人表現出自己對神的權威的虔誠信奉。51

聖經上說，基督服從神的每一條戒訓，甚至

服從要祂死在十字架上的戒訓。52

在基督成功地完成了在世上代神統治——

包括祂的死亡、復活和昇天在內——的使命之

後，我們在《以弗所書》1:20-23節中讀到關

於基督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統治萬物的權力

和力量。在這些章節中神使基督“從死裏復

活，叫他〔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右邊在此象征著神的全部權威和力量〕遠

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

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基督〕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在基督任期內，有一個百夫長認出並理

解了基督在世上代神統治的權位，以及自己

作為百夫長的職權，希望為他的僕人治病。

耶穌告訴這位百夫長說，願意到他家去為他

的僕人治病。百夫長告訴耶穌不必那樣做。

一個原因是他感到他不配讓基督進他的家門。

他告訴耶穌他也是一個有權之人，並解釋說

他叫他的人走他們就會走，叫他們來他們就

會來，叫他們做甚麼他們就會做甚麼。53 但

他看到過或聽說過耶穌為證實對神天父的效

忠而施行的許多奇蹟。耶穌有權力治愈所有

的病人，54  驅逐骯髒的靈魂，55  使死人復

42  出24:13, 32:17, 33:9-11, 民14:6-9, 30, 37-38, 32:11-12  43  民27:18-23, 申1:38, 31:3, 7-8, 34:9, 書1:1-9  44  書10:12-14  45  但1:6-20, 2, 3, 4, 5, 6章  46  林前13:4-8, 16:15-16, 弗5:22, 西3:
18, 來13:17, 雅4:7-8, 彼前5:5-6, 約一5:3-4  47  撒上24:2-12, 26:7-11, 撒下1:14, 21  48  撒上16:11-13, 撒下5:4-5  49  出19:5-6, 彼前2:9-10  50  太3:15-17, 約1:14, 17:4-9, 羅5:18, 加4:4-7, 腓2:8-11,
彼前1:18-19, 2:6, 21-24, 啟1:5  51  路2:51-52, 加4:1-2  52  腓2:8-11  53  路7:1-10  54  太4:24, 8:1-4, 13-17, 9:1-8, 20-22, 27-31, 12:10-13, 14:14, 34-36, 15:21-28, 30, 路6:6-10, 17-19, 7:21-22, 約
4:46-54  55  太8:16-17, 28-32, 9:32-33, 12:22, 17:14-21, 可1:23-27, 5:2-13, 7:24-30, 路9:38-42

我是多麼地感謝您寄給我聖經。我會珍惜這

本書，並且相信我會從中獲得精神力量。我

知道您或許很忙，但是假如您能盡力抽空給

我寫一、兩句話，讓我知道我的信已順利送

到您的手中，並且得知您一切均好，我將十

分感謝。

真誠的、永遠尊敬您的

J．F．          加利福尼亞州，聖昆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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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撰寫了數本出

色的小冊子，並由著名的Ｏ．Ｍ．出版社

在海得拉巴印行出版。阿拉摩牧師目前正

通過設在印度南部阿瑪拉普蘭的地區辦公

室在印度分發這些小冊子。這間地區辦公

室由著名牧師和福音傳道者Ｄ．湯馬斯‧

摩西牧師主持。

我們走進各處的村莊，發現不少教堂

都陳列著阿拉摩基督教會的海報。阿拉摩

基督教會已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因

為這個教會免費發送數以千計的聖經，幾

乎每個家庭都有一本由這個教會供給的聖

經。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沒有任何教會在印

度免費發送過聖經，因此阿拉摩基督教會

的這一慈善行動就更加廣為人知。在印度，

一本聖經的售價將近80盧比，這使得一些

貧窮的基督教徒無法擁有聖經。阿拉摩牧

師的教會使每個貧窮的基督教徒都能夠擁

有一本聖經，都能讀到聖經，因此也在印

度為主基督挽救了更多失落的靈魂。

托尼‧阿拉摩，這位美國教會的創始者，

一直將他的全部時間都用來撰寫文獻，耗資數

千美元出版這些文獻並送去印度的幾個村莊免

費發放，使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都能知道基

督，得到主的賜福。人們盼望著阿拉摩牧師在

印度制訂的幾個有益計劃能夠付諸實施，這些

計劃將會使更多貧窮的印度基督徒從他的慈善

行為中受益。就在此刻，千百個貧窮的印度人

正在為阿拉摩牧師和他的教會的長存和成功祈

禱，祝願這個教會在印度的每一個角落順利發

展。

我們確信，這個作為印度主要教會之一的

教會的前景是光明的。我們向阿拉摩牧師致以

最好的祝願。

在阿拉摩牧師教會贊助的幾百位牧師的

支持下，這個教會還在不斷地建立新的教堂

并竭盡全力向印度人民傳授福音。我們祈祝

神為這個教會賜福。

他們在阿瑪拉普蘭還建有一座教會中

心，由 C ． L ．牧師主持。該中心有約兩百

名教友，大部份是從伊斯蘭教昄依過來的信

徒。這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因為在印度其他

的教會中很難見到穆斯林教徒改變信仰，接

受基督為救世主。看到一些穆斯林家庭禱告、

吟唱、手持聖經四處走動的景象確實令人倍

感欣慰。我們相信，愈來愈多的牧師們將會

來自印度的基督之鏡—
2000年 4月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基督牧師，

僅以最神聖的基督名義向您致以問候。我

們收到了您送來的資料，許多人都證實說，您

的文獻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們來到我們教會

幫忙，甚至去教會外幫忙。您的文章正有力地

支持我們宣揚神旨。在我們的報紙上我們使用

了您的教會的名字。我們感到非常榮幸，並且

盼望能夠在您的領導下工作。請接受我們的加

入。我們都是您的工作者，所以在報紙中使用

了您教會的名字作為證據。按照我們教會的方

式，根據《使徒行傳》2:38 節，以我主的名

義，我們共施行了15次洗禮。那些受洗者接受

婆度如

湯馬斯‧摩西牧師在發放聖經。

P． S． R ．牧師與阿拉摩基督教會的鄉村教堂。

湯馬斯‧摩西牧師與P．R．牧師和他的

母親在一起。P．R．牧師是阿拉摩基督

教會在印度當地一個村落的助理牧師。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牧師助理們正在準備發

放免費聖經。

了基督作為他們個人的救世主。他們都願意

在教友中傳經。今年，我向信徒們發送了400

本文冊，我和我的成員們造訪了約 30 戶人

家。我向這個地區的約35人宣講了聖經。我

也很注重街頭集會。弟兄，請為我們祈禱。

如果可能的話，請按月給我們教會寄刊物。

我們永遠為您的教會祈禱。我們祈禱，一直

祈禱到神聽到我們的禱告為止。我們期盼著

您的回音。謝謝您。

您的神的僕人

Ｋ．Ｐ．                 印度，婆度如

令人敬仰的阿拉摩牧師先生﹕
僅以我主耶穌基督的名義向您致以問

候。
我是Ｖ．Ｌ．牧師，是一個部落傳教

士。唐．綏特弟兄和傑拉德弟兄到印度
時，我同Ｊ．Ｅ．牧師已經合作很長時間
了。他們也訪問了我的村莊。能夠為本教
會效力，我深感榮幸。我正在發送您通過
Ｊ．Ｅ．牧師送來的文獻和聖經。

今天我得到了您善心贈送的禮物——

一輛嶄新的自行車。我可以用它來發送
文獻和聖經，用它為基督載回眾多靈魂。

我為我們的教會和對我的支持而祈
禱。我是印度“阿拉摩基督教會”的牧師
成員。我為您的家庭和教會祈禱。為我
們以及為印度禱告。神保佑您，先生。
您的忠誠僕人

Ｖ．Ｌ．牧師
印度，穆伽拉，阿拉摩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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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今 偉 大 的 世 界 改 革

參加牧師會議的手持聖經的婦女。——印度，

阿瑪拉普蘭

J． E．弟兄與剛獲得阿拉摩牧師教會贈送的新自
行車的傳教者們在一起。

聚集在阿拉摩基督教會的一次
會議中的婦女們。——印度

J． E．牧師在觀看修建新洗禮池。

阿拉摩基督教會成員。——印度，阿瑪拉普蘭

獲得拯救的五個步驟

(接第3頁)

(轉第6頁)

會的鄉村教堂。

活，56 在水上行走，57 以及讓風和海水靜

止。58

當基督命令所有的不適、疾病和虛弱都

離去時，它們就必須離去，因為它們瞭解基

督統治它們的力量和權柄。基督有權命令骯

髒的靈魂離去。59 它們瞭解並且服從基督。

基督可以讓死去的人體恢復生機，使人重獲

新生，因為基督有權力和支配死亡的能力。60

每當基督命令死亡離開，死亡就會順從地離

去。於是生機再次進入身體，使之重新復

活，因為死亡、賜予生命的聖靈、以及除了

最終會燒掉的東西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只能

服從基督，否則，將一事無成。61 基督本來

是可以命令不止十二營的天使將祂從死在十

字架上的命運中解救出來的，但是祂為了我

們而沒有這樣做。62 事實上，基督是主宰宇

宙間全部元素，包括太陽、月亮和星辰、天

氣、潮汐、生命、死亡、地獄和墳墓的統

帥。63 祂是我們的信仰和永恆生命的創造者

與完成者。64

這個百夫長十分清楚這一切，因此他對

耶穌說，“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

好了”（太8:8）。“耶穌聽見就稀奇，對

跟從的人說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

中，我也沒有見過”（太8:10）。這個百夫

長相信耶穌是以聖靈的方式存在於人身的

神，是萬物的權柄和統治者。65

如果你的願望就是得到神的權力，從而

使你能夠在教會的權位上在世上代神統治，

你首先就必須服從神的權威。66 教會裏的每

個人都必須服從神的權威，因為所有真正的

權威都是神創立的。67 兒童必須服從他們的

父母，68 研習聖經的學生必須服從那些充滿

聖靈智慧的師長。69 那樣才能在教會中看到

服從。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服從神為了治理教

會而建立的權威。70 這樣，神的使者才能在

教會相應的地位上展示神授予他們的治理萬

物的權力。只有在那時，我們的服從和神賜

予我們的權力才能在這個世界上展示出來。

我們正是這樣才變得能夠代神治理世界的。

那些自己攫取到的或自許的神位並不是

神賜給的權位，因此它們沒有任何權威性。

在世上代神統治的權力之所以被賜予我們僅

僅是因為我們服從我們的權威——神。耶穌

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去完成

神的意願而不是自己的意願〕必昇為高”

（路14:11）。我們永遠不要利用我們的權

力、職位和教會機構去謀私利。我們只能完

成神的意願。我們的權力是神賜予的，因為

我們已經服從了神的意願的唯一目的，即將

天國帶到人間來。71 當我們相互尊重、服從

以基督之體顯世的權威時，我們就是在向世

界、向教會展現我們對神的權威的服從。

世上每一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這個世界

對聖經的背叛，以及使世人去體驗的混亂、

麻煩、悲劇和憂人的違法亂紀現象。如果那

些反叛者和受迷惑的人們能目睹神的命令和

教會中對神的服從，他們心中可能就會充滿

希望，他們可能就會求助於神，那樣，他們

可能會像我們一樣獲得拯救、權力和有條不

紊的生活。正因為此雅各才說，“你們要行

道，不要單單聽道”（雅1:22）。基督和所

有的門徒們都以不同方式說到了這同一件事

情。“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雅22:20）。

世人已經聽夠了空談者的話，但是卻很少看

到把神的言論付諸實踐的人，很少看到會為

了治理自己、治理教會、擊敗撒旦妄想推翻

56  可5:22-24, 35-43, 路7:11-16, 8:41-42, 49-55, 約11:1-44  57  太14:24-33, 可6:45-52  58  太8:24-27, 可4:35-41  59  太9:32-
33, 可1:23-27, 5:2-13, 7:25-30, 9:17-27  60  路7:11-15, 8:41-42, 49-55, 約11:14-17, 39-44  61  創1:3-27, 2:7, 啟1:17-18  62  太
20:28, 26:52-54, 約3:14-17  63  創2:7, 伯9:4-12, 賽40:12, 22, 26, 28, 太28:18, 羅1:20, 西1:16-17  64  太28:18, 西1:16-17, 來12:
2  65  約10:30, 14:6-11, 來1:2-3  66  約10:10, 13:14-15, 15:4, 林前11:1, 腓2:3-12, 彼前2:21  67  出20:12, 箴1:8-9, 提前5:1-3, 彼
前5:5  68  出20:12, 弗6:1-3, 西3:20  69  加4:1-2, 提前2:7  70  林前16:15-16, 來13:17, 雅4:7, 彼前5:5-6  71  太6:9-10, 10:1, 5-
8, 路9:1-5, 14:23, 約5:30, 羅7:4

加入並推動這個教會的壯大發展，我們希望將

來能有成千上萬的牧師加入這個教會。

我們相信，這個前途光明的教會將置身

於印度最優秀教會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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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神的奴僕：

這是神聖戰場的一個士兵

的來信。僅以耶穌基督珍貴的

名義向您致意。讀了您的大作

《神無母親》之後，我很想給

您寫信。其實，這是給予世界

的一條真正的信息，因為它解

釋了救世計劃。我相信，這就

是聖徒保羅在聖經中寫到的秘

密。他的著述是對我們當今的

敵人和偽教的一個沉重打擊。

每一條信息都經過聖經的嚴格

對照，結果發現準確無誤。我

要說，牧師，這不僅是一篇文

章，而且也是在這世界末日之

時帶給世界的真理。因此我願

意鼓勵您將這項工作堅持下去，

神會恩賞您。我想散發您的一

些文獻——任何種類的文獻均

可——特別是《神無母親》。

加納

J．S．牧師（中間穿西服者）與部
分阿拉摩基督教會的成員在一起。
——坦桑尼亞，慕塞馬B． A．副牧師（穿深色西服者）與其合唱

團的部分歌手在一起。——喀麥隆

教友的照片，C．S．牧師。——貝寧，柯圖努

親愛的

阿拉摩牧師：

能給您寫幾個

字我真是非常高

興。我希望在神的

恩典下，一切都在

順利地進行中。

哦，當我第一次讀

到您的一篇著述時，它是那麼令

人感動!我決定投身到這項事業

中。剛開始時我做了不少事，但

後來發覺那都是盲目徒然的。正

是在您的教誨和他人的幫助之

下，我現在才信神了。所以，先

生，我希望能獲得神意，也就是

聖經。就此住筆，我相信您已經

接受了我的請求。謝謝您，願主

保佑您。

您忠實的

Ｅ．Ｂ．       加納，阿庫拉

獲得拯救的五個步驟

(接第5頁)

或摧毀神的王國——正在世間的教會中建立

起來的王國——的一切企圖而接受神的權力

的人。我們要成為善良的撒瑪利亞人(好人)，

並且用這樣的方式來幫助他人。撒旦已經傷

害了世上的每一個人，並且將他們扔進了坑

裏去等死。神將會擢昇那些言行一致地信奉

神的好撒瑪利亞人，以此來痛擊魔鬼及其靈

魂骯髒的幫凶們所犯下的成千上萬的惡行。72

如果我們利用神賜的權力謀私利而不是

促進人間天國的建成，我們就會像魯西佛一

樣。魯西佛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篡奪了神

在天國的權威，正如夏娃在人世間犯了同樣

的罪行。73 這是個人私欲的惡性迸發，是固

執己見、自滿、亞當和魔鬼。這與神的願望

是完全背道而馳的。74

當耶穌求助於榮耀的天父時，天父允準

了耶穌的請求。這是因為基督從不會要求或

做任何違背神的意願的事情。75 基督的每個

要求、每句話、每個行動、每個功績、每個

奇蹟，都正是天父的意願。76

我們對信奉和體驗這獲得拯救的五個步

驟的信念，就是我們在世上的勝利。這一信

念將永遠延續下去。假如我們這些受洗於聖

靈的人們沒有這樣的受洗於聖靈，那麼，我

們就不會再擁有神在教會和生活的各個領域

中行使權力治理萬物的力量，或是不會有對

付我們的敵人——魔鬼——的力量。77 在與

撒旦企圖在教會中破壞神的事業的較量中，

我們也就不能獲得全勝。　

我們是基督的身軀，我們可以為此而感

到歡欣。基督已經為我們展示了怎樣像祂那

樣——也就是用信奉天父的方式——去戰勝

世俗的誘惑。78 因為我們信奉天父，所以既

使是永存的死亡都再也不能控制我們。79 我

們不用考慮如何統治當今的世界，因為我們

並沒有受召去治理它。80 我們也沒有受召去

改造它。我們已經受召去接受一種新的生活，

一種沒有諸如永存的死亡、不適、疾病或者

任何詛咒的生活。81 我們受召去脫離這個世

界，進入一個新的境界中。我們已經受到神

的召喚，讓世界見證到神對於我們這些教會

成員——即基督之身軀——的統治和權威。

神賜予我們權力是為了對魔鬼使用神的權威。

此外，我們還受到召喚，去向這個充滿罪人

的世界表明神的言論。82

忽視我們的得救和我們的統治權位都是

一種罪過。從無罪過的基督只會與一個從不

會有罪過的身軀或新娘結合。83 基督只會存

在於無罪的殿堂中，84 只會存在於那些戰勝

了罪孽、自我和世俗誘惑的人們中間，85 而

這些人是以堅持受洗於基督之死、受難、復

活、昇天以及始終跟隨基督一起治理世界的

方式，來戰勝罪孽、自我和世俗誘惑的。86

所有在基督之身軀中的人最終都必將達

到代神執權的地位。由於撒旦的胡作非為以

及對神的背叛，人們應當受到更多的鼓勵去

代神治理。我們必須學會服從神和代神治理。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點，因為這是為了我

們自己的、永恆的生命!

代神執行全面統治是一種極為高尚而深

刻的體驗。它需要三位一體的神在我們心中

持續地成長。當神的生命在我們心中成長壯

大，達到我們完成了獲得拯救的第三個步驟

後仍然渴望再提高和統治之時，我們知道我

們得救了。如果我們努力地尋找神，我們就

會找到祂。87 如果我們遵守誡命中的第一條，

即全心、全意、全力地愛戴主神，88 我們終

將會到達神寄予我們的願望和意圖的最高階

段，即在世上代神統治、在世上建立天國的

階段。如果我們能代神治理世界，我們就能

同神一道永遠治理天國。89《啟示錄》22:5節

這樣說道，“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

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那些在

世上被基督統治以及代基督統治的人〕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

72  太16:27, 25:14-30, 34-40, 路10:30-37, 彼前5:6, 啟22-12  73  創3:1-6, 賽14:9-20, 斯28:13-19  74  可8:35-38, 路9:23, 羅12:1-2, 林後10:8-18, 加6:8  75  太6:10, 26:42, 約4:34, 5:30, 6:38-40  76  太
12:50, 約5:30, 6:38-40, 14:10-21, 24-31  77  徒1:8  78  約15:5, 16:33, 羅13:12-14, 弗6:10-18, 約一3:8  79  羅6:8-11, 來2:14-15  80  約4:34, 5:30, 6:38-40, 18:36, 加6:8, 提後4:10, 多2:12-13, 雅4:4,
彼後3:10-13, 約一2:15-17  81  賽53:5, 羅13:12-14, 林後5:17  82  可16:15-20, 路9:1-5, 14:23, 徒1:8, 10:37-43, 羅10:12-15, 提後4:2  83  利11:45,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4-18, 弗5:25-27, 腓2:14-
15, 帖前5:23, 彼前1:15-16, 彼後3:14  84  太5:48, 6:24, 林前3:16-17, 來12:14, 彼前2:21-14, 啟21:2-3, 7-8  85  加5:24, 來10:38, 約一2:4-6, 5:4, 啟2:7, 3:5  86  太10:22, 37-39, 路9:23, 羅2:7, 6:3-11,
啟12:11  87  申4:29, 代上28:9, 箴8:17, 耶29:13, 太7:7-8, 路11:9-10  88  申10:12-13, 30:6, 16, 太22:37-38, 可12:28-30  89  啟2:26-28, 3:12,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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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牧師的樂隊與合唱團在愉快地為主
高歌。——象牙海岸，阿比尚

在乍得鄉村傳教。

A．G．牧師給尼也瑞總醫院的護士發
放福音文獻。——肯尼亞，尼也瑞

親愛的基督弟兄﹕
僅以高昇的基督耶穌之名向您問候，

願您成功和平安。謝謝您的關於我將成為
奉耶穌為主的阿拉摩基督教會成員的來信。
哈利路亞!本基督弟兄不抽煙，不喝酒吸
毒，不接觸色情物品、電視和收音機。我
將很愉快地加入耶穌基督的隊伍，竭力促
進教會的成長壯大，以及散發文件。是的，
作為基督徒，我們是出世脫俗的。然而我

加利福尼亞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神保佑您、您的家人和您基督教會的全體成員。謹

以此信表示我的謝意，因為您給我送來了我要求的聖經。

願上帝因您為了弘揚耶穌聖名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而加倍賜

福於您。“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

光照你，賜恩給你”（民數記 6:24-25）。上帝保佑您。

致以基督之愛

A． G．                 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

亞利桑那州

我想要一本聖經。請給我一本

版面大一些的詹姆斯王版的聖

經。就此住筆，願神恩賞您。

我想得到您佈道時的照片和一

張您的家庭照片。謝謝您。

一個戰友

E． A ．        加納，特瑪

(轉第8頁)

從《創世記》到聖經的最後一書，即《啟

示錄》，我們再次看到了神寄予人的願望和

目的就是要人代神為了在人世建立天國而去

施行治理或統治，90 去向世上所有的人宣揚

神道，並且以努力戰勝撒旦歪曲神的信息、

破壞神的事業的任何企圖的方式，來宣佈我

們對撒旦的態度。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

會永遠同神一起統治。

數以千計的基督教友已經達到了獲得拯

救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階段，但他們還從未

超越第四階段，繼而進入到第五階段，即代

基督治理以及和基督共同治理的階段。這是

因為他們散漫、懶惰、淡漠的靈魂從未渴望

過代神統治，或者從未希望高昇到任何統治

的權位。他們從未想過要去從事這項任務。

他們從來不關心教會中出現的任何困難和日

常難處。他們從來不會為解除這些困難而向

神祈求恩助。他們從來不關心教會的工作或

教會的成員、基督之軀體。他們從來不擔憂

他們這種漠不關心的罪孽，根本不把完成獲

得拯救的整個過程、或者實現神寄予祂所造

的每一個人的願望和目的當作一回事。91 他

90  太5:13-16, 約15:1-8, 題後2:3-5  91  傳12:13, 啟3:15-19  92  太10:22, 提前6:11-12, 提後2:3, 雅5:8  93  徒20:28-29, 林前16:13, 弗4:27, 6:17-18, 西4:2, 提後4:5, 雅4:7, 彼前5:8-9  94  太25:14-30,
約8:42-47  95  箴5:21-23, 15:21, 羅1:28-32, 弗4:17-19, 提前4:1-2, 提後3:1-9  96  太24:12, 37-39, 48-51, 可4:18-19, 路12:16-21, 21:34-36, 加5:19-21, 弗5:11, 約一2:15-17  97  詩1:4-6, 賽5:20-24, 太
3:12, 8:12, 13:41-42, 25:41, 46, 路16:23-24, 26  98  撒上22:26-27, 伯4:8, 箴22:8, 何10:13, 太5:7, 林後9:6, 加6:7-8, 雅2:13  99  太7:13-14, 21-23  100  太3:12, 13:41-42, 49-50  101  賽62:6-7, 耶23:
1-4, 斯3:17-21, 33:1-9, 34:4, 9-10, 太10:27-28, 林前9:16  102  羅6:8, 11, 林後13:4, 加2:20  103  弗2:10, 多2:14  104  賽5:20, 耶10:21, 斯34:4-10, 何4:6-9, 亞11:17, 來2:1-3  105  代下7:14, 詩34:14,
18, 箴1:22-23, 28:13, 賽55:6-7, 耶3:12-14, 斯18:21-23  106  詩125:5, 太5:13, 約15:6, 彼後2:20-21

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必須作為耶穌基
督的見證閃耀著我們的燈。本基督弟兄
並非完美，但正在努力地按照上帝、我
們完美無暇的天父的意願改造自己。本
基督弟兄將在這個周末搭便車離開亞利
桑那州。請為我的旅途平安祈禱。謝謝。
基督之愛

S． P．      亞利桑那州，德特蘭城

們知道一些如何在心中信奉基督代神而治的

道理，但是他們沒有實際治理的經驗。因此，

神不會把他們提拔到可以在教會中治理的權

位上。他們永遠不會代神而治，因為他們連

自己都無法管理。他們看見撒旦在教會的不

同領域中肆無忌憚地破壞，但是他們軟弱、

萎靡得根本不能代神懲治撒旦這個破壞者。

那些渴望代基督治理的人們永遠不能懶

惰或怯懦。他們必須非常積極主動、堅持不

懈、對主堅定不移。92 他們必須時刻警惕，

使撒旦在他們的生命和教會中沒有立足之地。93

然而這些人卻從未停止犯罪過，他們仍然是

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命中沒有神的

權威，沒有服從神的證據。他們無視神的權

威，因為神不是他們的權威。94 他們在自我

愚弄、叛逆、混亂、罪孽和物質追求中墮落

了。95 他們沉溺在世俗的音樂、電視節目、

政治、宴飲、偽說教、過度的享受以及一無

所獲的非神性的事情之中。96 由於他們心中

沒有天國，他們也就無法將神的天國施予他

人。他們的目的、欲望和願望是自我的、世

俗的。除非他們痛改前非，否則他們只是一

些對神毫無價值、只能在地獄中被燒盡的廢

物。97 因為他們從不傳播仁慈，所以也得不

到任何善報。98 這些人眼見撒旦在教會中和

世界上為非作歹，但他們卻從未想到向神祈

求幫助，從未想到要給教會帶來勝利，使天

國在教會中展現並再施予世界和他人。

如果教會中存在著這種罪孽的狀況，那

麼全世界將永遠不會看到教會成員服從神的

權威。他們也不能見證到那些代神擊敗撒旦

各種破壞教會和他們自身的企圖的人們所獲

得的勝利。神向我們預言過，只有少數人能

夠進入神的王國。99 其余的幾十億人都將在

地獄中被燒毀。100 假如我不積極地將神的信

息帶給每一個人，特別是在這最後的時刻，

如果不向世界傳達神真正仁慈的信息，我就

會因為玩忽職守而同他們一起被燒毀。101 不

要因為你的態度而去責備神，也不要因為魔

鬼對你的行為而去責備神。應該責備你自己

沒有代神去戰勝魔鬼。假如你能夠自制自責，

基督就會與你同在。102 與你同在的基督將會

服從對神的事業，即教會的治理。103

這些所謂的基督教徒根本不可能在任何

地方為神治理，因為他們已經忽視了如此偉

大的拯救、如此偉大的召喚。104 此外，他們

既散漫又淡漠。主告訴我們說，“只有承認

你的罪孽”（耶3:13），並且“悔改”（太

4:17）。105“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啟

3:2）。你應該積極熱忱，否則“我必從我口

中把你吐出去”（啟3:16）。這意思是說，

主將會把你永遠驅逐出教會，趕回到受譴責

的世界中去。106

任何希望代神統治的人都必須關心和警

覺。決不能因為懼怕魔鬼的傷害而不敢向神

祈求幫助。聖經是這樣描述這一點的，“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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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罪人——的靈魂吧。1 我相信耶穌基督是在世的神的

兒子。2 我相信為了饒恕我的一切罪孽，祂死在十字架上，灑下了祂寶貴的鮮血。3 我相

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裏復活，4 此刻祂坐在神的右邊，聆聽著我的懺悔和祈禱。5 我

敞開心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心中。6 用您在位于髑髏地的十字架上所灑的

寶貴的血，來洗淨我一切骯髒的罪孽。7 您不會拒絕我，主耶穌；您會饒恕我的罪孽，拯

救我的靈魂。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您的話——聖經——就是這樣說的。8 聖經上說，您不

會拒絕任何人，也包括我。9 因此我知道，您已經聽見了我的話，我知道您已經答復了

我，我已經被拯救了。10 主耶穌，感謝您拯救了我的靈魂，我將用照您的指令行事、不

再犯罪的方式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11

1  詩51:5, 羅3:10-12, 23  2  太26:63-64, 27:54, 路1:30-33, 約9:35-37, 羅1:3-4  3  使4:12, 20:28, 羅3:25, 約一

1:7, 啟5:9  4  詩16:9-10, 太28:5-7, 可16:9, 約2:19, 21, 10:17-18, 11:25, 使2:24, 3:15, 羅8:11, 林前15:3-6  5  路

22:69, 使2:25-36, 來10:12-13  6  羅8:11, 林前3:16, 啟3:20  7  弗2:13-22, 來9:22, 13:12, 20-21, 約一1:7, 啟1:

5, 7:14  8  太26:28, 使2:21, 4:12, 弗1:7, 西1:14  9  羅10:13, 雅4:2-3  10  來11:6  11  約8:11, 林前15:10, 啟7:

14, 22:14

(接第7頁)

我們的教會收到了成千上萬封索
要聖經和有關文獻的信件。我們的多
數文獻都有希伯來文、西班牙文、法
文、意大利文、德文、俄文、中文、
韓文、阿爾巴尼亞文、塞比亞文、特
魯古文、印地文、馬拉契文、孟加拉
文以及尼泊爾文的版本。阿拉摩教會
文獻的發行者的數量在全世界範圍內
與日俱增。

獲得拯救的五個步驟

107  代下19:7-9, 詩2:11, 119:157, 161, 賽51:12-13, 太10:28, 腓
1:14, 彼前3:12-14, 啟2:10  108  約1:1-2, 14, 6:63, 14:10, 約一
1:1-3, 2:23, 啟19:13  109  詩125:5, 箴14:14, 耶17:13, 斯33:12-
13, 18, 太5:13, 約15:6, 加4:1, 11  110  詩94:1, 太5:38-40, 43-
45, 路9:5, 羅12:19-21  111  林後6:7, 10:3-6, 弗6:11-17, 提後3:
16-17

112  書24:15, 太6:24, 12:36-37, 約10:27-29, 羅14:11-12, 帖後2:11-12, 來9:27, 10:26-27, 12:13-15, 20-24, 猶14-21, 啟20:12-15, 22:
12  113  太6:20-21, 路12:32, 約3:15-16, 14:2-3, 林後5:1-10, 來5:9, 11:8-10, 16, 彼前1:3-5, 彼後3:9  114  賽33:14, 太3:12, 8:12, 10:
28, 13:41-42, 49-50, 可9:43-44, 羅1:18-32, 帖後2:10-12, 猶5-13, 啟21:8  115  出3:2-3, 太1:18-25, 2:13-14, 19-21, 路1:5-20, 26-38,
2:8-15, 徒7:29-35, 啟21:8  116  撒下3:39, 林前6:9-10, 林後11:13-15  117  太6:24, 路12:5-10, 16:13, 約14:23-24, 來10:38, 約一2:4

Tony Alamo, World Pastor, Holy Alamo Christian Church - P. O. Box 398 - Alma, Arkansas 72921 USA

二十四小時祈禱與諮詢號碼如下﹕ (479) 782-7370     傳真 (479) 782-7406 萬維網址 www.alamoministries.com

　　阿拉摩教會向所有真心誠意為主竭盡全力奉獻的人們免費提供食宿。

洛杉機教會 13136 Sierra Hwy., Canyon Country, California 91390每天晚上八點、星期天下午三點及晚上八點開始禮拜。
每次禮拜結束後，都提供食物。在加利福尼亞州好萊塢市的好萊塢大道的街口和高地大街之間，提供來往免費接送服務。

時間為每晚六點半，星期天下午一點半及晚上六點半。在阿肯色州福德史密斯市、

以及阿肯色州特扎卡那市以南十五分鐘遠，每晚都有禮拜。請來電查詢地點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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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剛完成了獲得拯救的五個必要步驟

中的第一步。你的第二個步驟是拒絕自我，為

了改造自己而每日身負十字架，也就是要遏止

你的個人意願、自我感情以及充滿各種欲望的

世界。所有這些都必須在基督之死中受洗禮。

第三個步驟是痛改前非，把亞當的罪孽生活方

式改變成為基督無罪純潔的生活方式。第四步

是上昇到替神統治人世的一個權力地位。第五

步則是為神統治人世直到最終，以便達到將天

國帶到世上的目的。你必須學習聖經，然後服

從神，嚴格按照聖經的教導行事，從而讓教會

和世界目睹你對神、對神的指令和神權的服

從。

讚美主吧。願神賜你以厚福。

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

怯的、不信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

湖裏”（啟21:8）。我們被命令，除了神和

祂所言的真理，107 亦即神 108 之外，永遠不

要懼怕任何東西和任何人。覺醒吧，為基督

而治理世界！否則，你將在非神的意願中墮

落。神要使你懂得，如果你現在還遲遲不決

定是否代神治理世界，你將不會再被留在教

會裏，而只會因為你的叛逆和違抗而被扔回

到亞當那裏。109

《啟示錄》第二章告訴了我們基督的身

體的一種不完美性。一些基督教徒放棄了他

們的精神權位。基督這樣解釋說﹕“然而有

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

知的婦人耶洗別〔當代的各種偽宗教〕教導

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奸淫〔不服從真實的

神的話和神的真正目的〕，吃祭偶像之物〔接

受那些誤導人們的說教，不遵照神願，而是

追隨己所欲為、世俗的、死亡和無盡的地獄

的生活方式〕”（啟2:18-20）。

在新約中，主從不允許祂的兒女們為他

們自己報仇或懲罰那些不信奉聖經的人們。110

我們反對不信奉聖經的武器就是聖經，就是

神的言論。111 正如主所說，宣講聖經“我口

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

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

亨通”（賽55:11）。　　

正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才必須選擇自己

的命運和自己永恆的歸宿。112 如果我們說我

們還想等待一陣再決定是否服從神，那麼無

疑，我們就是在拒絕神寄予我們在天國中永

生的願望，113 我們就是在選擇下地獄，永遠

備受煎熬和磨難。114 神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

仁慈是多麼美好啊!它告訴我們，“惡人當離

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憫他當歸向我們

的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賽55:7）。倘

若我們對神關於生命的訓誨置若罔聞，我們

就無法得到神的任何救助。

《希伯來書》2:2-4中說，“那借著天

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115 凡干悖逆的，

都受了該受的報應。116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

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

的，後來是〔那些〕聽見〔主的話〕的人給

我們證實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

事和百般的異能，並〔用〕聖靈的恩賜同他

們作見證。”

那些信奉神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

被定罪”（可16:16）。如果你信奉神，你就

會按神所說的話行事；如果你不信奉神，你

就不會這樣做。我們不允許有一仆二主的行

為，絲毫也不允許。117 假如你的願望是為神

工作，是在天國中得到永生，那麼就按以下

的禱告開始你被徹底獲救的五個步驟的第一

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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