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的 輓 具

如今聖靈正在順利地運行，將神的兒子們帶入神的完美意願的

絕對境界。

這是神作準備的日子，神在此時準備著將祂的榮耀傾注出來、

讓全世界都能目睹的方式。這一方式便是神在地球上的軀體，是按

照神的兒子的形象歷盡磨練和嚴峻考驗的一批光榮的人們。這是神

將用來征服諸國和戰勝神的一切敵人的“戰斧和戰鬥武器”。這是

神“強大而堅固的力量”，神將讓它來負責裁決這個世界的工作。

這是神的戰勝者，是神將用來使萬國順服的“偉大的軍隊”。他們

的戰鬥武器並非世俗的普通武器，而是來自神的強有力的、無堅不

摧的武器。這是那些將會強大並且將會取得輝煌成就的人們。不過，

在神將這一偉大而艱巨的重任交付到他們手中之前，他們必須服從

主的戒律，讓主真正成為他們整個生命之主。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處理公開的罪孽的問題，但此刻神卻在處

理我們自己意願中的內心反叛。如今一些好的基督徒還未被處理到，

因為他們並不在最好的基督徒之列。然而，神確實正在處理那些受

到神的崇高召喚的人們。這是非常真實的事情，是精煉者之火的工

作。對那些正在經歷這一磨練的人們來說，磨練的某些方面是令人

恐怖的，但卻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當我們被帶入絕對、完全服

從主的意願的境界時，其最終結果將是燦爛輝煌的。

神是在位于俄克拉荷馬州的土桑市舉行的一次牧師大會和討論

會期間給我幻象的，在此我想與你們一起分享這一有關駕馭我們個

人意願的經驗。有三十多位牧師參加了星期四早晨的那次禮拜。神

——聖靈之父——也降臨在場，為的是糾正和懲戒祂的兒子們，要

他們絕對服從神的意願。與神靈的交流是那般莊嚴，以至于誰都不

能去教士和牧師那兒。除了聖靈的直接指令以外，牧師們誰都不願

說任何話。在全能的神的令人敬畏的出席下，那些牧師們紛

紛就座，他們有的已當了多年的牧師，有的是傳教士，每個

人都能站起身來，發表一番激動人心的佈道。他們對聖靈戒

律的反應方式令我印象深刻。就在神與我們的靈魂相接觸

時，聖靈賦予了我一個幻象⋯⋯

我看見了國王的馬車

在一片廣闊的田野中央的一條土路上，停放著一輛美

麗的馬車，頗像一輛驛馬車，但車身都鑲著金邊，並且帶有

精美的雕刻。車由六匹栗色的馬拉著，前面兩匹，中間兩

匹，後面兩匹。但是那些馬並沒有走動。不知道是甚麼緣

故，牠們並沒有拉車。隨後我看到了車底下的車夫，他躺在

後邊那兩匹馬的馬蹄旁邊的地上，正在馬車的兩個前輪之間

阿拉摩牧師﹕

我出生在尼日利亞的拉傑斯。

後來父母為了使我的兄弟姐妹進入

較好的學校，我們全家搬到了英格

蘭的斯多克港城。

我13 歲時就把自己的生命奉

獻給了神。18歲時我決定來美國，

到德克薩斯州的一個教會去給一位

負責青少年教徒的牧師當秘書。五

年後，我在那裏遇到了最有名的基

督教唱片錄音藝術家之一。她問我

是否想簽約，從事室內錄音工作。

那以後不久，我便容許撒旦折磨我，

說我的生活枯燥無味。我需要開開

眼界、見識世界。

六個月後我來到好萊塢，墮入

罪孽生活的泥潭中。我遇見了好萊

塢一個最大的販毒者，與他廝混在

一起。感謝主，我從來沒有吸毒的

願望。我有時嘗試喝酒，但是我曾

經因為酒精中毒而洗過胃。

在那十個月期間，我生活在一

個似乎是永恆的罪惡世界中。我的

生活中沒有任何事情會成功。我的

錄音交易失敗了。我讓自己看到了

慢性自殺的吸毒者，看到了被槍殺

的人們。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請記住我，我是R.B.，您的朋友和共事於主的同事。許多人都已

聽說您發來的信息。我們最近收到了《你的路》這本小冊子，許多人都
已收到了。請永遠不要忘記我以及在錫安山教會和聯誼中心的人們。您
的出版物對拓展神的王國的事業幫助極大。

您誠摯的R.B.

阿拉摩牧師﹕

謝謝您。雖然我是個很久沒有履行責任的基督徒，但我很欣賞您的網

頁及其內容。

N.A.                                          蘇格蘭，格拉斯哥

我最喜歡的見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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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聖靈的信息

加利福尼亞州

通過因特網寄來的信

info@alamoministries.com請依以下地址與我們聯絡﹕
(轉第7頁)

終於有一天，我放了四天的

假，獨自去了一家旅店，把臉伏

在地上開始哭喊，請求神救我脫

離困境。

兩個星期之後，我一反往常

的做法，乘公共汽車去了好萊塢

大道。我平常總是步行去那裏的。

我看見您教會的弟兄們正在好萊

塢大道上發放文獻。我拿了一份，

走出十尺之外才回過頭來問這是

甚麼樣的教會。那位弟兄說，“我

們是以詹姆士王版的聖經為依據

的基督原教教會”。於是我對他

說，“我去告訴我的男朋友我要

去教堂。我立刻就回來”。但是

我心裏很清楚，如果我真去他那

兒的話，就不會再回來去教堂了。

但是，在主的安排下，我並

沒有去我男朋友那兒，因為他的

一個朋友看到了我，告訴我說他

不在那裏。於是我來到教堂，將

我的生命再次交給了神。

我讚美神並且感謝神，祂寬

恕了我的靈魂，聽到了我的哭喊。

神保佑您，托尼，因為您的

教會收容了我。

L.M.　　       加州峽谷縣

托尼‧阿拉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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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我們的身體與物質世界進行交

流，通過我們的靈魂與精神世界進行交流。1

我們決不能用思想或者情感與精神世界進行交

流。2 再重申一次，我們與精神世界交流的方

式是靈魂中的秘密能力，也就是被一些人愚蠢

地稱之為本能的東西。3

當神的神性本質進入我們人類的本質時，

如果我們能夠看到靈魂中那個秘密的部分與聖

靈相融合的方式，那麼

我們就不難理解神與人

之間相互交流的性質。4

為了使我們能夠與神交

流，我們不僅必須具備

與神相似的本質，而且

還必須開始使神性在我

們的體內生長的程序過

程。5“神是個靈，所

以拜祂的〔人都〕必須

用心和誠實〔地〕拜祂”

（約 4:24）。

世上的每一個人

在本質上都是人類。6

當我們在聖靈中復活再生時，我們才具有兩種

性質。7 人性和神性都會成為我們的性。8 這

就意味著神和人合二為一，成了“神人。”

使徒保羅在《羅馬人書》第7章通過聖靈

解釋說，在我們獲得拯救的那一刻進入我們體

內的神性，恰恰就是我們的罪惡人性的對立

面。9 神性和人性經常不斷地互相交戰。10 只

有當我們徹底順從神性時，我們才很有可能抑

制和遏止我們的人性、自我意願以及世俗的三

大欲望。11 當我們以完全順從神的聖靈——即

神性——的方式最終拒絕我們的人性時，這一

重大的交戰才會結束。換言之，當我們的意願

選擇了神性而不是那些沒有成果的晦暗部份

——這些部份屬於神的敵人、我們的罪孽的人

性——時，我們的肉體和己見，亦即為我們帶

來了如此眾多的麻煩的人性，才會被抑制、被

遏止。12

使徒保羅所選擇的是只依靠神性生活。

正因為此，他才戰勝了他罪孽的人性、自我意

願以及對世俗的關心。13 在《羅馬人書》第7

章第 25節中，保羅“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因為神的生命、力量和心智生存

在保羅的心中。在保羅的意識中，他的願望就

是事奉神。但是正如他在《羅馬人書》第7-8

章中所承認的那樣，假如沒有在他心中生存、

1  約4:23-24, 14:26, 15:7, 16:13-15, 17:21-23, 26, 徒2:1-4, 16-18, 羅8:11, 16-17, 26-27, 林前14:15, 弗2:18-, 3:10-12, 16-21, 6:18, 來4:15-16, 約一2:27, 3:24, 猶20  2  詩94:11, 羅8:5-8, 林前3:18-20, 弗4:22-24, 來
4:10  3  約14:15-24, 林後13:14, 加4:6, 約一3:24, 4:13  4  約14:15-16, 15:5,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6, 加2:20, 約一3:24  5  約17:21-26, 林前6:15-17, 林後5:17, 21, 加3:27, 來2:10-11, 彼前1:15-16, 彼後1:
3-4  6  創8:21, 伯15:14, 25:4-6, 詩14:2-3, 51:5, 94:11, 賽53:6, 64:6, 耶47:9-10, 羅3:23, 7:5, 15-24, 弗2:2-3, 雅4:1, 5  7  約3:3-7, 5:24, 羅6:3-14, 林後4:10-14, 弗2:1-6, 西2:10-13  8  拉36:25-26, 羅7:22-25, 8:1-
8, 13:14, 弗2:1-6, 西3:5-16, 彼後1:3-11  9  羅7:5-25  10  可14:38, 羅8:5-8, 林前2:14, 加5:17, 彼前2:11  11  約一2:16-17  12  羅6:1-14, 18-23, 8:7-14, 加2:20, 5:16, 19-25, 弗2:1-7, 5:3-16, 西3:1-17  13  羅8:1-2,
林前15:57, 加5:24-25  14  路9:23-24, 約8:31-32, 腓3:8-16, 西1:9-11, 21-23, 彼後1:5-13, 約一2:24-26  15  羅8:1-13, 林前9:27, 15:31, 林後5:10-11, 加5:24-25, 西3:1-11  16  太6:24  17  太1:18-20, 23, 路1:30-35, 西
2:9-10  18  賽7:14-15, 太4:1-11, 約6:38, 羅8:3, 腓2:4-8, 來4:15, 5:8, 彼前2:21  19  約14:12-20, 23, 17:22-23, 羅8:11, 林後4:7, 10-14, 6:16-18  20  太10:38-39, 路14:27, 33, 約12:25, 14:12, 羅8:12-14, 加2:20  21
太12:36, 約14:10-11, 雅1:22-25, 2:14-26, 啟20:12  22  太25:20-23, 31-40, 約14:2-3, 林前2:9, 林後5:1, 西1:3-6, 12, 來11:16, 彼前1:3-4, 啟21:1-5, 9-27

當喬伊．萊特牧師被請來為肯薩斯州參議院的新會致開幕詞時，人人都以為又會

是一番老生常談式的泛泛而論，然而他們聽到的卻是這樣的話﹕“天父，今天我們來到

您面前，請求您的饒恕並尋求您的方向和引導。我們知道您說過“願那些稱邪惡為美

好的人受難”，而這正是我們的所作所為。

我們已經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點，顛倒了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懺悔我們嘲弄了

聖經的絕對真實性，反而將之稱為多元論；我們信奉了其它的神，反而稱之為多元文

化主義；我們認可了墮落，反而稱之為有選擇性的生活方式；我們剝削了窮人，反而

稱之為樂透彩券；我們獎勵了懶惰，反而稱之為福利；我們殺死了尚未出世的胎兒，

反而稱之為選擇；我們槍繫墮胎者，反而稱之為正當有理；我們忽視了嚴格管教子

女，反而稱之為培養他們的自尊；我們濫用職權，反而稱之為政治；我們垂涎鄰居的

財產，反而稱之為有遠大抱負；我們用褻瀆的言行和淫穢的東西污染社會空氣，反而

稱之為言論自由；我們嘲弄開國先軀們制訂的久經考驗的準則，反而稱之為開明。

神啊，今天請驗查我們，瞭解我們的心意吧；洗淨我們的每一項罪孽，解救我們

吧。我們以您的兒子、救世主耶穌基督的名義，祈求您引導並賜福給那些被派來帶領

我們去實現您的心願的男人和女人們。阿門。”　　

反應立刻出現了。在祈禱中，有一些議員退場以示抗議。在短短的六個星期內，

萊特牧師所在的中央基督教會收到五千多個電話，其中持異議的電話僅有47個。這個

教會目前收到來自印度、非洲和韓國的國際性的請求，要求提供這篇禱告的復印件。

評論家保羅‧哈維在電台的“故事的其它方面”這一節目中播放了這篇禱告之後，收

到了比他播放過的其它任何節目都更為強烈的聽眾反應。藉主的幫助，願這篇禱告傳

遍全美國，真誠地盼望它能成為我們的願望，從而使我們的國家能夠再次被稱為神屬

下的一個國家。可能的話，請將這篇禱告傳給您的朋友。“假如你不支持某些事情的

話，你就會在一切事情上隨波逐流。”

阿拉摩牧師

運作、並且每日更新的神性的幫助，他是無法

這樣做的。14 保羅還承認，為了使神性能在他

心中生存和運作，他必須每天都否定自己的人

性。15 此外，保羅承認如果沒有神性，他就會

只剩下一種性，即罪孽的人性，而這一人性只

能為“罪和死的律”（羅8:2）服務。但是，由

於他體內的聖靈每日都抑制和遏止他的人性，

神性就成了保羅體內唯一的性。保羅繼續不斷

地選擇讓神性生存在他生活的每一天中，直到

他去世為止。保羅為了自己的靈魂和其他許多

靈魂而選擇了正確的性。保羅只會為“（在基

督耶穌裏）賜生命聖靈的律”（羅8:2）服務。

任何人如果不為基督耶穌裏賜生命聖靈的律服

務，那麼他們肯定就是在為“罪和死的律”

（羅 8:2）服務。究竟服從哪個律法，取決於

我們自己的意願。選擇熱愛、服從或是鄙視哪

個主人，也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意願。16

保羅在《羅馬人書》第8章第1節中明白

地告訴我們，“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人〕

就不定罪了，因為他們不是跟著肉體〔人性〕、

而是跟著神的靈〔神性〕走”。保羅在第2節

中強調了第1節的意思，說，“因為賜生命聖

靈的律，在基督耶穌〔神性〕裏釋放了我，使

我脫離罪和死的律〔罪孽的人性〕了。律法

〔罪和死的〕既因肉體〔人性〕軟弱，有所不

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

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這是

因為神在被孕育的那一刻，具有戰勝基督人性

力量的神性就已經在祂身上了。17

神向世界公開地表示了祂對人性的拒絕。18

祂還通過聖經向我們說，如果我們也決心如此

的話，那麼從祂被孕育之刻起直到死在十字架

上，這期間一直住在祂心中的這同一神性就能

夠、而且將會也住在我們心中。19 基督說，如

果只有神性生存和運作在我們體內，那麼我們

就不僅能夠做祂做過的工作，甚至能夠做得更

多，從而可以像祂那樣向世界展示我們對於我

們的人性的拒絕。20 那時，世界就能通過我們

虔誠的言行（我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看到我們

的神性。21

我們拒絕人性和世俗、去按照神性生活，

這樣做的益處何在？其重要性就在于﹕“叫耶

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神的

神性〕，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

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

活過來”（羅8:11）。你將會被接納進天國，22

肯薩斯州參議院大會的開幕祈禱

祈 禱 似 乎 仍 然 使 一 些 人 不 安
靈魂交流的藝術

托尼‧阿拉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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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獄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牧師﹕

我收到了您最令人鼓舞和愉快的來信。讓

我非常感動的是，外面有真正關心別人、念誦著

“像愛你自己一樣地愛你的鄰居”的好人。聖經

中的話是如此令人驚訝，我信奉耶穌。謝謝您，

托尼，也感謝神賜給了我一個朋友和一個新的親

愛的家。從此不再孤身一人的感覺是一個人心中

最美好的感受。為此我感謝主。阿門。

托尼牧師，我盼望能收到任何著作。我非

常盼望能得到一本聖經和您教會的書籍，以及我

可以從您的教會得到的任何文獻，讓愛的手撫摸

著我。阿門。感謝耶穌。

我在基督那裏的朋友和弟兄，在我結束這

封信之前，我想感謝所有那些為了我能夠堅強地

面對即將來臨的審訊和考驗而祈禱的兄弟姐妹

們。此外，我要感謝主，並且感謝您，托尼牧師

和您的教會，感謝您讓我加入基督大家庭的那一

非常令人振奮的邀請以及來救助我的神恩。謝謝

您，牧師。為我祈禱。感謝您。

也是您的朋友

R.P.                加利福尼亞州，台哈查匹

親愛的牧師﹕

我希望您收到此信時，正沉浸在聖靈的喜

悅之中。我真誠地感謝您以及與您一起工作的

人。

今天我收到了您的小冊子，真是十分感

謝。我此刻還在閱讀它們。說實話，我以前從

未考慮過這些問題。我閱讀了您的小冊子中的

幾個落段之後，今天確實覺得很充實。我感到

托尼‧阿拉摩弟兄﹕

我的真誠祝願就是神以一種特殊的方式

保佑您。

我想告訴您，能手持您的一篇大作，我

感到很榮幸。它使我充滿幸福和歡樂。您能

否多寄給我一些著作？能否寄給我一本聖經

和一本《彌賽亞》？我將感激不盡。願神保

佑您。

以耶穌的名義

R.V.                薩爾瓦多，聖塔安那

科羅拉多州

你將不會在地獄裏永受煎熬，23 在這個

世界上你將終生得到神的恩典和保護，

你將會在祂那裏獲得許多愉快而幸福的

經歷。24 還有更多的事例。但是，對人

們來說，邀請神的神性永遠住在他們心

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一動機已

足夠激勵他們去拒絕自己徒勞無益的人

性，去只為神而活著。25 因此，我們將

“向罪〔我們的人性〕也當看〔我們自己〕

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通過住在我

們心中的神的神性〕，卻當看自己是活

的”（羅 6:11）。

神已經通過祂的話，即靈魂和生

命，向我們傳遞了這些真理。26 聖經清楚地表

明，如果我們拒絕神為了拯救我們而發出的具

有引導性的信息，祂就會塞住我們的耳朵，使

我們聽不到祂的真理。27 那樣我們將再也不能

聽到祂的聲音或得到祂的寬恕。28 更為糟糕的

是，祂將為一切不喜歡這一真理的引導的人都

送去“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帖後 2:11）。

人性是有罪孽的，因此不能進入天國。29

我們必須通過住在我們心中的神性與神結為一

體，否則，我們將永遠葬身在地獄的烈火之

中。30 這是任何人都不應拒絕的恩賜。可是神

在聖經中告訴我們，儘管這是逃離地獄的唯一

途徑，大多數的人還是會拒絕祂仁慈的恩賜。31

神不會容忍任何拒絕祂的恩賜的人。只有兩種

選擇。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接受神的恩賜，或

者拒絕神的恩賜。如果我們拒絕神的哪怕只是

少許的戒律，我們也就等于是拒絕了神的全部

恩賜。32

新基督徒們一般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

能完全服從神性。33 直到他們在心中完全服從

主的神性時，他們的肉體才不會遭到煩擾。34

為甚麼不在今天就使你的全部意願都順從神的

聖靈呢？35 那樣的話，你就可以使神的不朽生

命每天都在你的心中生存和運作，你就能夠在

天國裏永生，並且能夠在如今這世風空前敗壞

的日子裏與神及其所指引的方向準確而不斷地

進行交流。如果你這樣做，你就能得到神的保

護，避開一切危害。此外，你還將會因為順服

心中的聖靈而不斷獲得神賜予的各種恩典，那

就是﹕神的話。那些陽奉陰違的人絕不會得到

任何恩典，他們也永遠不能進入天國。36

三位一體的神靈首先如同嬰兒基督耶穌

一樣，進入那些在神靈中再生的人們的心中。

然後神靈會在我們的靈內生長，直至達到完全

成熟的地步，即對聖靈持續不斷的、絕對的順

從。37 神性正是以這種方式來戰勝我們的全部

人性，通過神靈——這生命之河、生命之泉—

23  太3:12, 8:12, 10:28, 13:40-42, 25:24-30, 41-46, 路16:20-26, 帖後1:7-9, 啟14:10-11  24  詩16:8-9, 11, 路12:29-31, 約16:24, 林前15:58, 林後9:8, 腓1:6, 4:7, 19, 西1:10-12  25  太10:22, 路9:23-24, 羅6:22-23, 西
3:1-10  26  申8:3, 約6:32-35, 63, 14:6, 林前2:10  27  箴1:22-23, 賽66:4, 帖後2:10-12  28  箴1:22-23  29  太3:7-8, 7:21-27, 23:13, 羅1:28-32, 8:9, 林前6:9-10, 弗5:27, 啟21:2, 8, 27  30  太7:19-27, 羅8:1-3, 來12:
13-14  31  太7:13-14, 約14:6, 徒4:12  32  林前5:6, 雅2:10  33  弗3:16-19, 4:11-16, 西1:9-11, 21-23, 帖前3:12-13, 來5:13-14, 6:1, 彼前2:2-5  34  加5:16, 24-25  35  耶30:7, 但12:1, 太24:21-22  36  賽55:6-9, 太4:
10, 6:9-24, 7:13-14, 約10:1, 14:6, 徒4:12, 羅6:11, 雅2:10, 彼前5:8-9, 約一2:15-17  37  約8:31-32, 羅8:1, 4-6, 弗3:16-19, 4:11-16, 西1:9-11, 帖前4:1, 提後3:14-17, 來6:1, 彼前2:2-5

加利福尼亞州

路易斯安那州

凡索取文章和聖經者，阿拉摩牧師都指示教會立刻寄給他們。如果你需要聖

經，我們一經收到你的要求就會立即免費寄出。

薩爾瓦多

有關人士﹕

我收到了托尼‧阿拉摩牧師郵寄來的文章。我非常喜歡閱讀他的文章，並希望能

夠收到更多的文章。假如您們有錄音帶或是更多的書籍，我很願意閱讀。我正在基督裏

成長，希望能盡量多瞭解有關聖經的知識。我還希望得到一本聖經。無論您能夠與我分

享甚麼，我都會十分感激。此外，您能否在給我寄文章時多寄幾份來，以便我能與其他

女士分享？感謝您傳播聖經，與世界分享聖經。願主保佑您。如果可能的話，請將《彌

賽亞》一書後面所列的文獻都寄給我。再次感謝您的愛以及您對與大眾分享聖經的關

注。

真誠的

M.S.                                              路易斯安那州，拉普拉斯

(轉第5頁)

I.G.牧師在菲律賓的西洋內革羅傳教

內心充滿聖靈，而且到現在仍然充滿喜悅。我

希望您能繼續寄小冊子給我閱讀。通過閱讀，

我可以更多地瞭解您的教會和您們大家，那樣

我就不會感到孤獨了。

再次感謝您。願神與您和您的家人同在。

專心的

A.M.                  科羅拉多，佛羅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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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今 偉 大 的 世 界 改 革

向托尼‧阿拉摩問候和致敬﹕

先生，拜讀了您的小冊子《枯骨》之後，

我決定改變我的人生，成為福音傳道者，並將

生命奉獻給主。

先生，我希望為您工作。請您將您寫的

其它著作，特別是《彌賽亞》一書，都寄給我。

我希望得到英文版的您的福音著作。

M.P.R.          Godagaram Samisa Gudem

印度，安德拉，普拉得什

孤兒們為食物而祈禱——D.C.R.弟兄——
印度，特普斯瓦拉姆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牧師﹕

讚美主。我謹以主基督耶穌的名義向

最受人愛戴的人致敬。我讀了您的小冊子《枯

骨》之後，精神上得到了力量和鼓舞。許多

人不讀聖經，確實活得像“枯骨”一般，而

您為這些人所做的事是無價的。這也是一項

最美好的工作。

親愛的先生，請將您其它的福音著作

和《彌賽亞》一書寄給我。您的著作確實正

在使眾多靈魂都轉向神。

我在一個小村莊任牧師。這個村子裏

有許多人還不知道主耶穌基督。請您把您的

寶貴大作寄給我，以便我用它們來為我們的

主贏得更多的靈魂。我是在一個叫做巴帕特

拉的城鎮得到您的著作的，當時人們正在那

裏發放您的著作。請為我的教會以及我為主

所做的工作而祈禱。

A.D.R.牧師

印度，安德拉‧普拉得什，古馬拉‧多地

親愛的基督內的兄弟﹕

謹以我們完美無暇的主和救世主耶穌基

督的名義向您致以由衷的問候。為這封信能

有機會榮幸地與您面晤而讚美主。

兄弟，昨天我收到了您的信。能在這遙

遠的印度建立您的教會，我以基督之名感到

非常高興。為了那些遭踐踏的靈魂，我們需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協作牧師Y.S .及其
部分會眾——印度，瓦納帕里

晨禱會——G.B.R.牧師——印度，薩米司拉

洗禮儀式——阿拉摩協作牧師J.P.R.——印度，佩達普迪

安德拉普拉得什

麥德恰

要您的教會，因為印度是個人口密集的國

家，充滿了非基督教徒和狂熱、正統的印

度教徒。有時我們也面臨著他們帶來的許

多問題。您必須和我們站在一起，為了拓

展神的王國而支持我們，給我們以力量。

關於您的教會在此地建立一個新的

基督教世界一事，我對主很有信心。請寄來

您的著作，這對新的皈依者們十分有用。我

們為您祈禱，也希望您為我們祈禱。懷著殷

切的期望就此住筆。

以基督之名，誠摯的

J.V.                     印度，麥得恰

阿瑪拉普蘭

阿拉摩牧師﹕

向親愛的阿拉摩先生致意。

先生，我來自阿瑪拉普蘭。我讀

過在我們城裏發放的您的著作。

先生，我從小在寄宿院長大。

這或許就是我不知道神、被奪去了父母

之愛的主要原因。長大後我成了一個十

分自大而且非常愚蠢的人。無論做甚麼

事，我都從不考慮後果或是對別人會有

甚麼影響。抱著這種態度，我傷害了許

多人。近一個月來，我心中滋生了尋求

神愛的迫切感。我開始認識自己所犯的

全部罪孽，並且定期去教堂。既使如此，

我內心的自尊感依然十分強烈。

先生，我希望能克服自尊，成為一個

順服的人，也盼望著能像布匹貼近衣服那

樣接近真理。我正在迫切地尋求在主基督

裏成長。請理解我的困境，為我祈禱，並

給我寄來一些福音書籍。請按照主的方式

引導我，使我能走上正途。我深信，若是

像您這樣具有神的真知灼見的人能為我祈

禱的話，我的內心肯定能夠改變。請為我

對主的敬畏、以祂的名義得到饒恕、並在

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崇拜主而祈禱。

懷著敬意的

N.H.R.             印度，阿瑪拉普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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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薩米司拉古旦

印 度

印度貴族婦女在傳佈福音的夜
會之後，受洗成為基督徒——
J.P.R.牧師——印度，佩達普
迪

阿拉摩基督教會助理牧師K.P.牧師在賑濟窮人——
印度，婆度魯

親愛的阿拉摩基督教會﹕

首先，我想感謝您的教會在幾週之前給我

寄來匯票。我確實感到很吃驚，但是讚美主，

您們能如此及時地幫助他人。我們正好缺 $97.48

元，看啊，一張 $100 元的匯票就寄來了。

我真不知如何表達我們對您教會的幫助的

感激之情。您不僅在經濟上資助我們，而且還

寄給我的兩個兒子——一個八歲，一個九歲—

—每人一本聖經。他們帶著自己的新聖經去參

加聖經學習，如饑似渴地汲取著聖經的知識。

在此我們再次感謝您，並給您的教會寄上

$10 元錢。雖然這筆錢很少，但卻是我們節省

下來的，我們希望將它獻給神的王國。

神保佑

W.V.              加利福尼亞州，聖地牙哥

靈魂交流的藝術

—源源不斷地在我們的心中湧動、從我們心

中流過的方式，使我們與神日益密切融合。38

真實的聖靈——即神永恆的生命——

成為我們的生命。39 因為我們順從神，所以

當我們持續不斷地崇敬神、事奉神時，神就

會與祂那能賦予生命的聖靈一起流進我們的

心中，並且從我們的心中流過。40 通過神聖

的交流，神將把以下所有這些人都拉到祂身

邊﹕那些姓名尚未被載入生命花名冊的人；

那些將奉神為他們的主和救世主的人；那些

通過我們而成為神的使徒、先知和教師的

人；我們當中那些具有創造奇蹟、治愈疾

病、幫助他人的才能的人。41 神將用祂那生

存和運行在我們身上、並且通過我們能加快

或是能給予生命的聖靈和神性，把所有這些

人都召喚到祂的身邊。42

我再強調一次，我們的肉體是不能

與神交流的，因為它是世俗的。43“體貼

肉體的就是死”（羅8:6）。“神不是死人

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太 22:32）。

在這最後的日子裏，神將“（祂的）

靈澆灌〔在〕凡有血氣的〔東西身上〕”（使

2:17），44 主要是通過傳佈聖經的方式。45

神賜予每個人被拯救的機會，以使他們不

必下地獄。神用這樣的方式向所有的人展

示祂的憐憫之心。然而聖經告訴我們，只

有為數很少的人會只聽神的話，而除了這

些人之外，全世界都會拒絕祂的憐憫。46

自創世以來，神就一直在處理像該隱這樣

世俗的人。47 神也處理了這個罪孽世界的全

體成員，即那些由於他們的邪惡而被洪水淹

死的人們。唯一被拯救的是正直的諾亞和他

的直系親屬以及他們的妻子們。48

除了神為了拯救人類靈魂而與人類進

行的交流之外，“人性”與“神性”這兩性49

之間不可能存在任何相互的、令人愉快的交

流。只有一個例外﹕當神召喚那些尚未被幻

象、被來自神的靈訊、夢境、徵兆、奇蹟或

其它各種各樣的神蹟所再生、拯救的某些精

神領袖之時。神特地召喚這些人作為實現祂

的偉業的工具。摩西50、使徒保羅51 以及其

他許多像我這樣的人，歷來就被召入正直人

的行列中，在高昇的權位上，以我們的全部

意願、靈魂、心智和力量，為了實現用福音

將他人引導到主的面前這一目標而事奉主。

那些靈魂尚未被再生、被拯救的人與

那些靈魂已經被再生、但卻不與神交流的人

是一樣的。52 倘若不與神交流，我們就不能

得到祂的引導。沒有神的引導，我們就不可

能知道神希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事奉

祂；我們也就無法獲得神那滔滔不絕的生命

之河，就無法獲得神澆灌在我們心中的、旨

在通過我們去為祂創造奇蹟的力量。

主以多種方式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向

祂祈禱，祂就會聆聽、答復我們。53 假如我

們不履行這一承諾，我們就無異於對祂說，

“我們並沒有愛你愛到非得與你交流的地步，

我們對你是否能聽見我們並且答復我們這一

點並沒有信心”。耶穌說，那些相信神的人

才會得救，而那些懷疑神的人則將遭到譴

責。54 如果我們嘴上說我們相信神，但卻不

向神祈禱——特別是當遇到困難時——的

話，我們就等于在說，“在這個危險而罪惡

的世界中，你的引導、方向、領導和救助對

於我們來說並無必要”。我們也就等于在對

神說，“我們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安排我們的

生活”，並且告訴祂說，我們的方式比祂的

更好。

思想和感情，無論多麼高尚或多情善

感，都無法將任何人帶入精神領域的現實

中，或是幫助他們與神交流。55 這些都不可

能另闢通向神的寶座和與神交流的任何途

徑。

任何人要想與神交流，都必須首先在

神寶貴的血中浸洗，以消除他們與神之間的

隔牆。56 我們必須從基督的血開始我們的拯

救。57 如果我們向神訴說，我們就必須滿懷

對基督之血的力量的信心去見神。58 我們的

罪孽必須被耶穌灑在位于髑髏地的十字架上

的血清洗乾淨。59

在舊約全書中，第二層帳幕是聖殿中

的至聖之地，因為那是神能夠聽見祭司的

話、答復祭司、饒恕祭司的罪孽、並且饒恕

以色列的罪孽的唯一的地方。進入第二層帳

幕的每一個祭司都必須首先走到灑有祭物鮮

血的銅祭壇前。60 不經過死亡，祭司就沒有

其它途徑進入這至聖之地。61 會眾可以經過

第一層帳幕進入這一神聖之地，然而只有大

祭司、只有帶上指定祭物的血——象征著隨

後即來的“耶穌的血”——才被允許進入這

至聖之地。62

沒有洗淨罪孽的耶穌之血的力量、沒

有清白無罪的生活，就不能與神相交流。任

何人如果拒絕接受這一教訓的話，那麼對他

們來說，要超越這一真諦而進入另一重要的

38  詩36:8-9, 46:4, 拉47:1-12, 伯3:18, 啟22:1-2  39  可10:17-30, 約1:12-13, 3:14-17, 5:13-14, 6:53-58, 68, 10:27-28, 12:25, 14:6, 17-
18, 20-21, 23, 17:2-3, 徒13:48, 羅2:7, 6:23, 8:1-2, 4-7, 彼後1:4  40  太4:10, 約4:13-14, 14:23,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6  41  羅
12:4-8, 林前12:4-12, 27-28  42  太7:9, 可4:3-20, 約1:12, 15:1-8, 林前1:21, 林後4:5-7, 17-21, 來9:13-15  43  亞4:6, 約3:5-6, 14:6, 羅8:
5, 7-8, 12-13, 林前3:3  44  珥2:28-29, 約14:15-20, 23  45  太24:14, 羅10:14-15, 林前1:17-18, 21, 9:16, 林後5:18-20, 西1:28, 帖前2:4,
提前4:1-2, 5, 多1:2-3  46  太7:14, 22-27, 20:16, 22:14, 24:4-5, 路13:23-28, 約10:3-5, 彼前3:20-21, 啟13:3-8  47  創4:1-16  48  創6:5-
13, 17-18, 彼前3:20  49  詩97:10, 摩3:3, 太6:24, 羅8:7-8, 林前10:21, 林後6:14-18, 弗4:22-24, 5:11, 雅4:4, 約一1:5-6  50  出第3章  51
徒9:1-18  52  路21:36, 約3:5-6, 6:63, 羅8:9-11, 16, 帖前5:17, 雅1:23-24, 2:17, 19-20, 26, 約一2:4  53  出2:23-25, 民20:16, 申26:7-8,
士3:9, 15, 撒下22:7-37, 王上17:22, 詩40:1-2, 賽30:19, 65:24, 耶33:3  54  可16:16, 約3:36  55  約10:1, 14:6, 羅8:5-8, 加1:8-9  56  賽
59:2, 2:1-7, 12-22, 弗2:1-7, 12-22, 西1:14, 20-22, 來9:22, 10:16-23,   彼前1:18-20, 約一1:6-10, 啟1:5-6, 5:1-10  57  太26:28, 約6:53-
56, 羅3:24-26, 5:8-21, 弗1:7, 2:13, 來9:12-15, 10:10-14, 19-20, 約一1:7-9, 2:2  58  羅5:1-2, 西1:19-23  59  羅3:22-26, 5:1-2, 9-11, 弗
2:8, 彼前1:8-9, 約一1:7, 啟1:5, 5:9, 7:13-14, 12:10-11  60  出26:31-35, 27:1-6, 30:1, 6-10, 40:19-29, 利9:7, 16:1-19, 17:11, 來9:6-7, 18-
22  61  利16:2-15  62  來8:1-6, 9:6-15, 24-28, 10:1-9, 19-21, 13:11-13, 彼前1:18-20

加利福尼亞州

(轉第8頁)

(接第3頁)

Chin 2600 st ar12-29-00 12/30/00, 3:05 AM5



6

非 洲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助理牧師和M.O.太太——
肯尼亞，密戈利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牧師﹕

您的來信已經收悉，十分感謝。您願為

我提供住處、交通和食物等等的善舉，令我

非常感激。誠懇地說，長期以來，我最大的

願望就是去拜訪您。去阿肯色州拜訪您和您

的教會、與您們建立友情，是我希望能完成

的一次朝聖。

您在信中說您可以寄來更多的文獻和一

些錄音帶。我已作好準備，等著迎接它們，

並且繼續把您的文獻發到斯瓦濟蘭的每個角

落。這是傳播耶穌基督的訊息的有效方法之

一。您的文獻值得發放，因為我發現您在傳

播您著作中所寫的真理，您寫的是人們需要

知道的東西，而不是人們喜歡聽到的東西。

從精神上來說，它使您的訊息能吸引人、贏

得人們的心靈。

基督裏的弟兄，願您一切都好。希望很

快聽到您的回信。

您的同為神的僕人

B.T.牧師            非洲，斯瓦濟蘭王國

K.O.牧師與其教友們——加納，尼咯喀喀

唱經禮拜——F.N.牧師——非洲，馬拉維

親愛的阿拉摩教會弟兄們﹕

非常感謝您們寄給我的所有

文獻。這一舉動證實了您們在全

世界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及贏

得靈魂的決心。

我想鼓勵您們繼續堅持這一

行動，因為這將使我們這個星球

上那些遙遠的靈魂都得到福音。

在拜讀您的著作時，當想到

有許多人現在還不知道關於福音

的這一消息時，我有時竟不禁熱

淚盈眶。正因為這個緣故，我才懇請您們

寄給我聖經和您們的一些文獻。

希望我的請求能得到滿意的答復。我

想向您們轉達我的謝意，並祈求天父保佑

您們為了傳播祂神聖的真理而正在從事的

一切工作。

C.K.                    剛果，金沙薩

親愛的基督教朋友﹕

在主基督耶穌的引導下，我有機

會讀到一個朋友給我的、您寫的《神的

兩個目擊者》一文。讀了您的大作令我

深受鼓舞，因此我想請您寄給我《彌賽

亞》一書以及您所有的出版物。我相信

有了這些，作為一個基督教徒﹐我的生

活將會更加令人振奮，我將能與我的朋

友和家人一起分享這些訊息。

願神在這一新的世紀裏保佑您繼

續傳播好消息。

您在基督裏的

E.H.              馬拉威，內那切那

斯瓦濟蘭 剛果

馬拉威

禮拜儀式——V.O.牧師——尼日利亞，本寧市

網 上 阿 拉 摩 基 督 教 會
www.alamominist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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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ness of the Lord

做著甚麼。我想，“天哪，他在那裏真危險。

如果任何一匹馬踢一腳或退後一步，都會踩

死他。如果馬朝前移動或者受驚，就會拖著

馬車從他身上碾過去”。但是車夫似乎並不

害怕，因為他知道那些馬都訓練有素，沒有

他的指令牠們是不會動的。那些馬既沒有跺

蹄也沒有躁動，雖然馬蹄上都繫著鈴璫，但

卻沒有發出響聲。儘管馬的頭韁上都綴著絨

球，可這些絨球卻紋絲不動。牠們就靜靜地

站立著，等待著主人的指令。

田野裏有兩匹小馬駒

當我注視著那些身上套著輓具的馬匹時，

我看到從田野裏跑出來兩匹小馬駒。牠們跑

近馬車，似乎對著那些馬說，“過來跟我們

玩吧。我們有許多有趣的遊戲。我們跟你們

賽跑，來追我們吧”。小馬駒邊說邊踢腿，

甩著尾巴從田野裏跑過。可是當小馬駒回過

頭去、發現那些馬並沒有跟上來時，牠們很

迷惑不解。牠們對輓具毫無所知，無法理解

為甚麼那些馬不想跟牠們玩耍。於是，牠們

向那些馬喊道，“你們怎麼不跟我們賽跑？

你們累了？太虛弱了？沒有力氣跑了嗎？你

們太嚴肅了；你們應該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

樂趣”。但那些馬卻一聲不響，既不跺腳也

不搖頭。牠們那麼安靜、一動不動地站著，

等待著主人的指令。

小馬駒又向牠們叫道，“你們怎麼站在

烈日下？到這涼快的樹蔭下來吧。看到這草

有多綠嗎？你們一定餓了，過來和我們一起

吃吧。這草這麼綠、這麼鮮美。看來你們是

口渴了；來喝一點我們這清澈透涼的清水吧”。

但是那些馬卻連看都不看牠們一眼，仍然一

動不動地站著，等待著跟國王一起前進的指

令。

主人畜欄中的小馬駒

後來，景象改變了。我看到套馬索落到

了兩匹小馬駒的脖子上。牠們被牽進主人的

畜欄去接受馴化。當可愛的綠野消失、牠們

被關進圍著高高的柵欄、塵土飛揚的畜欄時，

牠們是多麼傷心啊！牠們在畜欄裏四處奔竄，

試圖沖出去尋找自由，但卻發現自己被關在

那個地方受馴。後來馴馬手用皮鞭和頭籠開

始馴化牠們。對這些自出生以來就早已習慣

自由的生靈來說，這簡直就是死亡！牠們無

法理解為甚麼要受這樣的折磨。這令人恐怖

的馴化。牠們究竟犯了甚麼罪，值得這樣懲

罰？牠們幾乎不瞭解當牠們循規蹈矩、學會

絕對服從主人、結束馴化時，牠們自己將要

負的責任。牠們只知道這一馴化過程是牠們

所知的最恐怖的事情。

服從與叛逆

一匹小馬駒在馴化時反抗說，“這不是

我所要的。我熱愛我的自由、我的青山、我

的清澈的溪流。我再也不能忍受這樣的禁錮，

這一恐怖的馴化了”。於是，牠想了一個辦

法﹕跳過柵欄，高興地跑回了草原。令我吃

驚的是，那個主人竟然讓牠逃走，沒有去追

趕牠。主人集中精力訓練留下來的另一匹馬

駒。這匹馬駒雖然也有同樣的逃跑機會，但

卻決定放棄自己的意願，學習主人的方法。

馴化比以前更加嚴格，但是那匹馬駒迅速地

學會了如何服從主人最細微的心意，以及如

何回應主人最輕微的嗓音。我看到，如果沒

有馴化、沒有考驗，就不會有那兩匹小馬駒

的馴服或反叛，因為在田野裏馬駒是無需選

擇反叛或服從的，牠們是清白無罪的。然而

當牠們被帶到接受考驗、馴化及訓練的地點

時，一匹馬駒的服從和另一匹馬駒的反叛就

顯露出來了。反叛有被發現的危險，所以似

乎較為安全的辦法就是不到紀律嚴明的地方

去。儘管如此，我看到如果沒有這些戒律嚴

明的地方，就無法分享神的榮耀，就不能成

為神之子。

套進輓具

這個階段的馴化終於結束了。現在是否

可以獎勵馬駒，給牠自由，把牠送回田野去

呢？哦，不。當把輓具放到牠身上時，前所

未有的更大的禁錮開始了。現在牠發現自己

甚至連在那小柵欄內隨意跑動的自由都沒有

了，因為戴上輓具後，就只能在主人指定的

地點和時間內行動。除非主人發號施令，否

則牠只能靜止不動。

景象又改變了。我看到另外那匹小馬駒

站在一個山邊，正吃著草。隨後，由六匹馬

拉著的國王的馬車順著那條路從田野那邊跑

了過來。小馬駒吃驚地發現，右邊那匹頭馬

竟是牠的兄弟，在主人的馬廄裏被玉米飼料

喂得強壯而成熟。牠看到牠兄弟頭上美麗的

絨球在風中顫動，身上披掛著的鑲金邊的輓

具熠熠生輝，腳鈴發出悅耳的響聲，心中不

由地產生一股妒意。於是牠埋怨起自己來，

“為甚麼我兄弟那麼體面，而我卻無人理睬？

他們沒有給我戴腳鈴，沒有給我戴絨球。主

人沒有給我披上金輓具。為甚麼他們會選中

我兄弟而不是我呢”？就在我觀察這一景象

時，答案通過聖靈被送進了我耳中。“因為

牠們當中的一匹馬服從了主人的意願和戒律，

而另一匹則反叛了主人的意願。因此一匹馬

被選中，而另一匹則被擱置在一旁”。

大地上的饑荒

後來我看到旱災在鄉村肆虐，青草枯死、

乾枯、焦黃、脆斷。小溪乾涸、斷流、地上

只留下一些小泥坑。我看到那匹小馬駒（令

我吃驚的是，牠似乎總也長不大、總也不成

熟）在田野裏奔跑，在四處尋找溪水和青草

地，然而卻一無所獲。牠仍然不停地奔跑，

好像兜圈子似的，一直在尋找能填飽牠饑餓

的靈魂的食物。可是大地正經歷著大饑荒，

昔日富饒的青草地和奔流的溪水都已不复存

在。一天，小馬駒支撐著虛弱顫抖的腿站在

山旁，正思考著下一步該去何處覓食、如何

才能有覓食的力氣。似乎一切都是徒勞的，

因為美食和流水都已成為過去，一切企圖尋

找食物的努力都不啻是在加速體力衰竭。突

然，牠看到由六匹馬拉著的國王的馬車正順

路而下。牠看到了牠的兄弟——豐滿而強壯，

肌肉結實，毛髮光潔而油亮。牠的心既驚詫

又困惑，牠哭喊道，“我的兄弟，在這大饑

荒的日子裏你是在哪裏找到的食物，吃得這

麼肥壯？我自由自在地跑遍草原尋找食物，

但是卻一無所獲。你身陷可怕的禁錮之中，

在這大旱之日你究竟是在哪裏找的食物？請

告訴我，因為我一定要知道”！一個充滿勝

利和讚美之情的聲音回答道，“在我主人家，

主人在祂那有限的馬廄內的一個秘密地點親

手喂養我。主人的穀倉永遠裝滿糧食，祂的

井水永遠不會乾涸”。由此，主使我懂得了

這樣一個道理﹕在精神匱乏的日子裏，當人

們的靈魂空虛饑渴時，那些放棄了個人私欲

來到這至高無上的秘密之地、絕對服從神的

完美意願的人們，將會得到來自天國的、用

之不盡的玉米以及永不枯竭的、神靈啟示的

溪水。於是幻象消失了。

主 的 輓 具

唱經儀式——西非，加納，庫馬西

(接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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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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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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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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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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獻表達了救世的真正計劃。不要丟棄它，請傳遞給其他人。

(The Holy Alamo Christian Church is a division of Music Square Church, Inc.)  2000 年五月版權所有。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注冊商標 2000 年五月。

靈魂交流的藝術

真諦——以在他們心中的神靈的永恆生命和力

量來處世行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63 除非

我們首先用耶穌的血徹底洗淨我們舊有的罪

孽，否則聖靈是不能、也不會住在我們心中

的。64

每個想瞭解聖靈力量的人都必須首先瞭

解耶穌之血的力量。我們帶著贖罪的血來到神

的寶座前，我們就有理由帶著我們的祈禱、帶

著對我們自己和他人的祈求，帶著我們對有關

治癒疾病、解救和各種幫助——包括從我們的

敵人的迫害及其不公正的行為之中解救出來—

—的抱怨而站在神的面前。65 這血也是我們與

神交流、建立友情的理由。66 神將為我們復

仇。67

在基督之血洗淨我們的罪孽之後，在我

們接受了基督之死的洗禮之後，施予生命的聖

靈會使我們在靈的王國中復活，那時我們才能

在心靈的至深至聖之處與三位一體的神互相交

流。這一交流發自我們心靈深處，在那裏三位

一體的神靈已經與我們的靈融為一體。68 在舊

約中，神殿中最聖潔的地方象徵著最最聖潔的

地方——我們體內的靈。這就是在那些獲得重

生的人們的體內，神隱形居住的最聖潔之處。

我們與神的結合遠比我們的思想、感覺或意願

更為深遠無垠。然而我們必須具有與神交流、

事奉神以及崇拜神的願望。假如沒有這樣做的

願望，我們就不可能與神交流；而沒有我們與

神的交流以及神與我們的交流，就不可能按照

神的旨意去事奉祂。69 神是我們的指路明燈。

沒有我們的指路明燈，我們就會成為精神上的

盲人，甚麼都看不到。70 在這最後的日子裏，

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時刻聽從神。我們必

須只聽從祂的聲音，不聽從其他任何人的聲

音。71

我們正生活在啟示的時代、啟示錄的時

代、末期。72 神以其聖靈給我們的靈以啟示。73

祂啟示我們理解祂的話。74 祂施予我們智慧，

即敬畏主。75 祂向那些通過聖靈尋求祂的人們

展現祂自己。76 祂會讓所有尋求祂的人都能找

到祂。77

衝動的思想不能被解釋為來自聖靈的訊

息或啟示。只有通過我們的靈來尋求神，通過

神的言語——聖靈——來尋求神，我們才能理

解神的心願，才能有朝一日理解神已經給我們

計劃好的、要求我們為祂並且同祂一起去從事

的工作。78

記得在我被拯救之前，我曾受到多次警

告，現在我知道那些原來都是來自神的警告。

63  路9:23, 約8:31, 9:31, 羅6:4-14, 11:22, 加5:16, 弗6:10-13, 腓1:
6, 9-11, 2:13-15, 3:12-16, 4:13, 西1:10, 21-23, 來13:20-21, 約一3:
5-9, 24, 5:18-20  64  林前3:16-17, 林後6:14-16, 弗1:6-14, 2:13-22
65  羅5:1-2, 9-11, 弗2:13-18, 來10:7-22, 彼前2:24＼66  羅3:24-26,
4:25, 5:8-11, 弗1:7, 2:13-18, 西1:14, 19-22, 來13:20-21, 約一1:7
67  申32:43, 詩94:1, 賽35:4, 鴻1:2, 羅12:19, 撒後1:7-9, 來10:30
68  結36:27, 約14:15-20, 23, 羅8:10-11, 林前3:16, 6:19-20, 弗3:
16-21, 約一3:24  69  詩32:8, 119:33-37, 太7:21-23, 約14:23-26  70
詩119:105, 太15:14, 約8:12, 8:25, 11:9-10, 12:35-36, 約一1:6-7, 啟
3:17-18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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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誠實的話，他們應該能記

得像我這樣的經歷。神的願望是不讓任何人

“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為了

我們的利益，神會常常告誡我們，甚至在我們

得救之前也會告誡我們“小心！不要到那裏

去！到這裏來”以及其他許多事情。來自神的

這些強有力的交流就是今天神對我們的關懷。

主居住、運行在我們心中。79 神居住、

運行在我們這些被救贖的人的心中，這多麼好

啊！80 使徒保羅這樣說到，“因此祂已將又寶

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我們當中信奉祂的

人們），叫我們既〔然〕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

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 1:4）。

祈求基督現在就將你從永恆的痛苦中拯

救出來吧！祈求神用祂寶貴的血洗淨你骯髒的

罪孽吧！81 然後誦念著這一祈禱進入神的永恆

而神性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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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路16:13, 約10:1-5, 加1:6-12, 約一4:1  72  太24:6-15, 21-22, 32-35, 提後3:1-5  73  路12:11-12, 約6:63, 10:2-4, 16:13-14, 羅8:26-27, 約
一2:20, 27  74  伯32:8, 詩119:130, 箴1:2-7, 20-23, 2:1-11, 9:10, 路24:45, 弗1:17-18, 西1:9-10, 2:2-3, 提後3:15-17, 約一5:20  75  伯28:28,
詩111:10, 箴1:7, 9:10, 15:33  76  太5:6, 7:7-8, 雅4:8, 啟22:17  77  代上28:9, 代下15:2, 耶29:13, 太7:7-11, 來11:6, 啟21:6  78  箴3:6, 約15:
1-5, 8, 弗2:10, 腓2:13-16, 提下2:15  79  約14:23,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65, 啟3:20  80  出6:7, 29:45-46, 利26:12, 耶31:31-33, 約
1:12, 14:16-17  17:18-23, 羅8:15-17,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6, 加3:13-14, 西1:27, 來8:8-10, 彼前1:18-19, 林後1:3-4, 約一4:9-10, 啟
3:20, 5:9-10  81  代下7:4, 賽55:6-7, 結18:30-32, 33:11, 徒2:21, 38-39, 羅10:12-13, 彼前1:18-19, 約一4:9-10, 啟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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