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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入神的國，就必須讓神活在

我們心中。 1 因為我們是由凡人父母

所生，因此生在人世。如果沒有凡人

父母，我們根本不可能生在人世。如

果我們要進入神的國度，就必須由神

所生。 2 神必須成為我們的父母，而

我們必須成為祂的兒女。我們生活的

人世中充滿了罪惡和非難。 3 而在神

的國度中罪惡永遠不會再進入。 4 它

是靈性的國度，也是神聖的國度。 5

世界上的每個人都生在人世，可是要

進天國，我們就必須重生。這是絕對

必要的。我們必須透過神而重生，才

能生活在靈性和神的國度中。 6

有世俗觀念的猶太統治官尼哥底母

曾經問耶穌，“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

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約

翰福音 3:4）。然而耶穌對尼哥底母說

的卻是永恆的靈性國度，是只有我們從

水和聖靈生出才能進入的神之國度。7

“眾先知也為祂作證”（使徒行傳10:

43）。“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詩

篇 40:7 ，希伯來書 10:7）。

迄今為止，呈現給人類精神世界最奇

異的事件——即在舊約全書中用預言的形

式、並在新約全書四部福音中用傳記的形

式所描寫的事件——就是耶穌基督的故

事。在眾多事實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事

實使基督耶穌完全凸顯出來。那就是﹕在

世界歷史上，唯獨基督耶穌的出世、生

平、死亡、以及復活的詳情被清楚地預

告；這些詳情被記錄成文，早在基督耶穌

出現的前幾個世紀就展示給了公眾；沒有

人置疑、或是能夠置疑這些文獻在祂出生

之前很久就已廣為流傳；任何人都可以自

行將這些古老的文獻和關於祂生活的實際

紀錄加以對照，並且可以發現這二者完全

相吻合。要對這一無可爭辯的奇蹟提出異

議，就要證實在整個世界歷史中，這一奇

這是托尼‧阿拉摩牧師所著的《彌賽亞》第

二段選輯，其餘部分每月續刊。

最偉大的文獻奇蹟﹕

“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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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閱讀您的通訊真是讓我振奮不已。神利

用您的神職來宣揚三、四十年前傳授的教

誨，實在太仁慈了。我已經身為基督徒四十

年了。感謝主在生活中為您的心靈塗膏，特

別是今天這個人心叛教的時代中尤然。

托尼牧師，我會持續為您祈禱。我很高

興昨晚再一次參加峽谷縣的禮拜式。

在耶穌的愛中，

B.B.                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

托尼‧阿拉摩牧師 世 界 改 革 第03700期

(轉第 2 頁)

親愛的基督中的先生啊，

謹以我們的主及救星耶穌基督之名向

您致意，阿門。在我繼續說下去之前，我

首先要感謝您不斷幫助基督徒及其他宗教

人士使他們轉信基督。願神保佑您。先

生，我是迦納一個十七歲的男孩，來自一

個崇拜穆罕默德的穆斯林家庭，可是去年

我讀到第 02800 期世界通訊「若不觸動

我，我就會死亡」(Touch me or Die)的見

證之後，就接受耶穌基督做為我的主和救

星。等我讀完整份通訊後，我哭了一整

天，後悔選錯了道路。它讓我如此感動，

因為我發現耶穌是上帝真正的兒子，而且

祂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祂為

了我能得救而死在十字架上。因為如此，

我不再崇拜穆罕默德。我現在已經是重生

的基督徒。讚美主！

可是，先生啊，自從我成為基督徒

轉換父母親
托尼‧阿拉摩著

迦納

托尼．阿拉摩牧師

和他的兒子錫安

這是說，我們

先前的生命，

即人類歷史，

必須先隨著耶

穌的辭世一起

被埋葬。 8 我

們必須把先前

有罪的生活方

式視為“向罪也

當看自己是死

的。向神在基

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羅馬書

6:11）。等到我們先前的人類生命在耶

穌辭世的十字架上死去並被埋葬後，我

們的新歷史就能在基督復活時升起，透

過聖靈而在基督裡面獲得永恆生命，成

為神聖永恆國度的新子民。9

我們的生命端視我們所處的國度而

定。如果你仍然屬於人世，你就只有人

性生活，而你目前的生活就是腐敗的人

聖經預言的

(轉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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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是充滿罪惡的自然生活。 10 如果

你屬於神的國度，你就擁有神的生命，亦

即天國的生命，而神會活在你內心。 1 1

這種由聖靈重生的新生，是我們要擺脫人

性生活而進入神之國度的唯一方法。 1 2

當我們重生時，就會透過基督在神的國度

獲得新生。 13

為了救贖或拯救人類，三一神必須離

開自己的神聖國度，亦即神的國。14 祂必

須進入人世，為了進入人世，祂（耶穌）必

須獲得人世的生命。15 祂必須生而為人，

成為一介凡人，擁有人類的肉體、人類的

生命、人類的靈魂，人類的思想，以及人

類的心。16 三一神的聖靈也在祂裡面。17

祂有人類的靈，也有透過聖靈的神之生

命，就像任何獲得重生的人一樣。當我們

獲得重生時，我們仍然有人類的肉體、人

類的心、人類的靈魂，和人類的思想。18

我們仍然活人世中，卻不再是人世的子

民。19 因為我們已由神的聖靈重生，因此

獲得神國的生命。如此一來，我們就有神

的生命，神國的生命。耶穌說，“神的國

就在你們心裡，”祂指的就是所有由聖靈

重生的人（路加福音 17:21）。

為了摧毀撒旦的惡而拯救人類，神以

一個名叫耶穌的人來到我們中間。20 耶穌

憑著內在的神之生命，過著完美而無罪的

人性生活21 ，因此能成為純潔無瑕的神之

羔羊，神的獻祭，為我們灑下祂完美無罪

的人類寶血，洗刷我們先前的罪。22 當神

把自己的生命，即靈，放進我們心裡，祂

期望我們像耶穌一樣，過著無罪而無瑕的

人性生活，因為我們就像耶穌一樣，也具

有同樣的神之聖靈。再說一次，聖經上

說，我們就像基督一樣，也能透過同樣的

聖靈過著無罪而無瑕的人性生活。23 基督

透過聖靈在母親的腹中孕育，可是其他人

類並非如此。24 只有等到基督與天父透過

聖靈進入人類死的靈魂中（雖然肉體還活

著），我們才會變得無罪又無瑕。25 當三

一神以生命和力量進入我們的靈，我們凡

人死亡的靈魂就被帶到永恆的天國，這

樣，我們就容易不再犯罪了。在約翰福

音5:14，耶穌要一個新的信徒“不要再

犯罪。恐怕你[他]遭遇的更加利害，”

因為祂知道那人已經獲得不再犯罪的力

量。在約翰福音8:11，祂又對一位祂已

原諒先前罪行的婦人重覆同樣的警告。

祂知道她也獲得了不再犯罪的力量。神

永遠不會命令我們去做我們做不到的

事。 26 等我們重生之後，可以不再犯

罪。“所以你們要完全[美]，像你們的

天父完全[美]一樣”（馬太福音5:48）。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得

前書1:16）。27 我們在重生之後，都獲

得了神的力量，而能變得完美又聖潔。28

而在我們重生之前，卻無法不再犯罪。29

只有等我們重生以後，才絕對能夠不再

犯罪。

在重生時，基督的寶血會洗去一切

罪行，包括亞當的原罪在內，它正是我

們與生俱來的詛咒。30 根據神的道，這

個詛咒正是神律的懲罰。31 它詛咒每個

人終歸一死，永遠承受地獄的折磨。 32

但是當我們由神生出，並且每日更新祂

在我們裡面的靈，這個詛咒、這個定罪

就解除了。33 對於所有先獲得重生，然

後持續過著由神國重生的生活，每天由

神的靈──亦即基督──更新不息的

人，在基督的死亡與復活時，來自舊世

界的所有負面事物，舊人世中違背神的

一切，以及從創世紀到福音書中基督之

死以來所記載的一切，全都粉碎成片，

永遠消失無蹤，一筆勾消。34 “神是靈，

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翰福音 4:24）。

基督在肉身中，透過祂自己肉體的

死亡而滅亡了撒旦和我們心中的自私本

性，使我們向神安於“既在十字架上滅

了冤仇[魔鬼]”（以弗所書2:16）。撒旦

和我們有罪的自己都在那裡被殺死，等

我們得救而重生之後，它們仍然留在那

裡。35 因為撒旦死在那裡，他將不能再

指使我們犯罪。36 當我們每天更新內心

的神之靈，撒旦就被釘在十字架上永不

得下來。37 基督把撒旦和我們的罪帶到

十字架上，在祂（肉體）的死亡時把我們和

魔鬼統統殺死，然後祂從墳墓復活升起，

把魔鬼、我們的罪和宇宙中違背神的一切

負面事物統統釘在十字架上。38 當我們捨

棄自己的罪行和魔鬼，我們也在基督裡面

復活，而把我們的罪、魔鬼和其他負面事

物都釘在祂的十字架上。然後透過祂的復

活，我們也得以永世復活。39

那些帶著肉體惡習的人，不可能參

與基督的死亡與復活，也不可能擁有祂永

恆而神聖的生命，因為他們裡面並沒有神

的生命，而凡是想要進入天國的人，都需

要神的生命。 40 他們繼續在自己的罪過

中如同行屍走肉，寧願在這個腐敗的人世

中根據自己的罪行活過短短一生。 41 他

們寧願根據目前可見的世界而生活，而不

願憑著信仰接受神的世界，後者在目前不

能由肉眼所見，只能透過相信神應許的道

而獲得。 42

就像夏娃拒絕神的道43 而相信撒旦的

話一樣，其他愚蠢的人也拒絕悔罪而死，

走向十字架而進入基督的死亡，以滅絕他

們有罪的舊行為以及撒旦對他們生活的控

制。當他們相信基督為他們而流的寶血具

有清除罪惡的力量，以使他們從死亡復活

而獲得神的生命時，基督將會抹去他們先

前的罪惡。神就將成為他們的新父母，因

此他們將成為神國的子民。神的生命就是

他們心中的神國生命，當他們成為基督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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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2:18-22, 西1:12-14  13  約1:12-13, 3:5, 羅6:3-6, 8:13-16, 林前1:30, 6:11, 弗2:1, 5-6, 帖後2:13, 彼前1:22-23  14  太18:11, 20:28, 約1:1-4, 7, 14, 加4:3-5  15  約1:10, 14, 3:13, 31, 6:3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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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約1:29, 10:11, 林前15:3, 林後5:21, 彼前2:21-22, 24, 3:18, 約一2:2  23  太5:48, 約17:23, 弗5:26-27, 彼前1:15-16, 18-20, 啟22:11  24  羅3:23, 5:12, 弗2:1-3, 西2:13-15  25  太26:41, 約6:63,
14:6, 15:5, 加2:20  26  林前10:13, 林後12:9-10  27  利20:26, 彼前1:15  28  太5:48, 約17:21-23, 徒10:22, 羅8:1, 37, 12:1-2, 林前2:5-6, 林後13:11, 弗4:11-15, 5:25-27, 腓3:7-16, 西4:12, 提前6:14,
提後3:14-17, 來2:9-11, 12:22-24, 約一2:13-14, 啟3:5, 21:2-3, 27, 22:11-12  29  太28:18, 約1:12, 8:36, 15:4-5, 羅8:37, 林前1:25, 2:14, 加4:3-5, 弗2:11-19, 腓4:13, 西1:29, 啟12:11  30  太26:28,
羅3:23-26, 5:8-10, 來9:14-15, 彼前1:18-19  31  創2:16-17, 3:13-19, 林前15:22, 加3:13  32  賽33:14, 太3:12, 8:12, 10:28, 13:40-42, 18:8, 25: 41, 46, 可9:43-44, 路16:20-26, 帖前1:7-10, 啟14:10-
11  33  太10:22, 羅8:1-15, 加3:13-14, 6:8, 帖前4:1-7, 來12:14-15  34  太24:13, 羅8:1, 31-34, 林後5:17-21, 弗2:12-22, 西2:13-15  35  路9:23-24, 羅8:13, 林前9:27, 15:31, 加2:20, 西3:3, 5  36  約
16:33, 羅6:6-14, 8:12-13, 37, 西2:9-10, 約一2:13-14, 3:8-9, 4:4, 5:4-5, 啟2:26, 21:7  37  約15:3-6, 羅12:2, 弗4:22-24, 西3:9-10, 多3:5-7  38  西2:13-15  39  羅6:5-8  40  羅8:8-16, 林後6: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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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摩牧師，

我是在上班時接到您的通訊（或許

我該說是在車窗上發現的）。願神保佑

您！！！一年又兩個月前我開始追隨主

和祂的道。知道某人在我上班的克萊斯

勒工廠把基督教讀物（阿拉摩通訊）擺

在上百輛的車窗上，實在太好了。

R.L.             密蘇里州，福羅雷森

附註：我太太是天主教徒，她拒絕相信

她的宗教是偽信。請為她祈禱，好使她

能改變心意。謝謝您，願神保佑。

密蘇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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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唯獨發生在基督耶穌身上。1

將注意力集中在文獻記載上這一無與

倫比的奇蹟，請試想一下﹕誰能早在喬治‧

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或任何其他人物

出生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以前就描寫出其生

平？在任何世界文獻中——無論是世俗的還

是宗教的文獻中——人們都找不出像事先就

記錄基督耶穌生平這樣的奇蹟。那種描述的

靈感來自天國的畫廊，而不是來自人間藝術

家的畫室。關於基督生平的預先紀錄及其在

拿撒勒人耶穌身上得到完滿應驗的

這一奇蹟是如此令人驚奇，以至於

只有神的先見才能預知、只有神的

力量才能完成。隨著證據被充分展

示，每位有頭腦的讀者都會同意這

一點﹕“預言從來〔就〕沒有出於人

意的，〔而〕是人被聖靈感動〔才〕

說出神的話來”（彼得後書1:21）。

這一事實所證實的四大真理

由於舊約全書中的彌賽亞預言

與新約全書中拿撒勒人耶穌的應驗

這二者之間沒有任何變異或誤差，

人們憑直覺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是那隻在預言中描寫基督形像的手

塑造了歷史上這一人物；而由這個奇蹟

所必然得出的結論便具有以下四重意義﹕

（1）它證實了聖經就是由神授意的

言論，因為無助的人既無法寫出、也不

能應驗這樣的文獻奇蹟。

（2）它證實了聖經中的神、那位從

萬物之開始便知道其終結的唯一的神、

那位本身就有能力應驗自己的言論的

神，就是真正的、活生生的神。

（3）它表明神不僅無所不知，能

預告無數行為不受道德約束的人們的

未來，而且神無所不能，可以在人們

廣泛的懷疑、無知和叛逆中完全應驗

祂的話。

（4）它表明拿撒勒人耶穌這位如此

完美、完全應驗了舊約全書中所有預言

的人確實就是彌賽亞，就是世界的救

1. 許多研究聖經的學生已經在提醒人們注意這一令人驚異的事實。

早在基督出生前幾個世紀，舊約全書的綱要和細節就描寫了祂的誕

生、事業、所受的磨難和榮耀。基督是誕生在這個世界上的絕無僅有

的這樣一個人﹕其祖先、出生時間、先驅者、出生地、出生方式、嬰

兒期、成人期、教義、個性、事業、傳道、被接受、遭拒絕、死亡、

下葬、復活、以及升天的詳情都在祂出世之前幾個世紀就被最奇特的

方式記錄了下來。

“誰能在一個人還沒有出世就描繪出其一生？當然只有神，只有

神自己。五百年前，沒有人知道莎士比亞會出世；二百五十年前也沒

有人知道拿破崙會出世。然而在聖經中，卻有不是一位、而是二十或

二十五位藝術家，他們誰都沒有見過他們要畫的人，但卻描繪出一位

驚人地相似、毫無差異的人”。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我剛剛讀完您的《彌賽亞》小書，而我非提

筆給您寫信不可。如果每個人都能讀到這本小

書，並相信其中的道理，那麼這個世界將會變得

多美好啊。您以簡單明瞭的語言說道，並提供所

有的聖經引文。我研究聖經預言已經有一段時間

了，可是您的小書仍然給我很多教導。我也很喜

歡您寄給我的其他著作，我從其中學到很多。不

知道您是否可以提供有關以西結書的著作。我在

閱讀聖經這部分的經文時總是感到難以理解。我

為您的工作感謝主。希望全能的神繼續保佑您及

您的傳道。

在耶穌基督中與您同在，

S.N.                   加利福尼亞州，索雷德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我最近到愛荷華去參加我母親的八十大

壽。我在那裡把您寄給我的福音著作發給其他

人。我姑媽得癌症已經好幾年了，我在那裡的

時候，她已經不久於人世。我最後一次和她在

一起時，她正在睡覺，不能被叫醒，所以我把

標題「聖餐式」的通訊留給她女兒——她說自己

相信基督——並告訴她等到吉妮娃姑媽醒來

後，一定要把罪人的祈禱念給她聽。我後來聽

她女兒說，那天晚上她照著我的吩咐做了。隔

天早上，我的嬸嬸就往生了，她已經將近八十

歲。她的女兒實在非常感激。我為您——主內

的牧師及弟兄托尼——感謝神聖的神！榮耀

神！這是對我所有家人的見證。

讚美主，

F.S.                 俄克拉荷馬州，諾貝爾

親愛的托尼牧師，

我以主耶穌基督之名向您表示竭誠的問候。我們祈禱

神能持續保佑您。我感謝神給我這個機會寫信，謝謝您對於

神在世界各地教會的精神支持，尤其是在我們南美洲。我們

活在最後的時日中，而神給我們這個機會向成千上百個靈魂

見證神的王國，他們不認識祂，是因為沒有聽過基督的福

音。我手裡有您的世界通訊，我們也非常高興看到主的事功

日益增加。

不久以前，我透過您和您的傳道，滿懷感激接受了一份

來自神的禮物。那是在我經歷一段困難的時期而就要停止傳

教的時候，可是多虧神和您的幫忙，我獲得幫助而能夠繼續

下去。當時我在厄瓜多爾的羅加省羅加市和一位牧師一起工

作。我們展開一項新的傳道計劃，也派遣幾位醫生以傳教士

的身份到幾內亞比索共和國（非洲）傳道。然而，教會卻決

定停止對傳道工作的一切支援，而這深深影響了像我一樣的

傳道士和他們的家庭。我們只好在沒有教會的協助下重頭開

始。我們已經決定自己創辦一所傳道教會，如果神允許的

話。我們的食物開銷最少是兩百美元，而我們花了七十美元

租了一間房子，裡面有一間用來傳道的辦公室。

托尼牧師，我告訴您這些事情，因為我知道您是主的僕

人，而我請求您為我祈禱，因為有了神凡事都有可能。謝謝

您。我會靜候您的援助和指引。願神保佑您，托尼牧師。

S.C.                                 厄瓜多爾，羅加

加利福尼亞州

我們已經把S.N弟兄要求的東西寄給他了。

俄克拉荷馬州

厄瓜多爾

我們已經把錢和著作寄給這位弟兄。

(轉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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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

伯特‧克蘭茲（Bert Krantz）弟兄在美國首府

華聖頓特區發放阿拉摩牧師的福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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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而復活之身的一份子（這身體已經升到

天上，端坐在神的右側），就會成為神之

子。44 “坐在神的右側”象徵性地意味著

基督正是神的智慧與力量。45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

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加拉太書6:8）。換句話說，基督透過肉

體的死亡，摧毀了控制我們的撒旦。46 我

們無法逃離犯罪、撒旦、死亡及火湖，因

為我們不知道要如何逃出撒旦的監獄。如

果我們要想逃離撒旦、死亡、火湖的永恆

折磨，以及這個有罪的人世，唯一的方法

就是藉由聖靈獲得神在基督裡面的力量，

而在神的國度重生。47

透過聖靈，基督打開了撒旦監獄的大

鎖，使我們奔向自由，日復一日以神的聖

靈更新自己，抑制我們裡面的“自我”及

“自我意志”，而能不再犯罪。48 我們“靠

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

能作”（腓立比書4:13）。因此，我們先

前的一切罪惡、撒旦、亞當，以及違反

神律例的一切事物，都隨著基督在髑髏

地的十字架上之死而一掃而空。49 使徒

保羅如此表示：“你們從前在過犯，和

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

一切[先前]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

活過來[祂把重生的靈，永恆的生命，給

了你們]。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

我們有礙於我們[有礙於我們先前所犯的

罪]的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罪、撒旦、撒旦

的墮落天使們、死亡、地獄及墳墓]擄

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透過祂的死亡、復活、轉形及升回天

堂，那正是祂體內三一神生命的起源處]”

（歌羅西書2:13-15）。祂已轉形的人身

也在那裡。 50 而且，由聖靈生出的我

們，在基督包羅一切的死亡與復活中

“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書 8:37）。

當世人觀察到，三一神的化身持續活

在我們這些因神的生命和力量重生的人身

上時，一切的榮光都歸於神。51 世界不再

看到我們以人世的方式來生活，亦即根據

“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

驕傲”（約翰一書2:16）。我們的生活充滿

了罪行，我們裡面的一切事物現在都隨著

基督一起被釘上十字架，而今得救的我們

也擺脫先前的種種人類作為及事物，而且

——讚美神——得以復活進入基督包羅一

切、強大有力而無罪的天國新生命。52 因

為基督的人身裡住著永恆的神之生命，因

此得以讓祂從死裡復活。“然而叫耶穌從

死裡復活者[同樣]的靈[亦即天父]，若住

在[我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

的，也必藉著住在我們心裡的聖靈[祂的天

國生命]，使我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賜

予我們神的永恆生命]”（羅馬書 8:11）。

“人若沒有基督[神住在他心中]的靈，就不

44  可16:19, 路22:69, 徒2:33, 5:30-31, 7:55-56, 羅8:34, 西3:1, 來10:12, 12:2, 彼前3:21-22  45  林前1:17-30  46  羅7:22-25, 8:14-17, 加4:3-5, 5:1, 弗2:11-17, 西2:13-15, 來2:9-10, 14-15  47  太18:
3, 約3:3-7, 6:50-51, 57, 羅6:3-23, 7:6, 24-25, 8:6, 9, 13-14, 弗2:1-10, 4:21-24, 多3:5-6, 彼前1:2-3, 22-23, 彼後1:3-4  48  約2:24-25, 8:11, 31-32, 36, 12:25, 15:9-11, 徒20:22-24, 羅7:5, 8-11, 14-
25, 8:1-15, 35-39, 11:22, 林前9:24-27, 15:31, 林後4:16, 加5:16-18, 24, 腓3:7-16, 4:13, 西1:9-11, 21-23, 3:1-6, 4:2, 多2:11-14, 彼前1:3-5, 4:1-3, 7, 彼後1:5-13  49  約15:3-5, 羅6:6-13, 7:5-6, 林後
5:17, 加6:15, 弗2:1-6, 4:22-24, 西2:10-15, 3:9-10  50  可16:19, 約20:17, 徒1:9-11, 林前15:3-4, 弗4:8-10  51  結36:27, 約1:4, 14:23, 15:1-11, 16:13-14, 17:21-23, 26, 林前3:9, 6:19-20, 15:10, 林後
5:17-21, 加2:20, 弗2:18-20, 3:16-21, 西1:27-29, 約一3:24, 約二1:9  52  太18:3, 約3:3, 5-6, 5:24, 羅6:3-14, 加2:20, 弗2, 西2:10-15, 彼前1:3-5, 23

在我們主內虔誠及受福的親愛弟兄，托尼阿拉摩，

以耶穌之名獻給您特別的問候。

弟兄啊，受到主的保佑及您每日對我們的祈禱，我們都在主內安然無恙。

我把滿心感激收到的您的著作散發給其他人。我希望持續留在您的郵寄名單

上，並表達我看到您脫離困難的喜悅之情。

我們都在主內辛勤工作。每一天我們都在難以到達的地區宣揚上帝之道。

許多人都聽到神的話，並接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他們的個人救星。許多人都

透過我們經由祂的力量的祈禱而被治癒。我在印度和我的小組一起工作，可是

我沒有受到任何神職人員的支援。

弟兄啊，我很渴望代表阿拉摩基督教會，成為您在印度的代表，並遵照您

的規章擴展祂的服務。請接受我成為您的同工，並幫助我倡導這份神職。我很

高興能成為這個教會的一部

份，也看到主全能的手在這最

後的時日支持祂的子民。

這一次我以合十的雙掌結

束這封信。請對我們展現您的

慈悲和仁慈，並以您靈巧的雙

手幫助我們。這是對您及您家

人的偉大恩賜。我們都為您祈

禱，希望能與您結盟，直到基督復再臨。我以耶穌

之名請求您及早回信。

願神保佑您，並提供您所需的一切。阿門。

E.S.                     南印度，泰勒巴拉古德

阿拉摩福音著作的發放者，艾‧蘇達卡

（I. Sudhakar），憑阿拉摩基督教會世界通

訊在印度的Rahjahmundry宣講福音。

上面兩張照片--桑卓‧李文斯頓

（Chandra Livingston）牧師在印

度海德拉堡附近的村莊發放阿拉

摩基督著作、聖經及錄音帶等。

印度泰勒巴拉古德

轉換父母親

印 度

(接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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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基督的”（羅馬書 8:9）。

等我們認為自己已在基督包羅一切的

死亡中死去，等我們體驗祂為了我們而復

活得永生，並帶著我們升上天國之後，基

督與天父就可以隨著聖靈進入我們，“呼

叫阿爸，父”（加拉太書 4:6）。我們就成

為基督裡面的神子，因為我們不再是兩

個，而是以新人之姿與祂合而為一。53 基

督是我們的首，而我們是祂的身，也同樣

擁有基督裡面的神之力量，這個人身基督

名喚耶穌，是我們的救贖者和拯救者，祂

既是人子，也是天父的獨子。54 這是神的

化身在這個世界，延續在我們這些與基督

一體化的活躍份子身上。這並非已死的宗

教，而是再度重生。這是在神的生命重

生，亦即神在我們內心的靈，神的國在我

們內心的生命。55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不僅是要救贖我們，祂的復活更是要給

予我們神的永生。56 如果我們透過祂的

靈，持續活在復活的神國中，那麼當世

界末日來臨時，我們將能起死回生。57

要獲得永生，就是讓神把生命像一

條溪流或河水流進我們裡面。58 我們的

生命就是萬能的神——亦即基督與天父

——透過聖靈流進我們裡面。59 如果我

們獲得重生，神會透過祂在我們裡面的

化身以及我們在祂之內的復活，每天川

流我們裡面。60 三一神在我們裡面的持

續化身能帶來我們的救贖，而祂在我們

裡面的復活將給我們帶來有神之力量的

新生命。這是我們在主內的生命，將由

祂所利用，以便使別人也能獲得救贖。61

這化身使神成為人也成為神。62 基督

原是生在神的國度。63 然而，為了擁有人

世的生命，祂必須生在其中。64 這是神利

用瑪莉亞的唯一原因。她是讓祂以人身降

臨人世的溫床。65 祂有人類的靈魂，人類

的心，以及人類的肉體。66 然而，因為三

一神的靈也在祂心中，因此祂說自己“不

是屬這世界的”（約翰福音8:23）。當屬於

人世的我們由水和聖靈所生，我們也能成

為神子，並擁有神國的生命。 67 這不是

說，因為母親把我們生在這個人世——而

日後我們將帶著神的生命而重生——我們

就應該向母親祈禱；就好比我們不應該因

為耶穌的母親在人世生下一個內心懷著三

一神的孩子，就向她祈禱。這不是她的作

為，而是神的工。68

53  約1:12-13, 羅8:14-17, 加4:4-7, 弗2:13-22, 約一3:1-2  54  太16:13, 16-17, 18:11, 約1:12, 17-18, 29, 34, 3:16-17, 6:69, 羅8:14-17, 加4:6-7, 弗5:23, 30, 約一4:9, 13-16  55  羅8:13-17, 林前6:
19-20, 加2:20, 多3:4-8  56  約3:15-17, 5:24, 6:54-58, 68-69, 10:10-11, 27-28, 17:1-3, 羅2:7, 5:21, 6:22-23, 提前1:16, 6:12, 多1:2, 3:7, 約一2:24-25, 5:11-13  57  太24:13, 約5:29, 6:39-40, 54, 11:
25-26  58  詩36:9, 路18:1, 21:36, 約4:13-14, 14:20-21, 23, 15:4-5, 帖前5:17, 啟21:6-7, 22:17  59  約3:15-16, 36, 6:35, 40, 63, 7:37-39, 11:25-26, 14:6-21, 26-27, 17:21-23, 26, 羅8:2, 10-11, 林前
3:16, 6:19, 15:31, 林後3:6, 4:16, 加6:8, 弗4:23-24, 腓3:8-11, 西3:10, 約一5:12, 啟3:20  60  結36:27, 約14:15-20, 23, 26, 15:1-11, 17:21-23, 26, 羅8:1, 10-11, 弗3:16-21, 來8:10, 啟3:20-21  61  可
16:15, 羅12:1-2,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5:17-21, 6:16-18, 加2:20, 弗2:18-22, 西1:27-29, 2:9-10, 約一3:6, 24, 4:4  62  太21:9, 路2:6-7, 11-12, 約1:1-5, 14, 4:25-26, 6:51, 8:16, 14:6-11, 加4:
4-7, 腓2:6-11, 提前2:5-6, 3:16, 多2:11-14, 來2:14-18, 約一4:2-3, 9  63  箴8:22-31, 約1:1-3, 3:13, 16-17, 19, 8:58, 來7:3, 約一5:6-7  64  賽7:14, 9:6, 太1:23  65  賽7:14, 9:6, 太1:18, 23, 路11:
27-28  66  徒13:23, 路11:27-28, 腓2:5-8, 來2:14-18  67  約3:5-7, 17:2-3, 11, 21-23, 徒4:12, 林前3:16-17, 林後5:17-21, 6:16  68  出34:14, 申5:8-9, 6:14-15, 8:19, 太4:10, 啟19:10

後，我整個穆斯林的家庭都拋棄我，讓我自生自滅。他們不再照顧我

的需要，例如供給我食物、衣服和庇護所。他們也不再幫我繳學費，

我只好輟學，因為沒有人照顧我的需要。有時候我一整天都挨餓沒東

西吃。他們這樣做是要我停止追隨耶穌基督，回到伊斯蘭教。可是我

已經承諾主，不管我有什麼遭遇，我都會繼續侍奉主，永遠遵循祂的

旨意。以我目前遭遇的困難，我請求您能為我禱告，好讓我繼續信奉

主不渝。我也希望您為我的家人祈禱，好使神感動他們的心靈。謝謝

您，神保佑您幫助像我一樣需要的人。阿門。

在基督中與您同在，

N.D.                                          迦納，塔科拉底

親愛的托尼，

我多麼感謝神賜予您生命，並且利用您，以全能上主給您的教誨

來行道。親愛的托尼，當我閱讀您如何為主贏得人類靈魂的全部著作時

──其實我是在接到您的回信之前就去一個地方傳道，所以我還沒有讀

到您的回信和全部著作之前就去了那個地方。事實上，我把它們付諸實

行，總共為主贏得了三十五個靈魂。

親愛的托尼牧師，我希望他們都能獲得良好的了解，因此我至少

需要十五到二十本聖經，因為其中二十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我請求您

寄給我兩本大聖經（大字版）和一本聖經字典。親愛的托尼，我祈求全

能的神增加您的壽命，讓您更了解祂的工作，並提升您對於耶穌真理的

精神力量。我竭誠向您致意，也向您的教會及世界其他教會中的所有聖

徒致意。

O.A.牧師                                          迦納，可薩

托尼‧阿拉摩牧師，

我讀了「您的道路」和編號

02500的每月世界通訊之後，非

常感動。我已經跟隨您十多年

了。我希望能收到二十五本法

文聖經，一本聖經字典，一本

用字索引，以及《彌賽亞》、「教

宗的秘密」和「教宗逃犯」。

我能完全與您的教會工作。

請安置我即可。

我以耶穌基督之名全職侍奉

上主。阿門。

G.G.牧師            象牙海岸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助理牧
師克里斯托弗‧馬薩納
（Christopher Masona），
曾透過阿拉摩牧師生動有
力的福音著作及錄音訊息
贏得許多人的靈魂，正在
他位於盧安達共和國尚谷
谷的教堂內講道。

阿拉摩基督著作的發放者及唱詩班姊妹在我們位於布卡
魯 的 教 堂 內 崇 拜 主 。 克 里 斯 托 弗 ‧ 馬 薩 納
（Christopher Masona）牧師，盧安達，尚谷谷

上述一切請求都已批准，並已寄給 O.A.牧師

非洲象牙海岸

上述請求均已寄給G.G.牧師

譯自法文

(轉第 7 頁)

(接第 1 頁)

當 今 偉 大 的 世 界 改 革 非 洲

迦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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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活著的神的兒子。

基督是歷史的中心點

因此，基督不但被視為全部歷史的

中心點，而且被視為聖經的中心主題。

新約全書中的基督是預言之樹的果實；

基督教是一個計劃的實現，而這一計劃

的最初綱要早在耶穌出生前約一千五百

多年就已被描繪了出來。

聖經的獨特之處在於被應驗了的預言

被應驗的預言只有在聖經中才能找

到，因此，這為證明聖靈是確定無疑、

不可抗拒的這一事實提供了證據。簡言

之，這裏的論據是﹕假如沒有聖靈的幫

助，任何人都無法預先知道未來，因為

對人類而言，未來是一道不可逾越的

牆、一個真正的“鐵幕”。只有萬能的、

無所不知的神才能準確無誤地預言未

來。倘若有人能發現真正的預言（就像

在聖經中所發現的那樣），並且這些預

言伴有確定無疑的應驗，預言與應驗之

間相隔充足的時間，預言中有清晰的細

節以肯定這些預言絕非聰明的猜測，那

麼這一事例就是完滿的、無可辯駁的。

請記住，從舊約全書中彌賽亞的最後預

言到這些預言在新約福音中被應驗，其

間相隔四百年之久。2 誠然，許多預言

早在公元前 400 年以前就已出現了。從

摩西時代（公元前1500年）到瑪拉基時

代（公元前400年）的一千一百年間出現

了一系列預言，彌賽亞預言成形，而且

所有的預言都證明彌賽亞即將到來，更

不必說主在伊甸園裏的亞當和夏娃的預

言，以及自那以後直至摩西時代的許多

其它預言。

舊約全書中的預言是如此詳盡、浩

繁，新約全書中的應驗又是如此完整，

以至於假如人們研究過彌賽亞預言，世

界上就不會有忠實的無宗教信仰者；假

如人們能夠真正理解預言和應驗的事

實，也就不會有任何持懷疑態度的信徒

存在。但可悲的事實卻是﹕迄今為止，

我們還未曾遇到一個仔細研究過以基督

為中心的預言的忠實的懷疑論者或批評

家。而這確實是“神的萬世磐石，信念

的堅定基礎”。

“預言”是神自己驗證其真理的方法

聖經的教義與所有其它重要宗教的

教義截然相反——它告知我們無論是得

救還是毀滅，人的永恆歸宿都取決於是

否接受基督以及基督在聖經中的訓戒。

我們有權知道聖經是否是天授的、神的

真實而確定的言論，我們有權知道其訓

戒是否完全是由萬能的神所授權的。如

果神在聖經中已經揭示了自己的心願，

那麼毫無疑問，神必定會用某種正確無

誤的方式向人們表明聖經確實是祂所表

露出來的心願。神所選擇的向人們表明

聖經即神的言論的方式，是凡具一般智

力的人都能理解的，是一種通過施與、

通過應驗具體詳盡的預言的方式。這是

神的標誌，讓所有的人都知道神已經表

明其態度。這一標誌永遠無法偽造，它

被蓋印在它所證明的真理上，因為神對

人這一無拘無束、智慧生物的行為的預

知是最不可理解的神性之一，是神所獨

有的完美性。

當對以賽亞時代的假神提出異議

時，真正的神說﹕“你們要呈上你們的案

件⋯⋯要聲明你們的確實的理由⋯⋯指

示我們將來必遇的事⋯⋯把將來的事指

示我們。要說明後來的事，好叫我們知

道你們是神”（以賽亞書 41:21-23）。

有一些偽宗教，諸如伊斯蘭教和佛

教，已在努力支持它們關於偽裝的奇蹟

的主張，但無論是這兩種宗教還是世界

歷史上除聖經以外的任何其它宗教，都

未曾冒險提出過預言。

這一特有的榮耀屬於萬能的、全

知的神，屬於宣告“先前的事⋯⋯這事

未發〔生〕之前”（以賽亞書 42:9）的

“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以賽亞書

40:28），而神是不會將這一榮耀給予

別人的。“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

字。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以

賽亞書 42:8）。真神獨自預知並且預

告未來。祂選擇了在聖經中宣告祂的預

言。3 雖然聖經中還有許多其它主題的

預言——猶太人、以色列周圍的異教國

家、古老的城市、教會、末日等等——

但在關於基督的預言中，預知和應驗的

聖靈的完美性比在其它任何方面都看得

更為清楚。

以下是唯獨神、唯獨在聖經中才明

確宣佈的真正的預言﹕

“我是神，〔除了我之外〕並無別的

神，我是神，再也沒有能比我的。我從

起初〔就〕指明未來的事，從古時〔起就〕

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

我所喜歡的，我必成就”（以賽亞書 46:

9-10）。（神關於唯有祂才能宣告與應驗

預言、並且唯獨在聖經中才能找到預言

的呼籲，人們可以在聖經的多處地方找

到。見以賽亞書45:1-7；提摩太後書3:

16；彼得後書 1:19-21；申命記 18:21-

22；以賽亞書 41:21-23；耶利米書 28:

9；約翰福音 13:19）。

請注意下面這個事實的強大力

量﹕“在一件事尚未發生之前就宣告它

的到來並引導它發生，唯有神才能做

到這一點”。

2. 從舊約全書的最後一書到新約全書的第一書，其間經歷了漫長

的時間。這一時間的最佳證據展現在SEPTUAGINT中，亦即大約公

元前200年舊約全書的希臘譯本中。這一譯文大約始於公元前280

年的PtolemyPhiladelphus王朝，不久即完成。據我們目前所知，

從200多年前翻譯的這一整部舊約全書的譯文來看，顯而易見，這

一譯文所依據的舊約全書的原文的歷史勢必更加悠久。

3. 很多人都試圖預告未來，然而除了聖經以外，沒有一個人成功過。“要制定一個將被正確證實的預言是極其困難的，這可以在通稱

為「謝普頓院長的預言」中那熟悉而粗糙的韻文裏看到。數年前出現過一件遠古時期的偽古物，有人聲稱它已經預言了蒸汽火車頭的發

明以及迪斯瑞理在英國政壇上的出現，凡此等等。多年來，我努力挖掘和揭露那些在我看來是極大的蒙騙的東西，我取得了成功⋯⋯。

我將一切追蹤都歸結到一個（英國的）名叫查爾斯‧興得利的身上。他承認自己就是那寫於1862年而不是1448年、強加給輕信的大眾

的預言騙局的作者。這是人類荒謬性的驚人證據之一。正是這些千方百計地試圖在已有兩千年歷史的預言中尋找疑點的人，才會毫不遲

疑地輕信一個偽造——一個在預言的事件發生之後才首次公佈的偽造——甚至不會去調查它所聲稱的古老”（A‧ T皮爾森博士）。

五月的簡訊待續。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週一我上班時，在一台購物推車

上發現您的兩份通訊。我實在太感激

了，因為那就像神告訴我祂愛我，而

且一切都會安然無恙！我把第二份通

訊給了我妹妹阿格妮絲。我們兩人都

相信，有了我們的主耶穌，凡事都有

可能。我對自己生命的一切恩賜非常

感激。我也許很窮，可是有了主，卻

很富有。我會繼續閱讀您的著作。我

很喜歡您在「神之靈田」中傳達的訊

息。

J.W.               密西根州，克林頓

網 上 阿 拉 摩 基 督 教 會

www.alamoministries.com

密西根州
(接第 3 頁)

“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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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確定一件事，那就是耶穌從

來沒有向祂的母親祈禱，也從來沒有教

別人行這件蠢事。 69 人們應該研讀聖

經，才會知道向神之外的任何人事物祈

禱，都是徹徹底底的反基督。70 對於這

個主題，聖經中有許多實例。其中一個

例子是當撒旦告訴耶穌，只要祂願意匐

倒在地而崇拜他，亦即只崇拜撒旦，並

向他祈求這個世界（好像撒旦擁有世界

一樣，實則不然），他就會給耶穌全世

界。71 是神創造了世界並擁有它。72 撒

旦透過謊言篡取了世界。73 而基督則透

過祂的真理把世界收回。74 在最初的希

臘版聖經中，耶穌駁斥魔鬼說，“撒旦

退去罷，一直退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祈禱]你的神，單要神聖侍奉祂”

（馬太福音4:10）。欽定英譯本聖經則譯

為“撒旦退去罷。因為經上記著說：「當

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中文聖

經和合本）

耶穌要撒旦只能崇拜 /祈禱神。從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除了向神祈禱之

外，基督排除了向耶穌的母親、所有的

聖徒、以及其他一切人事物祈禱的可能

性。當我說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我指的

是天使、聖徒、父母、政府、政客、運

動員、歌手、電影明星、丈夫、妻子、

孩子、親戚、蟲魚鳥獸、音樂、各種藝

術、宗教、電腦、世界、情慾、肉體，

或對世界及天堂任何事物的驕傲感。 75

我們必須只崇拜 / 祈禱神。加拉太書第

一章第八及第九節提到兩次，任何人

“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

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如果你想要被

詛咒，就繼續崇拜耶穌的母親、聖徒及

上述其他一切。然而，如果你希望受到

神的賜福，而非詛咒，就只向神祈禱。

聖經中還有其他許多經文都提到只能向

神祈禱。76

當耶穌的門徒問祂要如何祈禱時，

祂回答說，“我們在天上的父[而非在天

上的瑪莉亞或聖徒。祂沒有說尊他們的

名為聖]，願人都尊[神]的名為聖。”[祂

沒有說他們的國降臨或他們的旨意行在

地上，而是]“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馬太福音

6:9-10）。再說一次，基督對於我們祈

禱的指引排除了神之外的任何對象。如

果你想被神詛咒，那就崇拜神之外的任

何人罷。可是如果你希望受到賜福，就

只能向神祈禱。77

我們目前活在人世上，可是已經不

是其中的一份子。78 我們在重生之後，

已經屬於天國。79 當耶穌代表祂的門徒

向祂在天上的父祈禱時，便證實了這一

點。祂對天父說：“我已將你的道賜給

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

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叫

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

惡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

一樣”（約翰福音 17:14-16）。

既是“人子”也是“神子”的基督，

為了我們的罪，以上帝羔羊的身份被弔

在十字架上，80 為我們的靈魂和身體帶

來拯救和救贖。 81 當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舉起，如銅蛇當初在木杖上被摩西在

曠野裡被舉起一樣，祂就能對付撒旦的

破壞、撒旦的永恆死亡，以及撒旦先前

對那些如今已經是神子的掌控。 82 同

樣的，基督在祂無罪的大我當中使罪行

和撒旦同歸於盡。 83 再說一次，當我

們在十字架上擺脫罪惡、撒旦和自我，

我們過去自私、罪惡、惡魔般的生活方

式也會隨著基督的死亡被埋葬。 84 這

一份讓我們擺脫內在及腐敗人世一切負

面事物的超自然力量，早在兩千年前就

由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當我

們明瞭祂的一切成就都是為了我們，亦

即把我們從人世拯救出來，帶進祂的神

聖國度，好使我們能逃脫永恆火湖中一

切難以想像的折磨，85 而獲得祂在天上

永恆極樂的生命， 86 我們將能明瞭，

為什麼重生的人會不斷禮讚我們三位一

體的主耶穌、祂的天父，以及聖靈為我

們所做的一切。 87 得救的我們現在已

屬於天國。當我們仍在人世時，基督和

祂的父會在我們裡面做工，並透過我們

作工，好幫助那些尚未得救的人。透過

基督的復活，我們已獲得基督身上的一

切正面力量。祂的復活也是我們的復

活，因為我們不再活在罪惡中。基督代

替我們被釘上十字架，摧毀了我們先前

的罪行和生活。一旦了解這一點，我們

就知道只有加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亡，才是獲得祂的復活永生的唯一辦

法。 88 這是祂的道路，也是離開人世

而進入天國的唯一道路。 89 這是神讓

我們逃脫火湖永恆折磨的唯一方法。耶

穌曾說，我們必須先失去生命，才有可

能在祂裡面獲得永生。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哥林

多前書 15:52），僅死人而已。90 祂是

這樣說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亦即持

續以舊有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而非遵

循神的旨意，讓神在人世活在他們裡

面。]，必喪掉生命[喪掉永恆生命]。凡

為我喪掉生命的[在人世內凡是能遵循神

的旨意，過著神的生活的人]，必得著生

命[將在神的天國獲得永生]”（馬太福音

16:25）。那些把生命交給基督之死的

人，在基督復活時，將在天國獲得基督

的永生。

為了遵行祂的旨意，當我們還在人

世時，必定要來到祂的跟前。唯有如

此，我們才能獲得永生，成為祂國度的

一份子，“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天

國]的人了”（以弗所書 2:19）。91

基督要求我們一心向祂

我們在基督裡面的下一步就是轉

形。在我們重生之後，我們必須受到轉

形，且在神的轉形過程中每日持續不

斷。 92 我們透過隨時隨地把基督放在

心裡而受轉形。我們每天都必須吃基

督、喝基督，呼吸基督，才能不斷住在

祂——亦即我們生命——的裡面。 9 3

耶穌為了我們的緣故要求我們一心向

祂，好使我們能獲得永生。 94

69  太4:8-10, 10:37, 12:46-50, 路11:27-28, 約2:3-5  70  出20:3-5, 申5:7-10, 士3:9, 15, 4:3, 23-24, 撒上7:3-6,10-13, 代下7:14, 詩3:4, 18:6-17, 30:2, 66:19, 99:6-9, 106:44, 145:18, 拿2:1-2,
10, 太4:8-10, 6:6, 路11:1-2, 腓4:6, 啟8:3-4, 15:3-4  71  創1:1, 21, 27, 2:3, 5:1-2, 賽45:8, 12, 18, 太4:8-9, 路4:5-8, 弗3:9, 西1:16, 3:10, 啟3:14, 4:11, 10:6  72  創1-2, 詩50:10-12, 賽40:
28, 約1:1-3, 可10:6, 13:19, 弗3:9, 西1:16-17, 來1:2  73  創3, 約8:44, 羅5:12  74  約1:14, 17, 8:31-32, 12:31-32,14:6, 羅5:17, 加4:3-7, 弗4:21-24, 5:13-14, 西1:13-15, 2:13-15, 來2:14-17,
雅1:18, 約一5:4-5, 啟21:6-7  75  士13:15-16, 太6:1-2, 5, 7-8, 19, 10:37-39, 19:29, 徒7:38-43, 10:25-26, 羅1:21-32  76  士3:9, 15, 4:3, 23-24, 代下7:14, 詩3:4, 18:6, 30:2, 66:19, 99:6-8, 106:
44, 145:18, 拿2:1-2, 10, 太6:6, 路11:1-2, 腓4:6, 啟8:3-4  77  士16:28-30, 撒上1:10-17, 19-20, 12:9-11, 王上17:18-24, 18:36-38, 王下13:3-5, 19:14-19, 32-35, 20:1-7, 11, 代上4:10, 代下13:14-
18, 14:11-15, 15:12-15, 徒12:5-17, 27:35  78  約1:9-12, 3:16-21, 8:12, 23, 12:46-47, 16:33, 來11:13-16, 約一2:15-17, 4:4-6  79  羅8:14-18, 林前9:24-27, 來11:13-16, 13:14  80  太20:28, 徒16:
31, 羅3:24-26, 5:1, 10, 林後5:18-21, 加1:4, 弗2:14-22, 西1:12-14, 提前1:15, 來2:14-15, 啟1:5  81  出12:3-13, 約12:32-36, 加3:13-14, 彼前1:18-21, 啟5:9-12, 14:3-4  82  約3:14, 西2:13-15
83  約3:14, 羅5:1-2, 8-21, 6:10, 弗2:11-17, 西2:13-15  84  太16:24-25, 羅6:2-14, 8:13, 加2:20, 5:24, 6:14, 腓3:10-11, 西2:10-15, 3:1-3, 彼前2:22, 24  85  賽33:14, 太3:12, 8:12, 10:28, 13:
40-42, 18:8, 25:41, 46, 可9:43-44, 路16:20-26, 帖前1:7-10, 啟14:10-11  86  伯3:17, 太6:20, 13:43, 路12:32, 約14:2-3, 林後5:1, 西1:5, 12, 來10:34, 11:10, 16, 12:28, 13:14, 彼前1:3-4, 彼後
3:13, 啟7:9, 13-17, 21:1-5, 9-27, 22:1-5  87  申4:35, 39, 賽9:6, 44:6, 太1:23, 約1:1-3, 10-14, 4:23-24, 10:30, 14:6-11, 13, 20, 23, 15:26, 17:21, 林前8:6, 西2:9-10, 約一2:23, 5:7, 20  88  出
33:20, 約3:3,12:24, 林前15:42-44, 47-54, 弗4:22-24, 來12:14, 彼前1:22-23  89  太16:24, 約10:1, 12:23-24, 14:6, 15:5, 徒4:12, 羅6:2-13, 8:10-11, 林前15:22, 加2:20, 5:24, 弗2:1-6, 腓3:10-
11, 西2:10-15, 3:1-3, 來5:8-9  90  林前15:42-57  91  弗2:11-22  92  林後4:16, 弗4:13-16, 22-24, 西3:9-11  93  約4:10, 14, 6:48-58, 15:1-7, 林前10:3-4, 12:13, 林後5:17, 加5:16, 25, 弗5:18-
20  94  賽26:3, 可12:29-31, 路10:25-28, 約6:68, 10:27-28,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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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沒有一心向祂，就不會在天

上與祂同在。95 關於這一點，耶穌曾在約

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三至五十四節明白闡

述。如果我們沒有全心全意事奉祂，我們

將只會聽見上百萬個聲音、分心的事物，

和世界的噪音。96 我們將無法聽到祂的重

要敦促，而正是那敦促讓全世界看到祂在

我們裡面散發的光輝，亦即在現世中神的

道在我們裡面的化身。97 如果我們沒有一

心向神，以便遵行祂的一切敦促，就沒有

證據顯示祂在這個世界持續臨在。我們必

須全心全意依靠祂。 98 祂也同樣依靠我

們。99 聖靈需要住在重生的人身上以便生

活及作工。100 如果我們沒有恆常留意祂的

聲音，就無法聽到或遵行祂的敦促。

約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三至十四節告

訴我們要如何飲基督。約翰福音第六章的

五十三至五十四節告訴我們要如何吃基

督。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五至十六節以

及二十三節以及約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

95  太6:19-24, 10:37-39, 16:24-26, 路18:1, 約12:25-26, 羅13:

14, 西3:1-4, 4:2, 帖前5:17-18, 提前4:13-16, 提後2:16  96  太

13:22, 加5:16-17, 約一2:15-17  97  太5:14-16, 路12:11-12, 約

6:63, 10:3-4, 27, 16:13-15  98  約 6:68, 徒 17:24-28, 林前8:6

99  林前3:8-9, 林後5:18-20, 6:1  100  結36:27, 約15:7, 14, 徒

1:8, 羅8:1, 9-11,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6-18, 加2:19-

20, 弗 2:10, 18-22, 腓 2:13, 西 1:27-29, 提後3:14-17, 來 8:10,

約一2:3-5,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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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文、波蘭文、

捷克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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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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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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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索取阿拉摩牧師所撰寫的八十五頁的《聖經預言的彌賽亞》一書。該書展示了自舊約全書問世後耶穌的

三百三十三個預言。我們也有阿拉摩牧師錄音資料。

這篇文獻表達了救世的真正計劃。 * 請傳遞給其他人。 *使 4:12

(The Holy Alamo Christian Church is a division of Music Square Church, Inc.)  2001 年四月版權所有。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注冊商標 2001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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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五及第七節，告訴我們要如何駐

在祂裡面。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二十二

節則告訴我們要如何吸進基督。當我們

每天吸進賦予生命的聖靈，亦即基督，

我們就日日煥然一新，能抑制我們的自

我意志。101 天主，即道，正是我們每日

的更新或回春。102 我們分分秒秒都必須

憑藉基督而更新。當我們吃基督，飲基

督，並呼吸著基督，我們不但能住在祂

裡面，更能從剛剛獲得重生的新基督徒

轉變成發展完全的基督徒。103

如果你希望走到神的跟前再一次重

生，讓神成為你的新父母，而你成為祂的

孩子；如果你希望透過每天在你裡面成長

的神之力量，以及祂控制罪惡、撒旦、世

界和你肉欲的力量而轉化，那麼現在就把

你的人性生活完全投在基督之下。如果你

願意，你將立刻領受祂神聖而不朽的生

命。神告訴我們，“看哪，現在正是悅納

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

後書 6:2）。我們永遠不知道是否能再多

活一天、一小時，或甚至一分鐘。104 唸

出下面的禱詞，請基督與祂的父透過聖靈

讓你現在就成為祂鍾愛的孩子：

轉換父母親

101  羅8:13, 13:14, 加2:20, 5:16-17, 24, 林後4:16, 多2:12, 彼前4:1-2  102  書1:8, 詩9:7-11, 路8:11, 15, 約6:63, 15:3, 17:17,

徒20:32, 弗5:25-27  103  約4:13-14, 6:53-58, 14:15-16, 23, 15:4-5, 7, 20:22, 弗3:17-19, 4:10-15, 西2:6-7, 9-10  104  太24:42-

44, 25:13, 路12:16-21, 帖前5:2, 6, 雅1:10-11, 4:13-14, 彼前1:24, 啟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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