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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基督的生平被詳細地預寫在舊約全書中，而且

新約全書中的基督耶穌已經知道、並在新約全書中完全

證實了這個事實。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在世界文獻史

中絕無僅有。沒有任何其他歷史人物——凱撒、格萊斯

這是托尼‧阿拉摩牧師所著的《彌賽亞》的第四段

選輯，其餘部分將每月續刊。

最偉大的文獻奇蹟﹕

聖經預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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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賽亞”

已經到來的彌賽亞

基督為祂應驗了舊約全書的預言這一事實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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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我在電視

上聽到一位偽先知的講

話。他嘲笑基督徒所說

的“神對我的心說話”。

然後又說，“告訴我，

一個人的心靈可有耳

朵？神有在人的心靈加

上耳朵嗎？”答案是肯

定的。外在的人和內在

的人（即靈）都有耳朵。

神對於“心”的意思是指“人的

靈”，它位於心靈或人體的中心。1

聖經上清楚指出，人既是肉體，

也是靈性。他有一個外在的人和內

在的人。2 外在的人是我們的肉體，

內在的人則是我們看不到

的靈或心。外在的人有耳

朵、眼睛、頭腦和身體，

內在的人也有耳朵、眼

睛、頭腦和身體，就跟外

在的人一模一樣。3

外在的人與內在的人

合起來，就稱為“有靈的

活人”（創2:7）。4 一個

人靈魂的屬靈部分，亦即

內在的人，因為夏娃的過犯，而對與

神交融、擁有神的永生冥頑不靈。5

因為夏娃是一切肉體之母，因此我們

繼承了與神的隔離，亦即失去與神的

交融，也失去祂的永生。6 而且，就

托尼‧阿拉摩著

托尼‧阿拉摩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我謹代表教區內的五百名會眾，感謝您把著作

寄給我們，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服務。我希望告訴

您，您寄給我們的著作以及每個月的世界通訊，都

使我的信仰更加堅定。可是，在我影印許多份通

訊，並在我傳道的幾個村莊分發之後，我也想告訴

您，許多新會眾，大部分都是狂熱的穆斯林教徒，

都與天主達成和解。事實上，就在我寫信的這個地

方，我想告訴您，我所傳道的忠實信眾已經有將近

五百人，這還不包括新的信徒在內。其中大部分都

是被您的世界通訊感化的穆斯林教徒，包括二十位

婦女在內。如果我在今天能對五百位以上的信徒宣

講福音，那都是因為您的著作及忠告。

托尼牧師，您手下這一位在1993年12月26日

受洗的年輕福音傳播者及基督徒，已經透過這些微

薄的工具，召集了這群耶穌的信徒。這是耶穌對撒

旦的勝利，它激勵著我們感謝並讚美神，也使我們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弟兄，

以主耶穌基督之名向您問好。我收到您的回信，實在太高興了，因為我

一直期盼您的回音，祈求神回應我的禱告。哈利路亞！讚美主。我曾經在幾

個地方為天主工作，包括巴拿維利、阿拉凡仁以及柯達佩塔等等。最近，我

們在某些城鎮及村莊舉行了福音傳播運動。我們把阿拉摩教會的著作及書籍

分發給民眾。許多人都因為讀了您的著作和書籍而轉離偶像，前來事奉活生

生的真神。我們每天都在各村莊安排福音聚會，宣揚得救的福音。許多人都

聽到、相信，也接受基督是他們的個人救主。許多人，不管男女老幼，都希

望獲得您翻成特魯古文的著作。許多人都因為您的著作而受到祝福。我們需

要您的祈禱支持，以便在愛與靈中繼續成長。我從教會另一位牧師那裡得到

幾本翻成特魯古文的《彌賽亞》。我已經把它們發給不同的地區。很多人都

因為讀了這本深具啟發的靈性書籍而受到祝福。我為您與您的家人祈禱。願

天主保佑您並照顧您。請在您的祈禱記得我的工作。

您在基督內的弟兄，

C.G.                                     印度，阿馬拉普蘭－曼道爾

象牙海岸
譯自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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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交融、擁有神的永生而言，世俗的外在

之人尤其冥頑不靈。因為人的靈是神通過聖

靈與人溝通的唯一靈魂器官。7 要使人的靈

重生、復甦，以便接受神的永生，人的靈或

心必須以信仰神之道的方式來接受神的靈並

與之統一。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神靈]，就是生命[神的永生]”（約

6:63）。因為我們生來無法與神交融，也沒

有祂的永生，因此我們必須“重生”，亦即

從神的生命“重生”（約3:3-8）。8 要做到

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接受神的道，而神的道

就是神的靈與神的生命。9

內在的人，亦即人的靈，一定要以屬靈

的耳朵聆聽神的道，把它視為唯一的真理，

才能“重生”，亦即接受神的永生。唯有如

此，他才能與神交融，神也才能與他交融。

唯有接納神道之化身的耶穌所說的話，這才

有可能發生。10 身為“阿拉法與俄梅戛，萬

事的初與終”的基督，他所說的話正是神的

靈與生命（啟22:13）。11 我們一定要接受

並保持這些話，才能在天國與基督、天父及

聖靈永遠同在。12 再說一次，根據神的道，

整個人類靈魂在重生之前，都是“死在過犯

與罪惡之中”，直到靈魂獲得重生，被賜予

神的永生（弗2:1）。

兩個身體的證據

我從親身的經驗知道，內在的人，即人

的靈，的確有耳朵、眼睛、頭腦和身體。13

我知道這些機能都在人的靈性中，因為大約

三十六年前，在比華利山莊一家律師事務所

內，神把我肉體的聽覺完全封閉，而使我察

覺祂的實相。當時我外在的人聽不到車聲，

聽不到室內的人聲，也聽不到他們對我或對

彼此所說的話。我天生或外在的聽覺完全消

失。等我外在的聽覺完全對世界封閉之後，

神就開始對我靈魂最深處、屬靈的耳朵說

話。我的靈性有耳朵。你的靈性也有耳朵。

我內在的人透過它的屬靈耳朵，能聽到神對

我說的每一句話，可是我外在的人卻什麼也

聽不到。我屬靈的耳朵開始聽到聖靈傳出這

段話：“我是天主，你的神。站起來，告訴

房間內的人關於主耶穌基督的信誼，以及祂

即將重返世間，否則你一定會死。”

神使我信服

在當時，我屬靈的頭腦被撒旦遮蔽，以

致於我以為自己瘋了。當時我想，當然沒有

神也沒有撒旦，而且當然也不會有神像這樣

把生意和宗教的語言混為一談，尤其是我根

本不知道要怎麼對辦公室的人講述主耶穌基

督的事。可是只過了幾秒鐘，神就使我屬靈

的頭腦相信，不僅我的屬靈頭腦及人類頭腦

都被撒旦所盲目，而且真的有一位強大有力

的神，14 知道我們過去和現在的所作所為，

也全把它們看在眼裡。15

神的聖靈與我內在的人（即我的靈性）

的耳朵、眼睛及頭腦交流。祂透過聖靈，使

我整個靈性信服，使我的屬靈意願與祂的靈

性意願一致，並驅使我的肉身服從祂的聖靈

要我做的事，而我懷著極大的熱誠去做了，

可惜沒有足夠的智慧。

神讓我的人類之靈活著。16 我在靈性

上已經覺醒了。祂說服我對比華利山莊辦公

室內的同事所說的話，如果不是祂從我的屬

靈耳朵穿透我的屬靈頭腦，使我的屬靈之我

覺醒，並使我從那一天事奉祂，我根本一輩

子也不可能說出或做出那些事。祂也透過把

我的靈拉進及拉出我的肉體而使我信服。然

後祂再次威脅我的靈，亦即我內在的人。祂

說：“對他們講述我的子，亦即主耶穌基

督，否則你絕對活不了，而且會在地獄萬劫

不復。” 我遵照祂的意願，而我毫不懷疑這

就是為什麼我還活著的原因。*

那次經驗使我整個屬靈都嚇壞了。我

太害怕神，而不敢不遵從祂的指示。17 因

此當我說天主對人的靈性交流時，我指的

是整個靈性，包括他的屬靈之耳，屬靈之

眼，以及屬靈之腦、屬靈之心，以及屬靈

的靈魂。如果他遵從神的旨意，就能從撒

旦的囚籠解脫出來。18 整本聖經就是告訴

我們神對我們的旨意。19 它揭發了撒旦使

人的頭腦盲目。20 神的話一定要先從屬靈

的耳朵進入屬靈的頭腦。21 因為撒旦就在

那裡使壞。這就是為什麼耶穌會說：“所

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接受

我的話]，還要加給他[神的一切應許]。凡

沒有的[接受我的話]，連他自以為有的，

也要奪去”（路8:18）。

信仰

當人相信神的使者所宣揚及傳授的福音

時，靈魂就會得救。22 信仰神的話“是從聽

[神的]道[而]來的，聽道是從神的話來的

[對他的屬靈之耳、屬靈之腦，以及內在整

個靈性之人傳教]”（羅10:17）。

耶穌想讓每個人都知道，若要祂進入我

們的靈，祂的凡人肉身就必須先死去，然後

復活、轉形，成為聖靈，最後升天。23 唯有

如此祂才能透過聖靈與天父一起進入我們的

靈。24 他對門徒斬釘截鐵的說，“你們要把

這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

裡[否則我們就無法得救，無法避免入地

獄]”（路9:44）。如果神持續的啟示沒有滲

入我們的屬靈之耳，如果我們的屬靈之耳沒

有傾聽神的話，那麼一切世人以及所有的基

督徒都很容易被惡靈欺騙。25 我們必須學會

只傾聽神的話，而對其他一切充耳不聞。26

神的獨子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拒絕犯罪、

拒絕撒旦、拒絕世界，以及自私的生活。27

早在他的肉身被釘死在骷髏地的十字架，並

以寶血豁免我們先前的罪行之前，祂就已捨

棄這一切。在我們的肉體死亡之前，我們也

必須捨棄這一切。28 基督這樣做，以便復活

升天，然後再度降臨，活在我們心中。29 我

們一定要捨棄自己的意願或自私生活，好使

三一神的整個聖靈進入我們內心，使我們從

以前自私生活的死亡和定罪中復活到永生。
30 只有在那時，祂才會像他在耶穌的身上所

做的一樣，活在我們內心，並透過我們來作

工；如同使徒行傳2:4所說，活在祂門徒的

捍衛頭腦的秘訣

(轉第 6 頁)



3

(Continued from page 1)

登、莎士比亞，或其他任何人——像耶穌那

樣夢想過說到聖經或是別的書籍，“你們查

考聖經〔吧〕。因〔為〕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

經”（約翰福音5:39）。也沒有任何假基督曾

呼籲用應驗了的預言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1

因此，我們面對著這一巨大的真理﹕

基督教並不是一種與舊約全書毫無關聯的

新宗教，而是以舊約全書的預言應驗為堅

實基礎的。

耶穌平靜地說到“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

仰望我的日子”（約翰福音 8:56）以及“摩

西⋯⋯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約翰福音5:

46）。然後，祂指出舊約預言和新約應驗之

間的聯繫。祂在山上講道時，說祂不是要

“來廢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這些〕”

（馬太福音 5:17）。

基督的生平是獨特的﹕全部是以舊約全

書中所描述的神聖形式為根據。祂是天父

“唯一差遣”來實現祂的願望、作為贖罪者來

完成祂的事業、並驗證關於祂的預言的（約

翰福音3:16-17、4:14；希伯來書10:9）。

在祂傳道初期，當向在拿撒勒猶太會堂

裏的人讀完以賽亞書61:1-2節中重要的彌賽

亞預言之後，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著祂，這

時祂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加

福音 4:16-21）。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神阿，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你曾

給我豫備了身體。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

歡的。那時我說，神阿，我來了為要照你

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希伯來書 10:5-7)。

撒瑪利亞的婦人在井旁跟耶穌談話時，

對祂說﹕“我知道彌賽亞要來”——所有虔誠

的舊約全書讀者都知道這一點——“祂來

時，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然後，主

耶穌對她說﹕“這〔位〕和你說話的〔人〕就

是祂〔彌賽亞〕”（約翰福音4:25-26）。

當彼得表明對作為彌賽亞的耶穌的信任

時——“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

福音 16:16）——主耶穌確認了他所說的真

理，回答道﹕“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

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

上的父指示的”（馬太福音16:17）。

耶穌引用詩篇第 110 章來證明祂自己

是大衛的子孫——一個彌賽亞稱呼——並

且來證實大衛稱祂為主（馬太福音 22:41-

46）。用人子這一稱呼，耶穌認同了自己

的彌賽亞稱呼，就像但以理書中所使用的

那樣（但以理書 7:13；馬可福音 14:62；

以及詩篇第8章）。而用神子這一稱呼，耶

穌也認同了自己的彌賽亞稱呼，正如第二

詩篇中所使用的那樣。

基督所說和所做的幾乎每一件事都與舊

約全書中的預言有某些關繫。祂的奇蹟就在

於對舊約全書預言的應驗（以賽亞書 35:5-

6）；祂的傳道與以賽亞書中關於祂的預言是

一致的（以賽亞書61:1-3、42:1-4；馬太福

音12:17-21）。祂在耶路撒冷遭受的苦難和

死亡都與事前已經預告的完全一致（詩篇

22；以賽亞書53）。就連在談到施洗者約翰

時，基督提醒人們注意約翰是祂的先驅這個

事實，也在以賽亞書40:3節和瑪拉基書3:1

節中被預言過。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洗

1 猶太民族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十多個假彌賽亞，但他們

當中沒有一個人應驗過預言，以確立自己的主張。他們只是用

一些復仇的許諾和迎合民族自尊心的奉承方式，來宣揚他們的

偽善主張。現在除了少數研究歷史的學者之知道外，這些人的

名字早已從地球上消失。而拿撒勒人基督耶穌、應驗了全部預

言的真正的彌賽亞卻仍然受到億萬人們的崇拜。

親愛的托尼牧師，

願主耶穌及天父賜您和平。前幾天

我接到您的世界通訊及《彌賽亞》一

書，心裡實在非常喜悅。它們都是很好

的研究工具，而我深受它們的祝福。我

也被編號02600的世界通訊「祈禱似乎

仍使很多人不安」所點醒，發現世界上

還有這麼多的非信徒。這個禱告真的使

我非常感動。請讓我留在您的郵寄名單

中，並把您其他印行的書籍寄給我。我

在這裡也提到一位朋友R.N.，您曾經

送過他一本西班牙聖經。我為他感謝您

送他這本聖經。謝謝您對此事的考慮。

您在耶穌基督中的朋友與弟兄，

R.B.               德州，杭特維爾

阿拉摩牧師，

最近有一個人在加州洛杉磯的安西諾，

發現您在當地散發的兩百萬份世界通訊中的

其中一份，並打開來閱讀。當時他甚至沒有

零錢打電話給一天二十四小時的見證熱線，

就根據通訊上面列的地址開始走路，整整花

了兩天走到好萊塢的好萊塢大道與高地路的

交口。他剛好趕上每天前往峽谷國（市）阿

拉摩基督教會的班車，獲得拯救，並決定獻

出整個生命來事奉天主。他已經搬到位於峽

谷國（市）的教會地點。

另外，當許多組同工的一組

在好萊塢發送世界通訊時，一個

人向其中一人打聽某個慈善機構

的地址。他希望獲得一點食物。

這位弟兄就告訴他我們的教會佈

道服務，說我們每天晚上八點在

禮拜式之後都會供應食物。這個

人就搭上前往教會的專車，參加

禮拜式，聽到福音音樂、見證和

佈道，在佈道結束後他做了罪人

的懺悔，決定把心獻給主耶穌基

督，交出他的生命，並決定搬到

教會地點，事奉天主。

讚美主，

比爾‧佩利士

大衛‧雪佛（David Scheff）弟兄在洛杉磯
區發放阿拉摩牧師挽救靈魂的有效著作

德克薩斯州 加利福尼亞州

東尼‧韋（Tony Way）弟兄在加州好萊塢的好萊塢
大道與高地路的交口處發放阿拉摩牧師的著作。三
十多年來，每天下午六點三十分都有交通車前往阿
拉摩教會舉行的禮拜式。

彌賽亞
(接第 1 頁)

(轉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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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今 偉 大 的 世 界 改 革

親愛的世界性牧師，

謹以主耶穌基督及個人救主之名，向您問好。非常謝謝您寄給我的

書，我在3/24/01收到了。我帶著這些精彩的好書，正在偏遠的谷帕維

仁村莊傳播福音，並把您的雜誌與著作發給屬於我們福音服務營的民

眾。許多接到世界通訊的人都很感激您的工作。再次謝謝您。大部分偏

遠地區的民眾都非常窮困，無法購買聖經來祈禱。因此，我誠懇請求您

的協助。請寄來一些特魯古文的著作，以便能在我的福音服務區發放。

每一天我都在偏遠地區從事福音服務。透過主的感召以及您的鼓勵，我

和許多同工一起工作，並伸向苦難的人群。我相信天主會與您交流，使

我們有更多機會和祝福來服務印度的人民。在我個人的傳道過程中，我

向所有人散發這些著作並傳播福音。有些人接受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並由我施洗。這個月我為四個新教徒施洗。請為我們教區的發展而祈

禱。我與我們會所的信徒都祈禱您身體健康，延年益壽。請在您的祈禱

記得我們。期待您早日回信。

在主內事奉，

牧師P.R.                  印度，達賴斯旺仁

親愛的主內弟兄，

謹以我們的天主及個人救主耶穌基督之

名，向您問好。

我已經收到了您所有精彩的通訊。我已

經全部讀過，覺得非常高興。讚美神！神在這

最後的時日有效利用您來贏得最後的靈魂。

請在您的日禱記得我們的福音服務。我

的地區完全崇拜印度教偶像。長久以來這個地

區一直是撒旦的地盤，因為人民都崇拜惡靈。

因此許多人都走在下地獄的途中。因此，我全

心奉獻給神，決定在這些人中間傳播福音。接

到您的通訊之後，好幾千人都

做了告解及悔罪，接受耶穌為

他們的個人救主，並接受洗

禮。請繼續為我們祈禱，並給

我們幫助。

我們的工作小組有二十來人，在我們附

近的村莊工作。我們沒有外援，只有憑著我們

對耶穌的信仰。請記得我們，謝謝您。

與主同在，

T.M.                 印度，馬洽拉馬特拉

基督內的親愛弟兄，托尼，

您好！願您獲得許多和平與恩慈。以耶

穌之名向您問好。我非常高興能寫信給您和

您的家人。我的確知道您們在主內都很安好

幸福。我以基督的愛來愛您們所有的人，祂

的愛充滿我們的心。我因為您受聖靈啟發的

作品而深受祝福，也能從您的作品中感到神

甜美的臨在。讚美主。我曾經在紐約的曼哈

頓街道上看到您濕淋淋的世界通訊，而把它

拿起來讀。等到看完後，我深深受到托尼牧

師的通訊所祝福。我希望能繼續收到您的通

訊，並加入您的郵寄名單。弟兄啊，您的訊

息傳遍世界，而神正利用您作工。我請您好

心把二十四本聖經寄給蓋亞納的牧師L.R.。

蓋亞納的人民都很渴望聽到神的話。我感謝

您仁慈的幫助。願神保佑您平安。

您的朋友，

D.P.                     紐約，李奇蒙丘

聖經已經寄出。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發放者正在發放聖經─
─印度，阿馬拉普蘭

印度

馬洽拉馬特拉

C.L.弟兄正在印度阿馬拉普蘭附近的村莊宣揚及發放阿
拉摩牧師的著作

基督降臨世界拯救靈魂，使他們能獲

得永生，並透過他而與天父交融。目前全

世界都興起一股宗教復興的風潮。類似這

樣的幫助請求有好幾千個。如果你想為基

督贏得人的靈魂，就成為阿拉摩教會的一

部份，為這些新得救的弟兄姊妹提供支

援，好使神能進一步祝福你。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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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感謝您──我的顧問及精神上的父親。

如您所知，教授聖經的方法會根據環

境以及講道的對象而有不同。在我們面對

的幾個環境中，我們發現大約有百分之三

十的信眾能認字，而其他百分之七十則不

會認字或寫字。因為這些困難，我們與資

深的信徒同心協力，積極徵求您的支持，

以便帶著死而復生的基督之福音，伸入象

牙海岸的各個社會階層。我將就此打住，

日日夜夜祈禱天主保佑您及您的家人。可

是，阿拉摩牧師啊，我請求您誠摯的合

親愛的托尼牧師，

願我們天父及主耶穌的恩慈與和

平長伴隨您及您各地的教會。托尼，

您真的是世界性的牧師。神使用您來

贏得上百萬個靈魂。但願祂繼續保佑

您以及您在基督內的弟兄。您知道我

為什麼說這些話嗎？聽著，當我讀到

您精彩的著作時，我透過您的教誨而

悔罪。所以我請求您寄給我

五十份著作及十本聖經，使

我能和還不認識道的人分享。我一直

為您、您的各地教會和您的家人祈

禱，我也會繼續為你們全體祈禱。但

願天主為了您的一切事工而慷慨保佑

您。我在此以誠摯問候收筆。

基督內的愛，

J.A.                迦納，阿克拉

J.A.的請求已經寄出。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謹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向您問候，

我相信您一切安好。我非常感謝神使用您的

教會，來保佑並伸向全世界的眾多靈魂。我

曾經看過您的通訊，而我們真應該為此讚美

神，特別是您的教會努力伸向印度的印度教

徒。任何渴慕靈魂得救的心都會感謝您付出

的心力，因為這方面多年來一直受到許多教

會和神職人員的忽略，他們都自我滿

足，對其他人漠不關心。我們生活的時

代裡，傳播著各種物質繁榮之說，這對

於基督教的核心，亦即傳播福音及贏得

靈魂，是一大損傷。可是有了您的傳

道，我要大聲叫好！也祝您更有力量。

同理，我是否可以藉這個機會徵求您的

著作，好幫助我傳道？如果可能的話，

我希望能獲得十本聖經。我現在與您道

別，期盼您的回音。謝謝您。

與主同在，

B.D.               奈吉利亞，高原州

B.D.的請求已經寄出。

親愛的托尼牧師，

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向您問

好。為著您的傳教伸向許多國家，我感

謝神。為了您的著作我感謝神。它保佑

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們國內許多地區

的人民。我利用您的著作，在我的地區

開了一間教會。我們在基督內日漸成

長。我為了您的祈禱感謝神。雖然您曾

經遇到困難，但是神仍然繼續使用你。

您在從前獄中所寫的著作幫助了許多

人。撒旦以為他會戰勝您的道路，可是

神卻透過您的禱告繼續使用您。為著您

終於擺脫這些困難，我感謝神。但願神

繼續保佑您的教會，使您繁榮昌盛，繼

續建立神的事工。我們的牧師啊，我們

敬愛您。我為您禱告。我知道您會透過

禱告幫助我們。我希望您能寄一些聖經

和福音書籍給我，使我能發給其他人。

我向神祈禱，希望有朝一日您能來非洲

拜訪。願神保佑您。

與主同在，

牧師G.T.            烏干達，盧加濟

牧師G.T.的請求已經寄出。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助理牧師S.D.與歌者舉行讚美及崇
拜儀式──迦納，伯軋坦哥

先生，

您的訊息激勵我比以往更進一步追尋

神。有一天我在禱告時，渴望更能向基督

看齊，而上面這段經文就浮現腦海。我越

思考這段經文，我就想到神對自己的話多

麼忠實，因為聆聽您的講道錄音帶及閱讀

《彌賽亞》和聖經，都使人渴慕更多，因

此經文就實現了，因為一個人在錄音帶及

神提供的其他幫助中尋求精神食糧，就會

獲得飽足。祂把飢渴放進我們心裡，然後

提供我們精神的食糧。

耶穌，謝謝您。透過您，我的基督徒

生命得以如此靠近祂的神旨源頭。

致以無比的敬意，

M.C.               阿肯色州，阿爾瑪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我非常喜歡您編號03400 的世界通

訊。您真的認識神的話。我從這份通訊

得到很多了解。它使我的靈性受到更大

的啟迪。謝謝您，我很高興神利用某人

把道理真正寫出來。這些通訊著實可以

影響一個人的生活。願神保佑您。我希

望能在您的郵寄名單上。也希望您能寄

給我九十一頁的《彌賽亞》一書。

謹此，

P.B.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P.B.的請求已經寄出。
網 上 阿 拉 摩 基 督 教 會
www.alamoministr ies.com

作，以便達成耶穌指派我們的

目標，即傳播福音。

您年輕的傳播福音的基督之子，

K.W.       象牙海岸，阿必尚

象牙海岸

阿肯色州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

足”（太5:6），耶穌，謝謝您！！

奈吉利亞

佛羅里達州

烏干達

迦納

(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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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約翰〕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

個人」”（馬太福音11:10）。

因此，我們的主不僅說過約翰要來應驗

預言，而且說過祂耶穌正是約翰前來為其當

先驅的人！

當祂即將被釘上十字架時，祂對門徒們

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

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路加福音

18:31）。被釘上十字架的前夜，祂說道﹕“經

上寫著說，「祂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

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到我的事，必然成

就”（路加福音22:37）。請讀者注意“必然”

這個詞。

在祂受審的關鍵時刻，耶穌對彼得（彼

得願意用他的劍去保護他的主人）說﹕“你想

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

來麼？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

的話，怎麼應驗呢？”（馬太福音 2 6 : 5 3 -

54）。然後祂譴責前來捉拿祂的眾人說﹕“你

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但

這一切的事成就了，為〔的是〕要應驗先知書

上的話”（馬太福音26:55-56）。審判祂時，

當大祭司領祂發誓時，問祂﹕“你是那當稱頌

者的兒子基督不是”？耶穌回答﹕“我是”（馬

可福音 14:60-62）。

祂復活之後，在以馬忤斯路上跟祂的兩

個門徒交談時，祂開始“從摩西和眾先知

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明

白了”（路加福音24:27）。後來在與門徒們

相見時，祂告訴他們﹕“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

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摩西的律

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

話，都必須應驗”（路加福音24:44）。請注

意在不同場合下，主是如何談到舊約全書的

預言在祂身上應驗這一必要性——“必須性”

——的，因為神的言論不可能不被實現，說

這些話的神不可能說謊，而應驗了這些話的

神子也不可能失敗。“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

（約翰福音 10:35）。

耶穌復活之後，還把解釋舊約全書中有

關彌賽亞的預言的秘訣交給了祂的門徒，

“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彌賽

亞〕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裏復活。並且〔各國

的〕人要奉祂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路加福

音24:46-47）。這一偉大的聲明大概是祂從

復活到升天這四十天當中給祂的門徒們傳道

的總結。

在耶穌的時代和現在，猶太人一直在尋 七月的《世界簡訊》待續。

31  約1:1-4, 14, 3:34, 5:19, 26, 30, 8:16, 19, 28-29  32  結36:27, 約1:4, 14:15-20, 23, 26, 15:4-11, 羅8:1, 10-11, 26-28, 林前3:9, 16-17, 15:10, 提後1:14  33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6-
17, 弗2:19-22  34  約14:20, 15:3-5, 17:22-23, 羅8:10, 12:4-5, 林前6:17, 12:12-27, 10:17, 林後13:5, 加2:20  35  太25:1-13, 41-46, 弗4:17-25, 啟3:15-20  36  約5:24-25, 徒2:41, 13:48, 雅1:21-25,
約一1:1-4  37  耶26:2-6, 詩37:9-11, 28, 38, 可16:16, 約5:28-29, 帖後2:12  38  詩10:4-7, 羅1:21-32, 加5:16-24, 弗4:17-19  39  羅7:23-25, 8:5-8, 林前2:14, 加6:8  40  路12:29-31, 羅8:5-8, 林前
2:11, 弗2:12-13  41  箴1:5, 約14:23-24, 羅14:5, 林後8:11-12, 腓2:2-8, 來10:38-39  42  林後10:3-5, 彼前1:13  43  林後11:3, 提前2:12-14  44  創章3  45  羅5:12-19, 提前2:13-14  46  創3:2-7
47  加5:16-17, 19-21, 來6:4-6, 約一2:15-17, 啟21:8  48  箴5:22, 8:36, 24:20, 結18:4, 20, 徒5:3-10, 羅6:23, 8:13

人類身體之內。31 基督當時與現在的門徒，

都要負責使神的道在我們心中長保新鮮。32

教會

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殿堂。33 我們是

教會，是同一身體的統一靈性結構，亦即基

督的身體。34 祂不會活在一個世俗又沒有靈

性的人身上，那種人的眼睛仍然被蒙蔽，屬

靈之耳仍然聽不見，頭腦也無法看到神的真

理，神的道。35 人的頭腦必須向神的真理打

開。而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透過神的話。36

如果人們聽不到神的話，就會萬劫不復。37

“所以凡聽見[在他們的靈中]我這話就

去行的，[就]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

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生活的一切

苦難挫折，包括迫害、偽告、各種考驗及

磨難等等]，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活在得救而重生的內

在之人的每一個機能中、並在裡面作工的

神的話、神的生命及力量──這內在之人

即是人的靈與神的靈（即三一神）的結合]”

（太 7:24-25）。

頭腦

尚未獲得重生及救贖、且缺乏靈性的

人，是如此受制於自己的肉體及肉體之腦，

因此整個生活都受到它們的宰制。38 在尚未

得救、重生，也缺乏靈性的人身上，負責思

考的部分即是他無視於靈性的世俗頭腦。39

人的頭腦只能思考、認知、幻想、想像、記

憶、相信及了解世界上的一切。40 人的智

慧、推理以及聰明才智都只存在於頭腦中。

大腦即是頭腦。人的頭腦或大腦很有影響

力，因為它們會左右他的行為。41

戰場

聖經說，頭腦是一個戰場。42 人世上

第一樁由夏娃犯下的罪行，是撒旦對她的頭

腦進行說服的結果。43 當她的屬靈之耳及頭

腦的推理接受了誘使她的靈魂犯罪的謊言，

使她相信撒旦，而非相信神，她的屬靈之耳

就聾了，屬靈之眼就盲目了，屬靈之腦就蒙

蔽而成為撒旦的據點，而她曾經純潔無罪的

靈魂也因此墮落、迷失而走向地獄。44 她成

了撒旦的第一個人類囚犯。她無法再抗拒誘

惑，而吃下了善惡樹上的果子。45 她的耳朵

無法拒絕聽從新主子邪惡之口發出的每一個

字眼。她無法抗拒“以她的頭腦知道”撒旦

邪惡的知識，亦即世界的知識。46

每個人的肉體在重生之前都想體驗這個

大千世界。可是如果它想在天國過永生，那

麼它在重生之後就不能再如此。47 “忍受試

探的人是有福的[能分辨善惡，但拒絕行惡

的人]：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

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人被

試探[誘惑他認識邪惡或行惡事]，不可說，

我是被神試探[誘惑]：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

[誘惑]，祂也不試探[誘惑]人[品嚐世間的

滋味，或根據它的方式來生活]：但各人被

試探[誘惑]，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在自己的頭腦中被撒旦誘惑]。私慾既懷了

胎[在頭腦中想要品嚐、接觸、體驗世間的

事物]，就生出罪來[在靈魂中，就如在夏娃

的靈魂一樣]。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對人

的永恆靈魂而言]”（雅1:12-15）。48

親愛的托尼牧師，

我很謝謝您寄給我的著作。我是在二月

十四日情人節那一天收到的。喔，我在那天收

到何等的愛啊！當我閱讀您的通訊時，我覺得

它實在非常真實。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讓我感

動的著作。

托尼牧師，但願神保佑您繼續行祂的事

工。我現在監獄服無期徒刑。我希望您把所有

的著作都寄給我，好使我在這裡為天主服務。

任何著作都會很有幫助。我希望盡可能把許多

人拉回天主的懷裡。而且，如果可以的話，我

也希望您能把一些著作寄給我的妻子。

您在主內的弟兄，

Z.D.               加利福尼亞州，索拉德

Z.D.的請求已經寄出。

捍衛頭腦的秘訣

彌賽亞

找一位成功勝利的、有統治力的彌賽亞，然

而在他們自己的經文中卻沒有看到這一點﹕

基督在得到榮耀之前，必須先為了世人的罪

孽而受難。彼得也證實了聖靈通過舊約全書

中的眾先知們，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

來得榮耀”的事實（彼得前書1:11）。

(接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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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賽14:12-20, 啟12:7-10  50  彼後2:4-6, 啟12:4, 7-9  51  賽14:12-20, 太24:24, 約8:44, 林後4:4, 11:14-15, 帖後2:8-10, 彼前5:8, 啟12:9  52  創3章, 提前2:12-14  53  林後4:4, 弗4:22-27, 腓2:2-
5, 西3:12-17, 提後1:7, 來8:10, 彼前5:8  54  太12:43-45, 來6:4-6, 10:38, 彼前5:8-9, 帖前3:4-5  55  太7:15, 24:11-12, 24, 彼後2:1-3, 約一4:1  56  啟13:5-6, 創1:3, 6, 9, 11, 14-15, 20-21, 24, 26-
27, 29-31, 2:16-20, 太4:4, 7:24-27, 8:8, 16, 12:32, 36-37, 13:3-9, 18-30, 可4:2-9, 14-20, 路8:4-15, 太18:15-16, 可2:2, 5:36-42, 14:72, 16:15, 20, 路1:1-3, 約1:1-2, 14-15, 6:63, 66, 羅10:17, 林
前1:21, 3:6-7, 12:8, 來4章, 10:8-10, 13-18, 11章, 約一2:4-5, 18-19, 啟1:1-3, 9, 3:8-10, 6:9, 12:9-11, 17, 17:14, 19:11-13  57  創3:1-7, 代上21:1, 太4:1-11, 羅7:23-25, 林後1:3, 11:3, 10:3-5,
弗4:27, 6:10-18, 提後3:13, 彼前5:8, 啟3:10  58  可1:15, 16:16, 約1:12, 7:38-39, 12:36, 16:8-9, 羅4:17-24, 10:8-11, 加3:22, 弗4:27-28, 來4:6, 雅4:7  59  約1:1, 14, 約一5:7, 啟19:11-13  60  約
6:66, 羅1:18-32, 帖後2:3-12, 提後4:10, 來6:4-8, 10:23, 26-31, 38-39, 彼後2:13-15, 17, 20-22, 約一2:18-19  61  林後10:4-5, 弗4:27, 雅4:7, 彼前5:8-9, 約一4:1  62  弗6:13-18, 彼前1:13, 5:8-9  63
林後10:3-6, 弗6:16-18, 彼前1:13  64  約17:22-23, 林前3:16-17, 6:19-20, 林後6:16-18, 弗2:19-22  65  太22:37-38, 羅15:6, 8:6-9, 林前2:14-16, 腓2:5, 彼前4:1-2  66  約14:15-20, 23, 26, 17:21-23,
26, 羅8:1, 10-11, 林前3:9, 13, 15:10, 林後5:17-21, 6:16-18, 弗2:18-22, 3:16-21, 西2:9-10, 提後1:14, 來8:10, 約一3:6, 24, 5:12  67  太4:1-11, 13:19, 徒17:11-12, 羅12:2, 提後2:15, 3:14-17, 多1:
9, 來2:1-3, 雅1:21, 彼前2:2, 彼後1:19-21, 3:2, 啟1:3, 3:10, 12:9-11  68  羅7:23-25, 8:5-11, 林後4:3-4, 10:3-5, 弗2:3-6, 4:22-24  69  太4:16, 約1:1-5, 9, 12, 6:63, 8:12, 32-36, 徒26:16-18, 羅
6:16-18, 8:2-11, 林後4:6, 加5:1, 弗4:23-24, 西1:12-14, 提後1:7, 彼前2:9  70  太10:1, 7-8, 可16:15, 17-18, 20, 路10:19, 約8:31-32, 14:12-17, 15:7-8, 14, 16, 16:13, 徒1:8, 5:12, 15-16, 32, 19:
10-12, 羅8:7-11, 14-16, 31, 37, 林前2:2-14, 9:16, 弗3:20, 腓4:13, 提後1:6-7, 約一3:22, 5:4, 11-12, 4:4, 13  71  太10:1, 7-8, 9:11-13, 28:18-20, 可16:15, 17-18, 20, 路10:19, 約8:31-32, 徒2:38-
41, 10:39-44, 26:15-18, 羅1:15, 8:7-14, 10:13-15, 林前1:17-18, 21, 2:4-14, 弗3:2-10, 西1:25-29, 提後4:2  72  申30:19, 書24:15, 太3:12, 25:31-34, 41, 46, 林後4:3-6  73  太4:16-17, 徒26:17-18,
羅8:5-9, 林後10:3-6, 多1:9  74  路22:31-32, 彼前5:8, 雅4:7, 啟12:12  75  賽42:1-7, 61:1, 弗4:23-24, 6:17, 腓2:5, 來8:10, 提後2:24-26  76  羅1:22-25, 林前1:18-21, 3:19-21  77  太24:11-12, 24,
約8:44-45, 帖後2:8-12, 啟12:9  78  太7:21, 12:50, 路22:42, 約5:30, 6:38-40  79  代下7:14, 詩7:11-12, 箴4:14-15, 徒3:19, 26:20, 林後3:15-16, 啟2:5  80  申4:29, 耶29:13-14, 珥2:12-13, 太22:37-
38, 弗4:22-25  81  申4:29, 6:5, 10:12-13, 箴4:4, 太6:24, 11:29-30, 14:25-31, 約15:13-14, 羅12:1-2, 弗4:27, 西1:21-23, 雅2:10-13, 4:7, 啟3:15-16  82  箴1:20-33, 29:1, 來10:26-31, 彼後2:20-21
83  太7:15, 林後11:13-14, 帖後2:8-12, 提前4:1-2, 提後3:13, 彼後2:1-3, 12-15, 猶9-13, 啟12:9  84  箴4:23, 羅1:18, 林後10:5, 約一4:1  85  箴1:20-33, 太16:24-27, 可12:30, 約4:13-14, 10:4-5, 27-
28, 11:25-26, 12:25-26, 16:33, 加6:7-8, 弗1:4, 約一2:15-17, 啟2:5, 7

一切都未改變

撒旦今天的所作所為，和當年他在伊

甸園的作為或在神國中向眾天使控告他全

能的造物主，並沒有兩樣。49 撒旦如此擅

長把邪惡植入人的頭腦，以致於帶走了天

國三分之一的天使而使他們墮落。50 他在

地球上的成功率更高。51 他一鏢擊中夏

娃，搬倒了整個世界。52

得救之人的頭腦、意願和靈性在神的眼

中都是珍貴的寶物，撒旦及他的惡靈千方百

計想要重新俘虜以便控制。53 我們重生的耳

朵、眼睛和頭腦都是撒旦覬覦的首要目標。

如果他能重新擄獲這些東西，就能再次贏得

我們永恆的靈魂。54

凡夫俗子的頭腦是撒旦的據點，是他希

望把持的陣地。對於神的話以及教導與傳授

神的話的人，他會不斷捏造不實而虛假的謊

言以達到這個目的。55 這場撒旦與神之間的

戰爭，是關於話的戰爭。56 撒旦邪惡的想法

和想像不斷傳到未獲重生和已獲重生的頭腦

中，使我們愚蠢地對它們思考、想像，接受

它們作真理。57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若要得

救，第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要“信”神，亦即

相信神，而非撒旦。58 “相信主耶穌[神的

話，即神59]，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

16:31）。這就是為什麼惡靈特別想要擄獲

得救者的頭腦的原因。60

屬靈活動

大部分基督徒都不會分辨撒旦惡靈的活

動以及神的聖靈活動。許多基督徒已經在無

意中使撒旦的惡靈重新進入並佔據他們的頭

腦。已獲重生以及未獲重生的人類頭腦都是

如此。它隨時會受到撒旦惡靈的攻擊。61

我們重生的意志及靈就像城堡一樣，惡

靈千方百計想要重新佔據。62 神與撒旦的戰

場，就在人的頭腦裡面。63 這個城堡是神的

殿堂，即是神靈住在人類重生的靈中。64 人

的頭腦應該是神的城堡或據點，而非撒旦的

城堡或據點。65

爭戰

使徒保羅講到一場戰爭。他接著告訴我

們這場戰爭的地點，以及開打的原因。這場

戰爭是神與撒旦互相爭奪人的頭腦之戰。戰

爭在人類的頭腦進行，也為了人類的頭腦開

打。這段話指的是重生者的頭腦。

使徒保羅警告那些再生的信徒：“因為

我們雖然活在世上，卻不能像世人一樣打

仗。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世上的兵器⋯

[卻具有神力可以攻破]營壘⋯[透過神道中

的神力，我們摧毀每個]攔阻人認識神的自

高之事，奪回每個想法和想像，使它們順從

基督”（林後10:3-5，原為希臘文）。

已獲重生的我們，乃是唯一擁有神的生

命並有聖靈活在其中的人，66 使我們能夠推

翻或拋棄一切邪惡的“想像和各樣攔阻人認

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又將人所有的[邪惡]

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即神的道

（林後10:5）。

我們一定要深刻體認神的話，撒旦襲擊

並重擄人類頭腦時我們才能識破，否則他會

破壞我們的永生靈魂。就像基督在誘惑之丘

以神的話來對抗撒旦的話，我們也可以打倒

這些邪惡的思想和想像。67 保羅說了這麼多

話，要講的就是世俗之人的想法、推理和論

點都是撒旦在頭腦中的據點。

透過聖靈，保羅告訴我們，人的頭腦被

人類的敵人（即撒旦）所控制。68 因此，人

的頭腦需要由聖靈，即神的道，打開並進

入。69 我們這些神的傳道者，正是讓神的強

大力量流出的器皿。70 因此神會差遣祂的忠

僕帶著祂的道，祂神奇的真理進入人的頭

腦，好使每個人都知道基督，即神的道，是

多麼神奇強大，而撒旦及其邪惡的話和惡靈

又是多麼微弱及邪惡。71 在這個時候，他們

可以決定是要悔罪以便得救、獲得永生、永

遠留在天國；還是想要拒絕神的光，寧可保

持盲目，而最後在火湖裡永世不能翻身。72

神透過我們，對著未得救者的未重生頭

腦裡儲存的眾多反叛思想和想像進行奮戰。73

撒旦千方百計想要阻撓這個過程。74 他非常

清楚神的道就是神的靈，神的生命，神的

腦，以及神的力量，能使人的頭腦和整個靈

脫離撒旦的控制。75

聖經上說，在我們得救之前，在我們接

受神的思想為真理之前，“此等不信之人，

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

音的光[真理]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林後4:4）。這段話就像上面引述的哥林多

後書10:3-5一樣，告訴我們撒旦掌握了人

的頭腦，正在絕望地拼死作戰，以使它們保

持盲目而能繼續控制。

許多人在駁斥神的真理福音，即神的話

時，都自以為很聰明。76 其他人可能會以為

某些人之所以不信神，是因為他們不夠聰

明，或是不能了解靈性的事物。然而，事情

的真相是他們在靈性上被蒙蔽了。在每個例

子中，神所說的真理都指出，人的頭腦之所

以被蒙蔽，是因為撒旦透過有組織的謬論、

宣傳和謊言，使人類的思想受到蒙蔽。77

我們要如何打破撒旦對

我們的思想箝制？

你要如何使神的旨意成為你的生活？我

們都必須從遵行神的旨意開始。78 我們必須

徹底放棄邪惡的想法和作為。79 悔悟或皈依

的原意就是“改變心意”。80 “萬軍之耶和

華如此說，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

（亞1:3）。81 可是如果你的靈和心意仍然

排斥可以拯救你的神之道，仍然想要接受惡

靈虛偽卻甜蜜的話，基督與天父及聖靈就無

法幫助你。82 在這最後的時日，撒旦的惡靈

正忙著對人的頭腦宣揚謬誤的教義。83 這些

謬誤的教義必須被拉倒，從信徒的思想中連

根拔起。84 我們必須完全轉向基督，完全把

過去的生活型態拋在腦後。85

接下來，我們要如何打破受到禁錮的思

捍衛頭腦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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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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您在位於髑髏地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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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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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 Volume 03900 - “The Secret of How to Defend Your Mind”

86  伯22:22, 亞1:3, 路1:16-17, 徒14:15, 26:18, 20  87  詩32:5,
38:3-4, 18, 51:2-4, 賽64:5-9, 雅5:16, 約一1:9-10  88  詩55:16,
86:2, 箴28:18, 太10:22, 可8:35, 16:16, 約10:9, 17:1-2, 徒2:21,
羅5:10, 10:1, 13, 林前15:2, 提前1:15, 雅1:21  89  出7:13-14,
22-23, 8:15, 19, 32, 9:7, 12, 34-35, 10:1, 20, 27, 11:10, 14:
8, 32:9-10, 33:3, 5, 申9:6, 13-14, 撒上6:6, 代下30:8, 詩78:40-
42, 95:7-11, 徒7:51, 羅9:17-18  90  箴12:27, 18:9, 21:25, 24:
30-31, 箴13:4, 太7:24-27, 來6:12, 啟3:16  91  申10:12-13, 11:
13, 撒上12:24, 詩50:22, 箴3:11, 約3:16, 6:29, 10:14, 17, 加6:
9, 帖後3:13, 彼前5:8, 來12:11-13, 啟3:19  92  申11:26-28, 詩
19:7-11, 78:1-8, 11, 21-22, 箴章7, 太13:19-23, 耶4:20, 22, 西
3:16-25, 提後3:13-17, 來3:7-13, 彼後3:16-18

93  詩19:7-11, 林後2:9-11, 弗5:6, 西2:8  94  林後10:3-5, 加5:16-18, 弗6:11-18, 腓4:6-7  95  羅13:12, 14, 弗6:10-18  96  太21:
22, 26:41, 可13:33, 路18:1, 徒6:4, 羅12:12, 弗6:18, 帖前5:17, 提前2:8, 雅5:16, 彼前4:7  97  林後10:3-6, 加5:16-18, 弗6:11-18,
腓4:6-7  98  太21:22, 26:41, 可13:33, 路18:1, 徒6:4, 羅12:12, 帖前5:17, 提前2:8, 提後2:15, 雅5:16, 彼前4:7, 啟1:3  99  林後10:
3-5, 加5:16-18, 弗6:11-18, 腓4:6-7  100  亞4:6, 太21:22, 26:41, 可13:33, 路18:1, 徒6:4, 羅12:12, 弗6:18, 帖前5:17, 提前2:8, 提
後2:15, 雅5:16, 彼前4:7, 啟1:3  101  亞4:6, 羅8:1-2, 4, 9-11, 13-14  102  太4:3-10, 林前1:17-18, 林後4:3-12, 西1:27-29, 提後4:
2  103  亞4:6, 太4:3-10, 路4:32, 弗6:17-18  104  羅8:7-11, 14-16, 31, 37, 腓4:13, 約一4:4, 13, 5:4, 11-12  105  結36:27, 約14:
15-20, 23, 26, 15:1-2, 4-11, 羅8:1, 10-11, 林後6:16-18, 加2:20, 提後1:14

想、靈魂、心及身體呢？再一次，天主說：

“歸向我[的道]”（尼1:9），86 向上帝認

罪，87 “只要承認你的罪孽”（耶3:13），

承認你讓撒旦佔據你的頭腦，當成他的據

點。基督及天父與聖靈說：“堅心倚賴[你

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那麼我及我的生命和力量，都會成為你的

生命和力量，並使你得救]”（賽26:3）。88

當人們允許撒旦長時間控制他們的思

想，那麼他們的心、頭腦和靈就會像法老一

樣僵化，不再企盼轉向神。89 他們的頭腦、

心及靈都會反抗神而硬化。因為他們是如此

被動和冷淡，90 因此厭倦了做好事，91 也

厭倦拒絕撒旦對他們的進犯。

條件

神說，“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何

4:6）。如果我們不認識也不明白神的道，

就會滅亡。92 許多人都不了解惡靈透過什麼

處境而運作，也不明白屬靈生活的原則。如

果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就使撒旦及他的惡靈

獲得極大的優勢，使他們對神的真正教會，

亦即基督的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93

我們必須在靈性上對這一切邪惡宣

戰。94 我們必須披上神的全副裝甲。95 我

們必須禱告。96 我們必須學習靈性的戰

爭。97 我想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應該讀

經及禱告了。現在我們就必須“讀經及禱

告”。98 光知道如何打仗並不夠。我們必

須真正進入戰爭，可是我們必須按規矩來

打，也就是根據神的話來打仗，亦即用神

的話來做打仗的武器。99 “凡在軍中當[靈

性上]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

兵[神的靈兵]的人喜悅。人若在[靈性之

戰]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

（提後 2:4-5）。再說一次，我們必須讀

經、禱告，按規矩打仗，利用神的道來對

抗敵人，以便贏得勝利。100 這是在靈性上

對撒旦及惡靈開戰，並贏得勝利的合法之

道。101 我們必須透過讀經、禱告，讓三一

神在我們體內生活、講道及傳授祂的道，

而在聖靈中按規矩與惡勢力宣戰。102 基

督，即神的道，會為我們而戰。103 如果我

們以神的道來打仗，天主就會站在我們這

一邊。104 從現在開始接受你心中的神之生

命與力量，以學習並成就這一切事物。105

唸出下面的禱詞，以接受救贖，讓基督與

天父透過聖靈活在你的心中：

捍衛頭腦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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