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托尼‧阿拉摩牧師 第04800期

這是托尼‧阿拉摩牧師所著的《彌賽亞》的第十三段選輯，其餘部分

將每月續刊。

最偉大的文獻奇蹟﹕

聖經預言的

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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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第 2 頁)

(轉第 4頁)

托尼‧阿拉摩著

讓我們更詳細地探討一下大量有關將臨的彌賽亞預言中幾個看似矛

盾的預言。

（1）關於祂的出生。請注意以下預言中引人注意的不可調和性﹕童

貞女將生下一個兒子，這在人類的經驗中是聞所未聞的。而且，這個人

之幼兒將是神——“神與我們同在”。由神所生——然而卻又是化身成

人的神！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以馬

內利”（以賽亞書7:14）。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

上。祂名稱為奇妙（希伯來語，奇蹟）、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以賽亞書9:6）。

為了應驗這些奇異的預言，神創造了一個“生物奇蹟”，即聖靈使

童貞女受孕（路加福音1:35），並且像馬太福音1:16-25節中所記載的那

樣，基督由童貞女馬利亞生出。為了應驗以上所引證的這兩個早在應驗

之前700年就作出的預言，神以祂兒子的身份降臨世界，從而使化身成人

的神變為現實。“至高無上的神的兒子”成為馬利亞的兒子﹕神以肉身

顯現（見提摩太前書3:16；約翰福音1:1-3、14；路加福音1:31-33）。

但儘管如此，馬利亞卻連一個男人都不認識（路加福音1:34）。

彌賽亞不僅是由一個童貞女所生的神人（以賽亞書7:14；以賽亞書

9:6），而且祂還以某種神奇的方式成為這樣的人﹕“女人的後裔”（創

世記3:15）；“人的子孫”（但以理書7:13）；神的兒子（詩篇2:7）；

(轉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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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憑著信念
還是情感而活？

一個人在自稱是基督徒之前，必須開始暸

解信仰的方式1。假如你想成為對神有所幫助、

神真正能在裡面並藉以完成祂的事業的器具，

你就必須暸解信仰的規則2。如果你決定憑情感

或知覺去行事，而不是誠摯地按照神的指令去

行事，那麼顯而易見，你的目標和願望僅僅是

為了自我和逸樂3。你的所作所為並非為了神，而只是為了自我、為了

自己的感覺。因此，你將會拒絕讓耶穌裡的神在你裡面並藉著你去完

成祂的事業4。這是因為你心中充滿對自己的愛，而不是充滿對神的敬

愛。倘若神想藉著聖靈告訴你去按照祂的話行事，而祂的話又與你的

意願相悖，那自然會觸怒你，會深深地影響你的生理和情緒。

那些被神的戒律所觸怒的人們的反應是：在他們世俗的思想

裡，運用他們自己的推理來與神的話開脫5。對他們的世俗情感來

說，神的話是毫無意義的。他們的世俗思維會幫助他們憐憫自己，

而他們的推理又會為他們不做神希望他們所做的事的行為而辯護。

在他們的人類思維中，把放棄與神同在、放棄讓神生活在他們裡面

並通過他們去完成神的意願合理化了。

我主耶穌的所行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十字架的事業，這一事業

與安適的生活或是做令我們愉快的事情截然相反6。為了讓神能在我

們裡面並藉著我們去完成神的事業，我們必須過這種十字架生活7。

親愛的先生﹕

我閱讀了您的文章和《彌賽亞》一

書，它們增強了我的靈性生命。我只想

為了您如此好心地在全世界傳播神的話

而向您致以深切的謝意。我真的想把自

己的生命奉獻給神，我們的天父。再次

感謝您。

您忠誠的

K.C.   西印度群島，格瑞納達．聖約翰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愿神和我主耶穌基督的恩賜和仁慈被賜

予您。阿門。先生，您和您的家人都好吧？

我相信您們一切都好。先生，非常感謝您對

全世界眾多基督徒的誠摯的關心。我向神祈

禱，願神賜您以厚福。阿門。我們很激動地

給您和您的教會寫信，感謝您們在善行中向

全世界所顯示的、為我主耶穌基督所執行的

偉大使命。您們的「世界通訊」一直在激勵

並且改變著許多生命。我們希望在您不懈地

遵照神語的使命中，我們能向您和萬能的神

（耶穌）的教會獻出我們的援助。敬愛的，閱

讀了您們的通訊之後，我們懂得了神的至

愛，即耶穌和祂的教會。

我們正生活在世界的末日，相信您會贊

同我的這一觀點。顯而易見，撒旦的雙重策

略正企圖阻止世界去瞭解神。撒旦正在製造

並使用各種現代的、末日的手段來實現他惡

毒的地獄的意圖。視覺途經是一種手段，電

西印度群島 尼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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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神在我們裡面生存並藉著我們去完成祂宏偉

的事業時，就會產生巨大而永恆的心靈幸福、

歡樂和滿足8。這只能通過我們的自我克制、

每日背負十字架並且跟隨主耶穌的方式才能實

現9。如果你自稱是一名基督徒，然而你卻沒

有把你的情緒、感情、知覺以及利己之心釘在

十字架上，那麼耶穌裡的神就永遠不會在你裡

面生存10。假如你還沒有將自己的舊情感釘在

十字架上，基督裡的神就無法復活你的新生

命，即充滿聖靈的生命。只有通過堅定不移的

信仰讓舊生命和新生命中的自我死在十字架

上，才能得到這種新生命並將它持續下去11。

聖經在許多章節中都向我們展示了基督徒

行事為人的必經之路。比如“這義是本於信”

（羅1:17）12。“我如今是憑著神的兒子的信而

生活”（加2:20 ，譯自詹姆士國王版英文聖

經）。“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

見”（林後5:7）。“使我們勝過世界的，就是

我們的信心”（約一5:4）。再重申一次，只有

靠信仰而絕不是靠感覺我們才能獲得永生13。

我們“得救是因著信”（弗2:8），而且“人非

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來11:6）。“可是

人子[耶穌]來臨時，能在世上找到這樣的信念

嗎？”（路18:8，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只有當神的話生存在我們的靈魂裡時，

祂才會變得有威力

神的戒律能夠迅速地被心智接受，但是

卻不會很輕易地被靈－神生存之處－我們的

生命所在之處接受1 4 。當我們聆聽神的話

時，神必須通過我們的心智進入我們的靈，

以便使神的話富有生氣，活躍起來15 。除非

神的話在我們的靈中變得富有生氣、活躍起

來，否則神的話就沒有神的超凡威力16。只有

當神的話生存在我們的靈裡，才能成為“雷

馬”，即雙刃劍。希臘語“雷馬”是“雙口”

劍的意思。“雙口劍”這一術語意指神的話，

是從神的口中流淌出來的生命之河17 ，隨後

又藉著那些充滿聖靈的信奉者之口，作為生

命之河而流向他人18。耶穌承認，“我對你們

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

裡面的父〔神道，聖靈19〕作祂自己的事”（約

14:10）20 。耶穌用這些話來教導每一個信奉

者都必須像祂過去和現在一樣﹕“當你們被逮

捕、被帶上法庭時，不要事先擔心說甚麼。

到那時，神指示甚麼你們就說甚麼，因為你

們說的不是自己的話，而是〔生在你們裡面

的〕聖靈藉著你們說話”（可13:11，原文引

自阿拉米語，希伯萊語）21。（馬太福音、馬

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不是用希臘文

而是用阿拉米文和希伯萊文寫成的。）在你

自稱是一名基督徒之前，生在耶穌這個人裡

的同一個神不僅必須絕對生在你裡面，而且

你必須絕對讓祂藉著你的口說話，你必須服

從祂，按照祂的指令行事22 ，否則，你所行

的就不是神的事23。

從耶穌口中說出的那些充滿聖靈的話來

自在祂裡面的天父之口，是要我們把這些話融

入我們的靈魂之中24。當這些話生在我們的靈

裡面，當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行耶穌之事

時，我們“所願意的，祈求的就給你們〔我

們〕成就”（約15:7）。這不過是我們讓神、

即祂的話25生存在我們裡面並藉著我們運作而

將會獲得的許多恩惠之一26。這樣，我們就能

按照我們裡面的神所發出的、我們必須服從的

指令去行事，去完成神的意願。如果我們服從

神的意願，那麼神擁有的萬物，即整個宇宙，

也就同樣會為我們所擁有27 。因此，讓神的

話，即聖靈和生命，在我們的靈中並藉著我們

的身體生存運作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會得到恩

惠的。神真正的事業、神的目的就是這樣在祂

的僕人裡面並藉著他們來實現的。神的這一事

業永遠無法靠人類的感覺、推論、思維、知覺

或者憐憫來實現。

在《新約全書》的篇首，當耶穌裡的神

作為一個人來到人世時28，所有那些已經出

現的邪惡之事之所以會發生，其原因就是人

的感覺、情緒、思維和推理。那是因為一般

世人拒絕讓耶穌裡的神在他們裡面生存。人

世間的戰爭和相互謀殺並不是受與人靈相交

的神靈所慫恿的。只有那些沒有獲得靈性再

生、無知的人才會那樣推論。神從不會慫恿

人們去犯諸如墮胎那樣的一級謀殺罪29。這

一慫恿來自撒旦，它與人類的情感結合在一

起，例如固執己見、欲望、虛偽、自我情感

和推理等人類情感。這與靠對神的戒律、即

神的話的信仰而行事恰恰背道而馳。

導致人們違反神的話的人類情感是罪

孽。這是一種叛逆，是與巫術的罪孽相同的叛

逆30。再強調一次，由人類情感引發的對神的

話的叛逆和違背是導致世界上一切混亂的起

因，它致使神擴大了地獄的範疇，使祂在審判

日中將更多的人打入祂為他們擴大了的地獄之

中31。一切謀殺、強奸、婚外情或婚前性行為

的行為，一切偷盜、謊言、酷行以及一切違背

神的話的事物，不論在世間是有形還是無形

的，都不是神引起的，而是由那些冥頑不化、

未被拯救的、違背神意的人們的那種人類的世

俗情感和推理所導致的。正因為此，假如一切

叛逆、違法的人都渴望逃出地獄，他們就必須

立刻懺悔他們巫術的邪惡罪過，然後再向洗淨

罪惡的十字架交出他們原有的生命，這樣他們

或許能被在神中的基督聖靈拯救、復活，進入

清除了一切叛逆罪孽的神聖生命32。聖經說我

們舊有的生活方式必須被釘上十字架，這也包

括了我們對神的叛逆、我們的情感、自愛、自

憐以及自我推論。一切自我的東西都必須與舊

生命一起被釘到十字架上33。

要想進入天堂，我們行事為人就必須

“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5:7），“不

隨從肉體，只隨從〔神的〕聖靈”（羅8:1）。如

果我們隨從聖靈以及祂的在神的話、即聖經之

中的生命而行事為人，我們就不會被神定罪34。

這一節指出，如果我們隨從肉體行事為人，隨

從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情緒和我們的意願而不

是神的意願，我們就會被定罪。

信念的生命和感情的生命截然不同。信

仰的生命與感覺的生命也完全相反。憑著人

類知覺而生活的人有時確實好像是在遵守神

的意願，或是當他們得到神的信息而變得激

動之時，有時也許會從天國尋求事物。但這

些都只能持續很短暫的時間35 。一旦這種喜

悅的“感覺”消失，神的一切行為也就會消

失，而如果他們通過聆聽、閱讀聖經而建立

起信仰，神的這些行為本來是能夠在他們裡

面並藉著他們實施的36。

那些通過聆聽、閱讀聖經確實建立了信

念的人們卻不會如此。信念是肥沃的土地，它

象征著一個接受神的話並在基督裡成長為完全

你是憑著信念
還是情感而活？

(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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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境界的人的靈37。天父裡的耶穌越是深入

地進入我們當中那些沃土般的人們裡面，結出

的精神果實就越多，在神的農地裡獲得拯救和

成熟的人靈也就越多38。神的農地裡生長著充

滿了三一神之聖靈的人靈39。神無法藉著那些

沒有信仰、沒有作為的人創造出獲得拯救的人

靈40。聖經解釋說，根據我們讓神在我們裡面

並藉著我們所行之事，或者根據我們讓撒旦在

我們裡面並藉著我們所行之事，我們將受到審

判41。耶穌裡的神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作甚麼”。因此，想離開在你裡面的三位一體

的神去行事的任何嘗試都是徒勞的、都是浪費

時間（約15:5）42。懷有信念的人裡面有三一

神。因此，他不會受到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的影響。他注視著耶穌、即在他裡面並藉著

他生存的三位一體的神的完整化身43 。他知

道並且牢記著這一點：他信仰的這個神永遠

不會改變44 。他見過其它事物的變化，但卻

從未見過神有絲毫改變。正因為如此，他才

繼續讓神在他裡面並藉著他生存運作，直至

他的生命終點。

一個憑著信仰行事的人已經與神建立了

關係。有信念的人永遠不會聽信他自己的感

覺，因為他知道聽信自我感覺的人是無法為

神獻身的45。那些人將會順從自我感覺去行

事，而不是按照在他們裡面並藉著他們行事

的神的意願去行事。信念隨從神，而感覺卻

僅僅取決於一個人的感受。一個憑著信念生

活的人將會拒絕撒旦企圖在他心靈中培植的

撒旦的一切說教46。

信念總是專注於神，而情感卻總是觀望

自己。我們讀報紙、看新聞，就會看到世上那

些有自我意願的人們都在做些什麼。而讀聖

經，則會看到那些有信念的人們在做些什麼。

有信念者就猶如神一般，不論置身於暴風驟雨

之境還是風和日麗之中，都會始終如一。一個

靠著信念行事的人會像神那樣一成不變47。他

讓神在他裡面並藉著他傳達神的生命，同時也

傳達他自己那種同樣的生命48。無論他們身邊

正在發生什麼事，那些憑著情感和知覺生活的

人們的生命都表現得熱烈、冷漠而無動於衷。

他們會冷熱不定，反復無常。他們或許能壽終

正寢，並且從不犯罪，直到有一天當他們的情

感夾雜著撒旦的靈魂時，會致使他們去做出那

些連他們自己都難以置信的邪惡之事。

神希望所有的人都跟隨祂，以便人們可

能會被免除永遠在地獄之中49。有太多的人自

稱是基督徒，但是他們只有在這些情況下才會

事奉主：如果他們因為事奉主而能得到某些東

西，也就是說，他們能得到金錢的報酬50，或

者這樣做符合他們的情感和喜好，特別是這樣

做不會危及或傷害他們的情感。假如十字架真

的落到他們身上，需要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和靈

魂毀滅掉並且修煉淨化一番，你就會看到他們

退卻了51。我們必須知道神是否真正地在我們

裡面並藉著我們行事，那將會給人類帶來偉大

而永恆的結果52。

神在人裡面並藉著人所行的事業是永恆

的，而且只有生存在那些服從信念的人裡面，

神才能完成祂的事業53。神的事業是靈性的，沒

有信念的人們是無法理解或完成的54。神的事業

具有永恆的特征55。既然神的事業中沒有能夠取

悅那些未獲得再生、世俗的情感的東西，那些

憑著情感生活的人們怎麼可能與神的事業相結

合呢？正因為此，他們才憑著自己無信仰的意

願和推理，為他們背離神所說的一切而開脫。

倘若他們不在洗淨罪惡的十字架上放棄自我，假

如十字架的自我否定精神不能深深地滲入他們的

靈魂，在他們徹底放棄他們的一切欲望之前，神

是不可能在他們裡面並藉著他們行事的56。如果

他們做什麼事情的話，例如捐款，做禮拜或散

發印刷品，我會把這類行為稱為有限的行為，

因為神希望他們去做的事遠不止這些57。當面對

精神鬥爭時，那些憑著情感行事的人們更是不

知所措58。在祈禱中與我們的情感和魔鬼決鬥是

一種完全的自我克制的行為，即一種把我們自

己的情感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生活59。我們每天都

必須堅持克制我們的情感和魔鬼60。不可能計算

出你一生中需要這樣做多少次。

蒼蠅、蚊子和其它害蟲

對於我們當中那些已經獲得拯救的人們

的靈魂來說，魔鬼和個人情感是些令人厭惡的

東西。它們就像蒼蠅、蚊子和其它害蟲那樣令

人難以忍受。當魔鬼和個人情感企圖毀滅我們

的心靈和我們的魂魄時，我們必須憑著對神的

話的信仰持續不斷地驅除它們，用神的話來譴

責它們。神說，“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

開你們跑了”（雅4:7）。你永遠無法完全消滅

蒼蠅、蚊子和其它害蟲，而且即使到了你去世

的那一天，魔鬼和你的情感也不會放過你。因

此，我們必須對付它們，就象耶穌對付它們那

樣61。我們要花時間驅除蒼蠅、蚊子和其它害

蟲。如果我們想進入天堂，我們還必須對精神

的害蟲做多少這樣的事呢？

當我們克服了自己，也就是說，當我們

停止為自己和他人而生活，從而使神能夠在

我們裡面生存和完成祂的意願時，我們決不

能縱容自己62 。在那些憑著信仰生活的人們

當中，在那些以撒旦應該被抵擋的方式去抵

擋我們的仇敵撒旦的人們當中，自我的生命

是不存在的63 。當我們知道神的話並且信奉

神實現祂所承諾的巨大能力時，也就是當我

們成為祈禱鬥士時，我們就能通過向神祈禱

的方式去戰勝撒旦64。

如果我們的仇敵向我們要吃的、喝的東

西，我們憑著信念就會給他們65。我們也會為

他們獲得拯救而祈禱66。假如我們的仇敵在看

到我們的神聖作為、聽到我們向他們宣講的神

的話之後仍然拒絕接受神的信息，那麼，聖經

告訴我們，神將會“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耶

和華也必賞賜你〔我們〕”（箴25:22）。當我

們已經學會在一切事情上都服從神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學會了精神鬥爭的真正的戒律的

藝術67。我剛才摘錄的經文可以在《箴言》第

25:21-22節以及《羅馬書》第12:20-21節中

找到。我們當中那些有信念者從不會為自己復

仇，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是違背神，就是

憑著我們的情感而不是拒絕我們的情感而生

活。神明白地告訴所有能讀、能聽或者能用手

指閱讀盲文的人們，“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羅12:19）68。主告訴我們，“義人呼

譯自西班牙文

阿拉摩牧師﹕

我想告訴您我收到了您寄來的信件。

愿神保佑您以及您寄給我的文獻，以便幫

助我去做神的工。讚美神。您寄給我的所

有印刷品都已散發完畢。親愛的弟兄，您

寄來的聖經是賜給我們的恩惠。愿神繼續

倍加繁衍這一偉大的事業，向全世界傳佈

福音。請給我繼續寄來更多的您珍貴的印

刷品。

您的基督弟兄

J.S.         南美洲，哥倫比亞．麥德林

(轉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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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四月份的「世界通訊」待續

亞伯拉罕的後裔（創世記22:18）；大衛所“生

的”（詩篇132:11）。可是，神怎麼會是人，人

又怎麼會是神呢？人的兒子怎麼同時又是神的

兒子呢？一個人怎麼可能是神，同時又是由神

所生呢？一個人沒有人父，怎麼可能會是“人

的兒子”？一個人怎麼能是“女人的後裔”，

而這個女人卻連“一個男人都不認識”？一個

人究竟——請原諒我使用這樣的措辭——怎麼

可能同時具備所有這一切？這是奇蹟中的奇

蹟，而耶穌正是如此！主耶穌過去是、現在

是、將來也永遠是神（約翰福音1:1）；祂是人

（約翰福音1:1）；是“女人的後裔”（加拉太書

4:4）；是“人的子孫”——人的代表（路加福

音19:10）；是神的兒子（約翰福音3:16）；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和大衛的後裔”（馬太福音1:

1）。請看，這是一切時代的奇蹟﹕基督耶穌是

完美的人，同時卻又是神；祂由神所生、同時

又是神化身而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仁慈的、

舉世無雙的人！傳道福音的約翰解釋了這一至

高的秘密，將之稱為“神的奧秘⋯⋯基督的奧

秘”（歌羅西書2:2、4:3）。他這樣說道﹕“這

道〔就是神，與神同在，在天父的內心〕成了

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

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見約翰福音1:1-2、18、14）。

（2）祂的原籍。祂來自何處﹕伯利恒？埃

及？拿撒勒？這是另一系列有關彌賽亞的預

告。預言說﹕“將來必有一位從你〔伯利恒〕那

裏出來，在以色列為我作掌權的”（彌迦書5:

2）。但另一段經文說﹕“〔我就〕從埃及召出我

的兒子來”（何西阿書11:1；馬太福音2:15）。

此外還有作為先知預言之一、在以色列人中家

喻戶曉的一個口頭預言，說“祂將被稱為拿撒

勒人”（馬太福音2:23）。根據以賽亞書11:1

節，彌賽亞被稱作枝子（希伯來語Neh-tzer），

意為被分離開的人或“拿撒勒人”。

這些是否自相矛盾？其實完全不然。祂來

到時，當通過事件發展的進程解開了祂被神所

注定的一生中的謎團時，一切就都清楚了。正

如彌迦所說，祂出生在伯利恒；不久，便被約

瑟和馬利亞帶去埃及，邪惡的希律王死後，祂

被神從埃及“召回”聖地（馬太福音2:13-21）。

約瑟和馬利亞帶著年幼的耶穌回到以色列時，

在拿撒勒落了戶，耶穌在那裏被撫養成人1。

因此祂在傳道時被稱為“拿撒勒人耶穌”（路加

福音18:37；使徒行記2:22）。這難道不是很

奇怪嗎？雖然祂生在伯利恒，但卻從未有人叫

祂“伯利恒的耶穌”；雖然祂被稱為“拿撒勒

人耶穌”，但人人都知道祂生在伯利恒而不是

拿撒勒！

由於屬於猶太支派，又是出生在伯利恒，

祂確實是個真正的“拿撒勒人”，是個住在加

利利而不是與祂的猶太兄弟們一起住在猶大的

“被分離”的人！甚至連約瑟也與他的兄弟們分

離，在埃及流放了多年（見創世記49:26，其

中的“分離”一詞出自希伯來語 Nazar）。

關於耶穌身世的歷史紀錄使這三個似乎互

相矛盾的預言一清二楚。

1有個奇異的歷史插曲增加了對預言及其應驗理解的驚人的刺激。當約瑟和馬利亞從埃及回到聖地時，約瑟顯然計劃在猶大的伯利恒落戶，“只因聽見亞基

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祂將稱為拿撒勒人

的話了”（馬太福音2:22-23）。希律王在臨死前的一陣憤怒中改變了他的遺囑，讓亞基老——即他活著的兒子中最可惡的一個——而不是安提帕繼承了王位。

正是因為害怕，亞基老才使約瑟去找另外的住所；然後神把他引導到了拿撒勒！因此神用人的憤怒來讚美祂，允許這位暴躁的王發怒，以便應驗祂的話（詩

篇76:10）！早在數百年前神就預告了約瑟、馬利亞和耶穌去拿撒勒這一事件中的曲折之處，這表明神知道我們的所有行為，並且在創世之前就知道所有事

情的始末（以賽亞書46:10）。正因為此，神在審判的日子裏將判決我們心中的一切邪惡想法、意圖和不悔悟的惡行（羅馬人書2:16；馬太福音12:36-37；

希伯來書4:12-13）。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牧師﹕

我開始在郵件中收到您的「世界通

訊」，我想深深地感謝您。我很喜歡閱讀它

們，而且它們使我與神更加接近了。我以前

曾在電視上看到過您夫人蘇珊的節目，她是

一位優秀的人並且獻身於神。請為我祈禱並

繼續給我寄通訊。

感謝您。

J.J.                  阿肯色州．范伯倫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我只寫幾行文字，告知您我們在為您祈

禱。我們真想到您的教會去，但是我們住得

太遠了。您是否有離我們近一些、我們能去

的教會？您的印制品和錄音帶給了我極大的

幫助。它們使我與神更接近了。我們已經將

它們全部散發了出去。如果您能寄給我們更

多的印刷品，我們會很高興地再去散發。我

希望那些獲得這些通訊的人們已經閱讀了它

們，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就像為我帶

來了極大的好處一樣。我們希望獲得拯救，

並且去完成神的意願。非常感謝您，並愿神

日日保佑您，因為您是一位深得神佑的人。

您的基督姐妹，

M.R.            俄克拉荷馬州．埃爾雷諾

牧師﹕

最近我到紐約市去了一次，有人發給

了我您的題為「自由」的「世界通訊」。

我讀了您的文章之後深受啟發，所以寫信

給您。近來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變化。

我失業了，還被迫搬家，這些使我看到了

超越金錢之外的生命價值。因為有神在我

的生命裏，我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仍感欣

慰。但是，能夠聽到另一位弟兄論及聖

經，並與我們今日面臨的世界現狀聯係起

來，總是令人耳目一新。十分明顯，阿拉

摩牧師，您不但熟諳聖經，而且您在研

究、理解、信奉並且實踐著聖經。為此我

深深地敬仰您。您說的話絕對正確，您

說：“神希望每一個人自願接受神的統

治”，“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夠自由選擇去

行此事，那麼邪惡就會結束”。由于您的

闡述，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想去事奉

神。這是我給您寫信的部分原因。

首先，如果可能，我想收到每一期新印

的「世界通訊」。第二，希望您知道，如果

我對您的教會或傳播福音有所幫助，我將會

很願意這樣做。再次感謝您，望您再接再

厲。我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您。

讚美神。

M.M.                新澤西州．埃文諾

譯自西班牙文

托尼弟兄﹕

愿神繼續賜厚福予您、您的家人和教

會。我在這個監獄裏通過其他弟兄收到了一

份「世界通訊」。它是賜給我的恩惠。迄今

我已經獲得拯救有一段時間了，雖然我正在

被隔離，但是那沒什麼。請把您的文獻寄給

我，以便我與其他同樣也被隔離的犯人分

享。我相信它們除了對我自己以外，對其他

的靈魂也將是一個極大的恩惠。謝謝您。

您基督裏的弟兄

D.O.                新墨西哥州．安東尼

在印度安得拉．坡大士的海德拉巴附近一個村子

裡，阿拉摩基督教會的會眾在舉行河中洗禮。

A.S.牧師正在由阿拉摩基督教會副牧師R.C.

主持的一次禮拜中佈道－馬拉威．慕雍比

新澤西州

新墨西哥州

俄克拉荷馬州(接第 1 頁)

彌賽亞

阿肯色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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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網絡更是其中最強大的一種手段。難道我

們基督教徒應該袖手旁觀、任憑撒旦的勢力

去濫用這些傑出發明的破壞功能嗎？不。聖

經說我們應該警惕、嚴肅，打一場勝利的信

念之戰。因此，為了解脫這些施加給人類的

末日枷鎖，神興起了我們的教會。我們的教

會是為了使家庭、團體、集會、基督教運動

和修養活動得到並製定現代化的基督教交流

項目，這些項目專門為傳播福音和拯救靈

魂、加強信仰和戰勝人生中所有消極境況等

目的而設計。我們是主的年青一代，背負著

主耶穌基督的使命，我們為基督徒（神的兒

女們）制訂了這些項目，因為我們堅信主拯

救我們是為了要我們去拯救他人。

托尼．阿拉摩牧師，我們以我主耶穌基

督之名懇請您，為了拯救罪人和我的那些誤

信假神的人們，請提供給我一些傳佈福音的

資料。這些人們是無知的，我需要讓他們知

道我們在事奉應該敬畏的神。阿門。因此，

我們請求要以下物品﹕一台擴音機，因為村

子裏不通電而且我們也沒錢購買；兩、三本

聖經，用來強化我們日常的基督生命；四盤

信息錄音帶，以改善我們教授人們的方式；

一千份或更多一些印刷品，以便在活動場所

和佈道會上宣講和散發。

托尼．阿拉摩牧師，您是我們這一代中

的人傑，我們信任您的偉大使命，而這正是

我們給您寫信的原因，先生。倘若您能滿足

我們的請求，我們將感激不盡。謝謝您，牧

師，常被保佑。

您在基督裏的

O.J.                尼日利亞，拉各斯州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以耶穌之名向您致以基督徒的問候。我

是通過您的文章「蒸煮的可憎食物」（Steamed

Abominations)得知您的。這信息點燃了我心

中的火種，向靈魂失落的人們伸出援手。我

深深感謝您，並且愿意更多地瞭解您的教

會。我想告訴您，我們是一個面向鄉村民眾

的福音傳佈教會。您願意接受我們作為您在

世界這個部分的大家庭的成員嗎？我們需要

福音傳播的資料和補充材料。您是否能幫助

我們向那些信仰基督、但卻買不起聖經的村

民們提供一些聖經？即使是用過的舊經書也

會令我們感激不盡。我們正在幫助這些皈依

者們，然而卻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福音傳

道是我們的日常任務，而我們面對的是社會

底層的窮人。印刷品和錄音帶對我們也很重

要。我們將為您和您的教會全力禱告。愿神

保佑您。

您事奉神的

C.R.牧師          尼日利亞，安南布拉州

敬愛的阿拉摩牧師﹕

愿神我父的至愛和平安降臨於您。我

深感主之榮耀，仍然能與您的教會保持聯

絡，並且定期收到基督教通訊和啟示靈魂

的錄音帶。我希望告知您，這些基督教的

材料不僅已經使我受了益，而且使這裏的

很多人都受了益。還要謝謝這些文獻。我

剛剛向人們和貧窮的機構，包括我任職的

基督教婦女中心散發完了這些通訊和聖

經。我高興地通知您，您的基督教刊物已

經使許多失落的靈魂得恩惠，很多民眾都

渴望得到更多的刊物。如果你仁慈的教會

能夠多給一些聖經、錄音帶、通訊和任何

其他的基督教材料，散發給這裏的窮人

們，我將感激不盡。希望您能考慮我這點

卑微的請求，並定期提供給我一些聖經和

其他基督教材料，使我能夠擴大我的散發

領域，把好消息傳遍我國每個角落。最

後，我將會繼續祈求神賜予阿拉摩基督教

會最大的恩惠。神保佑您們大家！希望能

很快聽到您的答復。

您基督裏的弟兄

S.A.                      加納，蒂馬

親愛的神的僕人托尼．阿拉摩牧師﹕

非常感謝您寄來的東西。得知正確、

完整的真理仍然被傳佈著，真是令人振

奮。從您尊敬的教會那裏收到了以下材

料﹕聖經、「世界通訊」和《聖經預言的彌

賽亞》。我總是為您而感謝我的神，因為

神藉著基督耶穌賜予您力量。由於您與基

督的結合，神大大地祝福您，包括所有的

演講和全部知識。有關基督的信息已經深

深地銘刻在您心中，當您等待主再臨時，

您從未遺漏過任何恩惠。主還將繼續使您

堅定不移，以便使您在我主耶穌基督再臨

的那一天仍純淨無瑕。神必得信賴，神召

喚您去與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伍。

阿拉摩牧師，我最親愛的基督事業的

弟兄，我高興地向您的教會和您宣佈，從

今年七月起，我已被任命為我們教會的一

名福音傳教士。我現在是救世主的一名全

職僕人，因此，托尼牧師，當您讓我告訴

您我需要的數量時，我只希望您能夠給我

們提供更多的刊物。告訴您一件事，我們

正在探索寫在《約翰福音》第8:31-47節中

的真理。如您所知，我現在是一名福音傳

教士，搜集並散發福音文獻是我的工作。

我們這裏地方很大，我無法在一天之內完

成散發工作。要是散發您的刊物，或許要

用一週時間，這個工作量很大，所以需要

大量的刊物。如果您能給我提供以下材

料，那對您和您整個教會都將是一種恩

惠﹕「世界通訊」300到 400份，包括其他

的文獻，《聖經預言中的彌賽亞》100本，

您的佈道錄音帶50盒，基督教雜誌30份以

及聖經15到 20本。

托尼．阿拉摩牧師，我知道給我提供

我要求的那些資料是非常昂貴的。我祈求

神能給予您所需的費用，使您能夠備齊我

要求的那些資料，使它們能夠送到這裏，

幫助我們的民眾去認識聖經。我們的民眾

渴望得到聖經。親愛的神的僕人，我想去

散發我要的這些資料，我會把其餘的文獻

保留在教會圖書館中。至于我自己，我希

望您能送給我一本聖經字典。

最後，親愛的阿拉摩教會的弟兄和姐

妹們，在我這封信的結尾，我請求您們為

我們祈禱。首先祈禱主的信息將迅速而勝

利地傳遍所到之處，在各地贏得靈魂，就

像它來到我這裏、贏得我一樣。也請祈禱

我們將被從惡人的魔爪中救出，因為並非

每一個人都熱愛主。但是主是值得信奉

的，祂將會使您們強大，並藉著禱告保護

您和您的教會免遭撒旦的各種攻擊。愿主

耶穌基督的恩賜、神的愛意和聖靈與您們

全體同在。讓我們在耶穌的事業中協作。

您忠誠的、耶穌裏的同事

福音傳教士C.J.      贊比亞，路阿普拉

尼日利亞 加納

贊比亞

(接第 1 頁)

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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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耶和華聽見了，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

（詩34:17）69。你是否相信這一點？你是否相

信神能做到祂所承諾的事情？

聖經向所有能讀、能聽或者能通過盲文感

受到神的話的人們顯示，神已經摧毀了帝王和

他們的王國70。“祂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從

糞堆中提拔窮乏人”（詩113:7）。在《希伯來

書》第11章中，有很多普通民眾相信神的能力

和超凡威力，這使他們得以制服敵國、行公

義、得到應許、堵獅子口、撲滅烈火的猛勢、

逃脫刀劍的鋒刃，變軟弱為剛強，在戰爭中顯

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來11:33-34）。通

過充滿信仰的祈禱，我們將會實現我們如神的

願望而不是我們個人的欲望71。神藉著赦免毀

滅國家的方式，履行了祂的允諾。祂打開監

獄，釋放了所有信奉祂並向祂祈禱的俘虜72。

祂使死人復活73。這些都是人的情感或推理無

法企及的，然而憑著對神的話的信仰，一切奇

跡都能為我們實現74。這就意味著要想做到不

可能的事，我們就必須只相信神的能力75。

神在人裡面，魔鬼同樣也在人裡面

神在信仰祂的人裡生存運作，撒旦也在

信仰他的人裡面生存。耶穌並沒有否認這一

點。耶穌說，要麼愛神而恨魔鬼，要麼愛魔鬼

而恨神76。我們現在必須選擇我們將要事奉的

對象。在我們死後是得不到這個選擇的。我們

必須趁我們還活著時做出這一選擇。切記，在

神巨大璀燦的寶座前有受審判的那一天77。

當我們憑著信仰向神祈禱時，神就會毀

滅魔鬼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78 。要做到這一

點，我們只需要信奉神，而不需要任何世俗的

武器79。信仰耶穌－彌賽亞的詩人大衛，即以

色列王說：“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碉堡，

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

中被救出來”（詩18:2-3）80。神會藉著耶穌

－彌賽亞為祂的每一個兒女做到這一點81。

抵抗撒旦就意味著要始終抵抗他82 。如

果你還沒有在主裡面完全成熟長大，那麼對

你而言，這個鬥爭有時候會顯得難以勝任。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聖經才告訴我們，“堅

心依賴你[神]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

為他倚靠你”（賽26:3）。這是因為耶穌裡的

神告訴我們，“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來13:5）。《羅馬書》第8:31節告訴我們，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83？”對於

世俗的靈魂來說，去為神承受難以形容的重

任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84 。在自我放縱的人

們看來，去竭盡全力地抵抗邪惡靈魂是不會

有趣的。然而對於那些信仰這種事業的人們

來說，這些行為卻是最有意思的。他們會立

刻藉著禱告去祈求神的幫助，因為他們知道

神已應許了會去聽取、答復、保護和解救他

們，而且他們深知神一定會做到這些85 。神

會履行祂的所有應許86 。通過向神祈禱來獲

得擊潰我們的仇敵的勝利，這就是祈禱之戰

的全部內容87 。你正在為他人和你自己向神

祈禱勝利嗎？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總是祈

禱，就像耶穌所告誡的那樣88 。需要我們為

之祈禱的事情很多。假如你祈禱，那麼你是

為了自己還是為了使神能夠在你裡面並藉著

你去行事而祈禱呢？為他人祈禱吧89 。神告

訴我們，祂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其他人90 。

祂看得見我們正在做什麼事，叫我們都要去

“先追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吃的、

喝的、穿的、用的]將都會加給你們”（太6:

33）。正確的祈禱者是去祈求神，懇請神去

為我們鬥爭91 ，而且會完全擯棄我們自己的

推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世俗情感和自己

的干擾92 。這種祈禱是不會讓你舒服的，你

會在自己的靈魂中痛苦掙扎，祈求神去摧

毀、去建立，即去摧毀你的自我生命並在你

裡面建立起神的生命93 。如果我們不信奉神

所說的、我們所祈求的最終結果，靈性鬥爭

中就不會有任何取悅肉體的東西94。

那些傾向於我行我素地生活的人們比較

喜歡到他們覺得很舒服的教會去95。他們根本

不希望克制自己，不希望每天背負著十字架，

遵照神意去隨從耶穌96。每當神的話觸痛了他

們的情感，他們對神的訓誡的敵意就會增強，

猶如一條致命的眼鏡蛇。在與撒旦的鬥爭中，

一個感情用事、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在祈求或以

禱告攻擊撒旦時，是很容易被撒旦擊敗的97。

這個仇敵撒旦帶著其邪惡的靈魂，將會攻擊這

個不成熟的基督徒的感情。魔鬼會使他認為反

對撒旦是困難的、痛苦的，並且是有害的，於

是這個所謂的“基督徒”的禱告將會變得毫無

生氣，消除了對神的信仰98。他那悲傷、自憐

而自憂的情感完全排除了對神的意願、目的和

事業的任何關注99 。他反對基督，是反基督

者。由於他的這些感覺、情緒以及他對自己而

不是對神的愛心，所以他才是反基督者100 。

他不再祈求主去為他而戰101 。如果他不悔改

這一罪過並且追求信仰，仇敵就會把他送回到

他曾經被耶穌從中拯救出來的牢房102。

一個軟弱無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就是

其身上不具備與撒旦相匹敵的神力的人103。一

旦魔鬼攻擊他的情感，他立刻就會丟盔棄甲，

倉皇而逃。倘若他不讓自己的情緒死去，他就

等於是邀請撒旦去襲擊他，並且將他重新打入

禁錮之中104。

每當一個為自我而生存的人決定去對抗

仇敵時，撒旦都只需輕輕觸動他的情感就會

使他敗退105。我們憑著信念而不是憑著視覺

或感覺去行事為人106 。除非能夠首先戰勝自

己的情感，否則，任何一個基督徒都休想能

戰勝撒旦107。要取得擊敗自我、罪孽、撒旦

和這個世界的精神勝利，需要持續地禁絕自

我生命和感覺108。我們都必須完全信奉神，

必須相信神，並且只相信神109。唯有每天都

抱著這樣的態度，我們才能藉著神的力量，

通過閱讀和祈禱，在與魔鬼的交鋒中堅持不

懈，才能不需向他人尋求慰藉110 。只有這樣

的基督徒才能在各種痛苦的情感之下都跟著

主前進。他毫不在乎自己的生死111 。他所關

心的只是神對他的引導112。他沒有任何個人

利益和欲望。他把自己當作獻給主的禮物，

任憑神去隨意使用113 。他只為神而活。神是

(接第 3 頁)

你是憑著信念
還是情感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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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命，是他永恆的生命114。他絕不會誤

解神意或者為了自身的不幸而抱怨神，因為

他深知神的一切所為都是正確的，都是出於

對我們的愛115 。神從這種出色的基督徒那裡

獲得勝利和榮耀116。

人們有時會以為他們被神拋棄並且被人

們遺忘了。然而他們仍然堅守在他們的崗位

上、在他們的權位上、在他們的陣地中、在

聖靈分配給他們的守衛時間中。這種人相信

神的話是真理，相信神有能力履行神所應許

的一切，他是虔誠的祈禱鬥士。他日夜不停

地奮力沖向神的寶座117，拼命地去得到神的

應許118。為什麼呢？因為信仰神的人是不會

放棄的。因為他們信奉神，他們是正義的，

他們會奮力地獲取神的應許。這就是天國允

許這種激烈努力的緣故。“[激烈]努力的人

就得著了”意思是他們會藉著對神的話的“堅

定信念”去得到神的應許（太11:12）。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祈禱鬥士，

那麼就祈求神讓祂的全部教會－基督的身軀免

除降臨人世間的所有瘟疫的侵害，這些瘟疫包

括各種病毒、疾病、病變和各種不適。憑著對

神力的信仰，他可以戰勝困難，而神則摧毀了

撒旦的行為119 。這些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

因為他藉著信念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因為他相

信神行此事的能力120。

通過閱讀和接受神在聖經中所說的一

切，信仰者們在徹底完成了培養精神信仰之

後，就可以讓神藉著聖靈在他們裡面行事，他

們就能憑著信念完全在神靈中行事為人，他們

將永遠不會犯罪惡121 。因為他們永不犯罪，

所以神的律法不會譴責他們的靈魂，而且因為

他們永不犯罪，所以神認為他們是聖潔而完美

的122 。所有那些精神生命達到這一程度的人

們都已經進入了一種安息的生命，或者每週七

天的安息，這意味著從他們自己的生命和情感

中得到安息123 。他們已經讓十字架的火焰毀

滅了他們所有貪婪的企圖124 。他們已經得到

了神所希望給予每一個人的訓誨125 。他們知

道如果要進入天堂，他們在世上就只能完成神

的意願，而世上的一切事物，無論多麼令人神

往，都無法與神、與神對他們的召喚或者神為

他們收藏的恩惠相容126 。他們在能夠為神而

放棄一切的行為中得到了歡樂127。

神是正確的128 。祂讓我們得到那些不會

使我們墮落腐化的東西129 。這就是我們樂於

事奉神的諸多原因之一。我們知道，天堂中有

給我們的、比我們所能想像和所能說到的更大

的恩惠130 。神希望我們拒絕一切，拒絕任何

一種將會摧毀我們進入天堂的權利的東西131。

祂所期望的是，我們能通過服從神的話來保護

自己的靈魂。所有自傲的抱怨、牢騷、利己世

俗的欲望，即罪孽，都已消失132 。我們需要

時刻牢記，那最高境界的生命、最崇高的生命

就是為神而活的生命，是那些順從神意的人們

的生命133 。成熟的基督徒為了得到耶穌裡的

神，即三位一體的神而拋棄了一切134 。他對

神在他裡面完成祂的意願而感到心滿意足。他

現在得到了完美的安息，真正的一年三百六十

五日的安息。沒有任何內在或外在的誘惑能改

變他作為神的殿堂的意願135 。神的兒女的意

願將與主的意願一致136 。藉著從十字架得到

的火焰，他激情洋溢，不斷地用神的力量－神

的話中的聖靈來充滿自己137 。他的靈魂現在

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因為他靈魂裡的神靈賜

予了他這一力量138。他每天的行事為人都穩定而

如一。一個靠信奉神來行事的基督徒不會有諸如

反復無常的舉動。他會是平和而安祥的139。他知

道神在他裡面並藉著他行事140 。他意識到，

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必須每天持續不斷地把

自己舊有的生命釘死在十字架上，通過管制自

己，也就是說，通過確信這一點，他每天都在

耶穌裡神的精神領域中成長141 。倘若我們的

願望是進入天國並且在那裡永生，我們就必須

永遠不再被自己的情緒所控制，不再被諸如自

以為是、自己的推理、感覺、企圖，或者自己

的意願所控制142 。我們必須滅絕這些罪孽的

情感143。

我們有一個以前的狀況和現有的狀況144。

希望你現有的狀況是安寧的，與神同在145。那

就是說，希望你已經在神力的駕馭之下把自己

舊有的罪惡的生活與基督一起釘上十字架，從

而使你能在新的神聖的生命中復活，與耶穌一

起安息，讓祂在你裡面並藉著你繼續在人世間

生存運作146。倘若是那樣，你就不再是在你的

感覺、情緒的迷惑中生活了，你現在專注於耶

穌，在祈禱中儆醒著147。

當我們完全成長到耶穌那樣的崇高境界

時，我們會發現我們為了耶穌而拋棄的一切世

俗事物簡直都如同糞土148 ，而作為回報，神

給我們的東西卻要多千百萬，祂給了我們神

聖、健康、有益於我們的恩惠149。

為了進入天堂，神有時候會讓我們受

苦，因為我們的靈魂需要火焰，即十字架的

切割150 。如果我們不把生命徹底地奉獻給

神，我們的靈魂就是利己的151。我們那沒有

獲得拯救的靈魂奢望得到太多有傷生命的東

西，而我們本應是為主而活的。我們的肉身

追求許多不符神意的東西152。這種尋求自我

的行為必須藉著我們在聖靈中的重生而被隔

離或棄絕153。一旦我們向十字架放棄了自己

的生命，即使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猜疑、未

被拯救和邪惡之人的世界上，我們也能夠享

受到神在裡面的極樂154。即便撒旦的幽靈縈

繞著我們，我們也不會迷失神的方向155。我

們必須服從神的話。如果我們的願望是與神

共享永恆的極樂，並且在今天就得到神生活

在我們裡面的喜悅，我們就決不能逾越神的

話為我們所限定的範疇156。

你是否有所保留？

有的人為神而活，但是也為自己而活。

他們愛神，可是也愛自己。他們的意圖和目的

是去事奉神，然而，他們渴望著能抬舉自己並

且過上榮耀、愉快、舒適的生活157 。這種存

在是一種被玷污的存在158 。這些人在行事為

人時，只憑著一點點信念，但卻憑著大量的情

感。他有時服從聖靈，不過在更多的時候是服

從他自己的肉體、他的情感。雖然他沒有為自

己留下大部分，但是根據神的審判，他保留下

來的那一小部份卻玷污了他自己，正如《使徒

行傳》第5:1-11節中的亞拿尼亞和他的妻子

撒非喇的結局一樣159 。只有那些神認為是純

潔的東西才是神聖的160 。其他任何與聖經混

淆在一起的說教都是污穢的和可詛咒的161。

當我們過著十字架生活時，我們將會經

歷一種純潔、聖明和完美的神聖生活162 。一

(轉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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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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使耶穌從死裡復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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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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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摩牧師的作品以及《彌賽亞》一書有多數
語言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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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澤西州、阿肯色州福德史密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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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4:12）。請傳遞給其他人。

我們鼓勵那些身在異國的人們將這一文獻翻譯成你們的母語。如果你重印這一文獻的話，請附上以下有關版權及註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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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將是為了神，除了神已經給予我們的東西

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是為了自己。除了神給予

我們的之外，其他的哪怕是最細微的私欲都必

須與耶穌一起被釘到十字架上去163 。對自己

的愛同樣也必須被釘到那裡去164 。信仰者存

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去執行神的意願。對他有意

義的一切都是為了取悅神。服從神是他唯一的

目的165 。他從來不在乎自己的感受如何。他

所關心的惟有服從神，不是三心二意地服從，

而是全心、全靈、全意、全力地服從166 。這

就是以聖靈行事的真正含義167 。當神為了他

的服從賜予他祥和、安逸和極樂時，他知道這

與他的人性所希望的東西無關。他現在能像神

那樣看著一切。他滿懷喜悅，終止了他舊的、

有罪的生命168 。神已經賜予了他宇宙中最崇

高的生命－神的生命169。

藉著他裡面的神的生命，他已經能夠斷

絕自己原來有害的罪孽生命170 。藉著他對他

裡面聖靈的服從，藉著信念，聖靈－神的生命

開始在他裡面增添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經歷，

並促進他的成熟171 。他原有世俗罪孽的生命

被滅絕了，然而他靈性的生命透過神的生命不

斷復甦，一步步進入神的生命而建立172。

逃避之處

世上的大多數人都知道這個世界不會再

繼續多長時間了。億萬民眾都試圖以自殺、吸

毒、酗酒和其它眾所週知的方式來逃避他們今

天所看到的這個世界的現實。這正是他們的情

感指使他們所做的。人的感覺和推理毀滅人們

的身軀、生命和靈魂173 。人們甚至淪落到了

探討魔法巫術的地步，而這些魔法巫術就連在

撒旦的啟示下寫成的兒童書籍中都能看到，因

為人們期望能從中找到可以滿足他們的靈魂的

東西。他們正在從一條死路走向另一條死路。

他們沉溺在音樂、運動、飲食、世俗教育與知

識、旅行以及非法的性行為之中。近來，大多

數人又因為世上發生的事件而充滿恐懼174。

魔鬼和世俗制度會告訴你說世上有千百

萬條逃避之路，但是魔鬼和世俗制度都在跟你

說謊，而他們正在受譴責175 。只有服從神的

話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你逃向太平的唯一出

路176。神的靈藉著所羅門說：“有一條路人以

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箴14:12）。“不

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

認定祂〔神〕，祂必指引你的路”（箴3:5-6）。

不要再憑情感、世俗知識、判斷和世俗理

智而生活。只去尋求神的指示、神的知識和神

的智慧177。“要持定[神的]訓誨，不可放松。

必當謹守，因為他[神的訓悔]是你的生命”

（箴4:13）178。停止接受你自己的判斷，或者

除神之外的其他任何人的判斷。人類的推理致

使人們去相信一些根本就不是真實的東西179。

說耶穌裡的神也會生在我們當中那些已得救的

人們裡面，這對於蠢人來說是滑稽可笑的事。

神的話裡的聖靈教導我們要成為一無所有者，

因為神揀選了“那無有的，要廢掉那有的”（林

前1:28）180。我們必須學會不要為肉身榮耀，

要為主的名而榮耀181。“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

[所有的焦慮，所有的擔心，所有的擔憂，一

勞永逸地永遠]卸給神，因為祂熱情而小心地

顧念你們”（彼前5:7，希臘原文）。從你們那

情感的陰暗世界裡走出來，走到神的光明而永

生的世界中去182。不要再等待了。立刻行動。

主此刻就在你面前，敦促你向祂敞開心扉，讓

祂進入183。用這樣的祈禱讓祂進入你的靈吧﹕

你是憑著信念
還是情感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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