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兩位見證人
托尼．阿拉摩著

當今最重要的預言
只有當神確實告訴了蘇珊楫阿拉摩將來會發生的事情以後，她才
會說神對她傳過的話。只有當神這樣做過以後，她才會這樣說的。所
預言的事總是會發生，總是這樣有影響力，令人感到奇妙和激動。
1982年2月，在我妻子蘇珊去世兩個月前，教會的人和我都在
向神祈禱，希望她的晚期癌症得到治癒。一天晚上，她告訴了我她
從神那兒得到的消息。她說：「托尼，神一直在告訴我說，我不會
活很久了，我會死。在我死去一段時間以後，神會使我復活。這時
你和我就成為聖經啟示錄第11 章提到的神的見證人1。」很多年前，
神就給過我這樣的啟示了，雖然蘇珊從未談論過，但她與我一樣，
知道神的啟示。
在一次神賜顯像中，蘇珊沒有睡著，清清楚楚地看見我倆結婚
的情形。她整晚都處在顯像之中。她看見她自己穿著婚紗，我穿著禮
服，我倆手挽著手。我們穿過佈滿大葉滕蔓植物的滕架，上面還有
露珠欲滴的大紅玫瑰花。當她看到這一情形在她眼前發生的時候，她
反復地對神說：「這不應該是這樣，他侍奉神的日子還很短，對我來
說，他還缺乏經驗，太幼稚了一點。而我侍奉神已經超過25年了。
主啊，我不想在侍奉您這麼多年以後還受撒旦的矇騙。在侍奉神的方
面，他還是個新手。」神堅定地回答她說：「但是他很堅強。」
在這數小時當中，她想知道這個顯象是否真正來自 神，就提出
了一個請求，她對神說：「如果您讓他也看到我所看到的情景，並且
讓他告訴我我看到的是甚麼，我就會知道我沒有受魔鬼的欺騙。如果
這真是您，不是魔鬼，是您想讓我跟托尼．阿拉摩結婚，而且，如果
您告訴他，讓他來對我說出這些話的話，我就會跟他結婚的。」
正是在這同一時刻，我正在熟睡之中，神告訴了我這些事，然
後又讓我告訴她。神也給了我顯像。以下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親身經歷的事。首先，在祂給的顯像中，我走進她所在的房間中，毫
不猶豫地走向她，開始吻她。我開始迫使自己從睡夢中醒過來，因為
我知道她是一個神聖的女人。她是我的聖經老師。我不想在神面前做
錯事。這個顯像是千真萬確的，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做了這樣的事情。
顯像前半部分是彩色的，後半部分是黑白的。 神讓我看到兩根金色
的管道連接著天堂和我的心，一根從天堂通到我心口，另一根從我心
口通向天堂。其中一根管道把我心中存在的成千上萬個疑問都抽了出
去。這些問題從我心底如此迅速地消失掉了，我都無法知道這些問題
是甚麼。但是第一個問題是個例外，我知道這個問題是：「主啊，她
比我睿智得太多了，她對聖經瞭解得比我多。」神回答我說：「這對
你有好處，你才不會太驕傲。」正是在這個時候，我才明白了神並不
巧於辭令，祂只是說出了事情的真相，只做會令祂高興的事情。聖經
說祂是神，而人像蟲2，聖經也說人在世上沒甚麼特別，「就像野驢
的駒子一樣活在世上。3」
第二根來自天堂的金色管道，使我的心中充滿了對這成千上萬
個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一提出來就立即被回答了。雖然我不知道
其他的答案是甚麼，但是我知道神給了我一整套全新的能力、智慧
和知識。我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肩負著神的重要使命的特
別的人4。
當神把我所有的疑問都從我心中抽出去以後，天堂中的 祂就把
這些疑問的答案裝入我的心中，聖靈就像一圈圈煙霧，圍繞著我說：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此時，顯像從彩色變成
了黑白。我看見了我們的側面面容，我們的面容就好像被燒得白熱的
彎曲鐵條嵌在黑色背景之中一樣。這個時候，我不僅完全清醒了，

而且還能聽見、看見和感覺到顯像的力量。正是在這個時刻，神開
始向我的心中灌注了對蘇珊的深深的愛意，溫暖了我那曾經是又冷、
又硬、又苦的心。在我被神拯救之時，我的心已經被軟化了一些，但
我沒意識到我的心還是這麼硬、這麼冷、這麼苦。我倆的側面像開始
閃爍，然後移向我，進入我，並且印在我的心上和靈魂中，就像光通
過照像機的鏡頭和快門在膠捲上印上照片一樣。伴隨著一陣極大的轟
鳴聲，這一顯像永遠地烙上了我的心和靈魂，在此同時，聖靈以一陣
陣環繞著我的煙霧的方式不斷對我說：「這是真的，這是真的，是真
的，是真的。」
現在，我明白了，當神通過聖靈把成千上萬的疑問從我心中抽
出，並把所有的答案都裝入我的心中，當祂通過顯像告訴我，我會跟
蘇珊結婚的時候，(在聖經創世紀和猶大書中提到的)伊諾克的整個靈
魂，隨著神賜的完成他餘下使命所需的力量，一起進入我的身上，
就像神當初把先知以利亞的靈魂放進約翰(耶穌的先驅)身上，以便約
翰長大後能完成以利亞餘下的使命一樣5。這些都發生在約翰和我身
上，因為以利亞和伊諾克兩人都必須回到世上經歷死亡。聖經中記
載：「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有審判。6」就像亞當和夏娃
雖是兩個人，其實是一個整體一樣，伊諾克和他的妻子雖為兩個人，
但也是一體的7。
蘇珊和我結婚不久， 神給我一個山的顯像。我正在爬一座很陡
的山。當時天氣很好，天空蔚藍，陽光燦爛。我很強壯，爬起山來很
輕鬆。當顯像變寬，我看到我的妻子蘇珊正在我後面慢慢地爬著山，
很吃力的樣子，好像她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她比我落後了好多。顯像
中，我轉過身，回到她那兒，我用手抱著她的腰，開始幫她爬山。
正當我開始同蘇珊一起走，幫她爬山時，突然來了一場大風暴。到處
是猛烈的黑雲，可怕的風暴把這些黑雲從山上吹向我們。這些風暴這
麼猛烈，我們不得不將身體傾斜45度來頂住它們，有時我們被吹倒
了，但總是再次爬起繼續爬山。有時雲層黑得使我無法看清我和蘇珊
的形像。但有時在一個灰色的區域中，我可以看見我們正在爬山的影
子，但不久，這個灰色的影子又變黑了。這一顯像向我們顯示，在我
們的傳教歷程中，我們會遇到來自撒旦魔鬼們的多麼巨大的困擾8。
在另一次顯像中，我看見蘇珊的輪廓看上去像一個幾何拼板拼成
的圖樣。突然她的身體開始顫動著變成八塊碎片，四片飛向左邊，四
片飛向右邊，離開了顯像。然後顯像變成了灰暗的空白。這時隨著一
聲巨響所有的幾何拼板又飛回到顯像之中拼回了原來的形狀。
還有一次顯像，我看見蘇珊和我處於來自天堂的聚光燈束的照
射之下。聚光燈束從一處移到另一處，但是我們的形像一直處於聚
光燈區的中心。我們拼命地把手伸向黑暗想把人們拉向光明與我們
在一起，但是他們都十分固執地回到黑暗之中9。有時一隻手臂進入
了聚光燈區，有時是一隻手臂和一條腿，有時甚至是一隻手臂、一
條腿、半邊身體都進來了，但是他們總是十分固執地又縮了回去。
聚光燈束移到了大約七個不同的地方。聚光燈區域之外的整個地方
都是一片漆黑。
在蘇珊和我去拉斯維加斯結婚的路上，我們看見了很亮的飛
碟，這些飛碟與先知以西結所看到的輪子一樣(以西結書1:15-25和
10:9-17)。當今，這些飛碟(即以西結所說的輪子)代表著神通過祂在
世上的教會， 即「祂的體」 、「祂的新婦」所進行的活動。如果沒
有耶穌基督，就不會有整個教會所產生的光明和復活的中心力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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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祂的教會就不會有祂的體、祂的神殿、祂的帳幕、祂的教
堂或祂的新婦來讓耶穌基督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神通過聖靈把祂自
己化身到人類的身體當中使這些人成為與神的教會和神的身體同為
一體的人11。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飛碟是真實的。飛碟來自神，告誡世人在大
災難到來之前，在兩位見證人藉神的偉力傳教之前以及神返回世上
之前，統一到耶穌基督的門下。那時，神會有祂的新人12，祂的教
堂13，祂的新婦14，祂的家15，祂的帳幕16，祂的神殿17，祂的城市新
耶路撒冷18和祂的軍隊19，與神一起在天堂中永生20。
撒旦仿造了神所擁有的一切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21。撒旦也造出
了一些飛碟，這些飛碟上有著長相可笑的生靈。撒旦想使人們懷疑神
的飛碟的意義。這些飛碟都是真實的，但只有一種才是來自神。
蘇珊和我在拉斯維加斯結婚以後，我們喜歡散步，早看日出，
晚看日落。沙漠中的日出日落總是十分迷人，每一分鐘都在變換。
在一個特別的早上，天空非常蔚藍明亮，只是在一個地方有著一塊
巨大、壯觀、純白色蓬鬆的雲朵，就像山峰狀的柱子、看上去離我
們站立的地方有七八英里遠，離地面有三英里多高。蘇珊和我手牽
手仰望著這團雲朵。我們一句話也沒說。我們只是覺得很著迷，一
直盯著它看。突然，我們發現我們已經在俯視這些雲朵、可絲毫沒
有被提升上天的感覺22。當我們好像站在半空中俯瞰著雲朵時，蘇珊
問我：「你看見了我所看見的東西了嗎？」我說：「看見了，我們
開始時在仰望雲朵，現在卻在俯視雲朵。」她用她的長指甲戳了一
下我的手說：「對的。」
過了一會兒，我想也許我們已經死了。如果我們死了，我想知道
為甚麼我們不能看到天堂、神、先知或是使徒們。我開始問自己為甚
麼我們只是站在這裏俯視這些雲朵，我想知道我們是站在什麼東西上
面。我往下看想知道我們是不是站在甚麼東西上面，這個時候我們立
即又回到了地球上，重新又在仰望雲朵了。這一切發生之時我們沒有
任何下降的感覺。蘇珊問我：「你現在看見了甚麼？」我說：「我們
又回到了地面，重新仰望雲朵了。」她說：「是這樣的。」雖然我的
視力總是很差，但是蘇珊的視力卻象鷹一樣敏銳、具有超人的視力。
蘇珊和我在整個生命過程中從未服過藥。眾所周知我從孩提時代起就
很注意健康。
蘇珊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是耶穌的信徒。她多次見過耶穌，對祂
很熟悉。在她9歲時，耶穌拯救了她23。在我獲救24之前，在神把我
倆結合在一起之前，蘇珊傳教已經超過25年了。此後我們經歷了
一個又一個超自然的事件。神通過我們從六十年代中期起發動了一
場世界性的靈魂拯救運動25。這一運動被稱為「耶穌運動[The Jesus
Movement]」，直到今日還在加速發展。
另一次我正站在我家的廚房裏，那是一個座落在加州影城陽光大
道的公寓。我想讓神再次向我確認祂過去讓我看到的事情。當我通過
窗戶看到充滿黑色風暴的雲層時，我向神請求，如果我倆就是聖經啟
示錄第11章中所說的神的兩個見證人的話，就讓這些黑雲消失。在
一秒鐘之內，所有的烏雲完全消失了，天空變得蔚藍燦爛。我很小心
地告訴蘇珊剛剛發生的事情。她的態度比較平淡，對於神的回答她一
點也不吃驚，她只是不想談這件事。她說：「托尼，沒有人會喜歡做
這兩個見證人的。這兩個人會有十分艱難的生活，要為主作出完全的
犧牲26。世人恨他們會超過恨其他任何人27。」我告訴她：「這不是
我喜歡還是不喜歡的問題。我只是告訴你我對神提的請求和祂讓我看
到的東西。」然後我說：「你不想知道我們到底是不是神的兩個見證
人嗎？整個教會的人都相信我們是。」
另一次我接收到了來自神的顯像，那是一面橢圓形鑲金框的鏡
子。主耶穌正在鏡中，坐在一個黃金鑲邊的椅子上，椅子座位和靠背
上裝有紫色的絨布，椅子後背比祂的肩高出三到四吋。那時我是完全
清醒的。
耶穌並不像任何畫像中的祂。祂是我看到過的最有男子氣概、最
英俊的人。祂並不是金髮碧眼有著長長的細軟直髮的。 祂的膚色與

我相同，是高加索人種。祂有著濃密的黑髮，頭戴一頂金冠。正如聖
經中所說的一樣，祂是希伯來人(猶太人)28。我也是希伯來人(我出生
時的名字叫波尼．拉則．霍夫曼[Bernie LaZar Hoffman]。年輕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托尼．阿拉摩，那時我是錄製歌曲的一名歌
手)。開始時，我以為顯像到來的目的是耶穌要把我帶回到天堂。我
興奮極了，叫道：「我的主啊!!」 耶穌伸出手，搖了搖說：「不，不
是現在。」
耶穌開始對我說話，但我只能斷斷續續地聽見祂的話，好像有
人不停地開關收音機一樣。我不明白祂所說的話。當時我剛剛開始侍
奉主，正熱情地為新基督徒們興建房屋，這些新教徒是我和蘇珊替
基督爭取過來的。耶穌告誡我要用我的整個心靈、頭腦和力量來追隨
祂29。只有這樣，我的靈魂才能通過聖靈成長得堅強，才能爭取更多
的靈魂成為耶穌基督的信徒並得永生。這些靈魂就成為祂的教會，即
「祂的體」30。這才是我的任務，而建房子並不是。
另一次神顯像讓我看到蘇珊和我自己在天堂中的形像，我們完
美無缺。天堂中的一切都是完美的31。那裏的每一個人都是漂亮完美
的32。
蘇珊的頭髮很長直到腰部，她的前額上有劉海，在劉海上面是梳
成蜂巢形的髮髻，髮髻兩側披下來一些頭髮，在髮髻的底部有一個中
等大小的漂亮金冠。在髮髻上到處點綴著鑽石，好像是由珠寶大師裝
點的一樣。當蘇珊轉動她的頭時，鑽石閃出的光輝極其漂亮。整個天
堂都在閃亮，充滿著美麗的奪目色彩，這些色彩在我們的塵世中是看
不到的33。她的身材完美無缺，她穿一件漂亮的白色長裙，系一條金
色腰帶。
我的頭髮是銀色的，既不是灰色也不是白色，而是銀色的，頭髮
被梳成以前從未有過的樣子，就像蕭邦或貝多芬雕像上的捲髮。我的
膚色是金色的，我們倆人是完美無缺的。她美麗得無法想像，我英俊
得無與倫比。甚至蘇珊的眉毛都極其精致。她的睫毛又長又密，她的
眼皮和眼睛像杏仁的形狀，看上去像鴿子的眼睛，很接近東方人。她
的五官和身材都十分美麗，像一個製作完美的洋娃娃。我的話語根本
無法表達出一點點 神的孩子在天堂中的優雅美麗形像。她的每一部
份都能讓我永遠看不夠。她的每一束頭髮都是如此美麗，令人著迷，
能夠長時間地吸引人的注意力。天堂中沒有平庸的東西，連一縷頭髮
都令人著迷，充滿著魅力，一點都不會令人覺得無趣。每一樣東西都
是永不會損壞的34。世上所有的核武器都損壞不了人們頭上的頭髮，
因為每一束頭髮都像人們的靈魂和天堂中的身體一樣永恒不變。
我的身體是完美的。我的眼中星光閃動，表明我在天堂中具有
超自然的強大的視覺能力。每一個舉止都是完美的。我們看上去在十
七、十八歲之間，然而具有超年齡般永恒的尊嚴、智慧和神聖。這種
尊嚴、智慧和神聖可以從我們的面容上看出來。可以非常確定，我們
不僅屬於那兒，而且我們還會永遠在那兒，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把我們
在天堂中擁有的東西奪走35。我們已完全被我們的創造者神所接受。
正如經文上所說，我們是「 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36，一同擁
有神的所有財產，我們完全明白這些37。我們知道神對與我們在一起
感到很高興。我們在地球上為祂所做的一切，為祂忍受的一切，都使
祂感到非常高興。這是一種確定的感覺，是一種幸福安定的感受，人
們只有到了天堂以後，才會有這種感覺。
我還看到了另外一個顯像，一隻英國喇叭狗正在午時的陽光下
平靜地睡覺。它睡得很平靜，很放心，很溫暖，很滿足。狗身體的前
半部分在狗房的外面，後半部分在狗房的裏面。當顯像變寬，我看見
狗的頭部頂端已被砍下，像碗的頂端，一只成年獅子正在舔食狗的頭
部。這個顯像的含意就是指那些沈睡的不再侍奉主的教會(那隻坐在
教堂裏面，而心靈和頭腦都在教堂外面的狗)38。獅子就代表撒旦，它
通過使基督徒們不再侍奉主耶穌而消滅了成百萬的基督徒39。這些基
督徒自願成為反基督分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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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顯像，我看見一頭野驢嘴裏含著一大口草，正在盡全力
把草拔出來，突然，草從地上拔出，驢重重地摔坐在地上。這代表那
些貪戀塵世事物的人最終都會跌入地獄41。
在蘇珊去世以後，我馬上意識到整個教會的領導任務就落在我的
肩上了。新聞媒介常常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能接受他們的採訪。我叫
教會中接听電話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我不接受未獲救不信聖經的新
聞媒介的採訪。神告訴我說：「接受採訪。」我說：「我怎麼能？我
以前從未接受過採訪。我不知道怎麼做。」神說：「你想甚麼就說甚
麼。」我問：「主啊，只是想甚麼就說甚麼嗎？」祂說：「是的。」
我說：「這很容易。」於是我接受了採訪。
我從來都不想上電視傳教，所以我向主認真地祈禱，希望獲得
寫作福音作品的能力。神告訴我說祂會給予我能力去寫作，但是祂
告誡我，這樣我就得呆在室內，花更多的時間來禱告，作更多的聖經
學習。然後祂告訴我，如果我傳播這些作品，教會和我就不會受到損
壞，但是如果我沒寫出作品，沒有把作品傳播到足夠廣的範圍，全球
政府和教會就會摧毀我們的教會和我自己。他們首先會通過仇恨的謠
言和謊話來做到這些。創造和傳播福音作品可以讓認識 神的人知道我
和我的教會不是邪教。他們會知道我的教導是來自經文的，是神的純
潔真理，新聞媒介和政府所說的關於蘇珊、教會和我的話都是假的。
蘇珊剛去世不久，神又給了我一次顯像，這個顯像與預言家但
以理所看到的一樣42。這是一頭巨獸，比我一生中所見到過的任何
東西都可怕。巨獸體內就是邪惡，這個巨獸體內的邪惡不僅未得救
的世人無法得知，經耶穌基督得救的人們也無法得知。它是如此可
怕，我不敢多看它一、兩秒。我立即祈求用耶穌的血來對付它，它
就立即逃跑了。
這個顯像的含義在於，這頭野獸就是代表全球教會和全球政府
的聯合體，他們採取可怕的措施，強迫每一個人遵從他們叫作法律的
邪惡，其實這些法律正好違背了神的律法43。這可怕的野獸把神所譴
責的邪惡變成可被接受的東西44。可怕的巨獸貌似強大，其實虛弱。
它是由粘土和鋼鐵做成的，不會持久45。聖經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
人都站在這個由鋼鐵和粘土做成的全球政府一邊的46。當我說：「撒
旦，耶穌的血是用來對付你的。」這個顯像就立即消失了。
這頭野獸在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中都是很虛弱的，神說它們是
「三個污穢的靈，像青蛙」47。人們問：「使大地顫抖，使列國震
動，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邑傾覆，使被擄的人歸家不得的，是這個
人麼？48」
我們知道有瑪麗出現的顯像也是來自於魔鬼的。當撒旦的貞女瑪
麗顯像在你眼前時，如果你說，撒旦，主耶穌基督的血是對付你的，
你就會看見它立即逃跑了，就像這個可怕的野獸在我面前逃跑一樣。
蘇珊去世後，許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證實蘇珊在他們的顯像或夢
中出現過，在他們的睡夢中或醒的時候都出現過。大多數的基督徒證
實他們驗證過這些夢和顯像，這些夢和顯像一直留在那裏，這表明它
們來自神。
有一個人的顯像中出現了兩篇報紙上的文章，一篇來自奧克拉荷
馬，一篇來自聖路易。奧克拉荷馬的報紙頭條為「騙局」，內有一幅
畫，畫中蘇珊站在一個棺材旁。聖路易的報紙文章則相信蘇珊已經從
死亡中復活，並且登著一篇關於此事的正面文章。
一個被關在博易玆愛達荷州立監獄的人，從未聽說過蘇珊、我
和我們的教會，可也曾幾次看見過蘇珊的顯像，實際上他還與蘇珊
交談過幾次。一天他吃完午飯回到牢中，發現在他的床上有一張紙
條，上面有我的電話號碼。紙條上面寫著：「給托尼打電話。」並
附有電話號碼。打通電話後，他問了許多問題。當他被告知我是牧
師，他可以跟我講話的時候，他問我：「你認識一個有著金色長髮
的女子嗎？」我說：「是的，她是我剛去世的妻子。」他問我是否
可以向他描述一下她的樣子。我問：「為甚麼？」他說：「因為那
個女子在我的牢房中出現過，她穿著婚紗。她讓我給托尼打電話，
讓我告訴他，一切都很好，並告訴我，她不久就會見到托尼。」這
個人的名字叫亞瑟．黑斯。

我兄弟丹尼和我已經有十年沒說過一句話了。蘇珊死後的第一
天，他給我打電話說，「托尼，怎麼回事？」我問：「甚麼意思？」
他說：「蘇珊在我的臥室顯像給我說，『丹尼，一切都會好的。』」
他說當她消失以後，他立即接到他妻子的電話說她從廣播中聽說蘇珊
去世了。我告訴他：「是的，她昨晚剛去世。」
另一個人在他家餐桌的餐巾上看到了我們的號碼，蘇珊在他面前
出現過幾次。她穿著她下葬時穿的婚紗，對他談起 神。他撥通了上
面的電話號碼。在詢問我們是誰以後，他驚呆了。他在電話中哭著告
訴我， 神已向他顯示了所有這些事情。他詳細描述了教會和我們所
有的財產。我們教會的其他幾個兄弟姐妹和我自己都收到過許多類似
的蘇珊回來的顯像和夢境。在每一個顯像和夢境之中她都穿著那件她
下葬時穿著的白色婚紗。
舊約中預言家但以理曾看見過神的兩個見證人的顯像。他不
理解這個顯像。於是但以理說：「我主啊，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的
呢？祂[神]說，你只管去，但以理，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
末時。49」但以理看到的顯像是這樣的：「另有兩個人[兩個見證人]
站立，一個在河邊[約旦河的這邊，指地球]，一個在河那邊[這是天
堂]。50」約旦河像徵著獲得拯救的人從人世走向天堂。蘇珊在天堂，
而我留在地球上。她不久就會從死亡中復活，和我一起去完成啟示錄
第11章所說的「一載，[再]二載，[再]半載」傳教使命。
「有一個問那站在河水上穿細麻衣的，說：『這奇異的事，到幾
時才應驗呢？』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上穿細麻衣的，向天舉起左右手，
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誓說：『要到一載，二載，半載』。51」
「一載，二載，半載」的意思就是：「一載」是指從但以理到
舊約末了。新約中的「二載」是指主耶穌基督使命的三個時間段。第
一個時間段是指四個福音書，表明基督是神以耶穌基督有血有肉的人
的形像來到這個世上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的；第二個時間段是指
當基督不再以血肉之身而是通過聖靈處理教會事務的時期，這是從使
徒行傳第二章直到猶大書的時期；第三個時段是指啟示錄時期，此時
耶穌繼續通過 祂的七個警戒教會的靈來掌管教會事務。啟示錄有22
章。「半載」的意思就是從第1章到第11章兩個見證人的傳教生涯、
會有十四場災難。我們的傳教會在前面七個災場之後52。後面七個災
難是另外一半，會緊接著我們的傳教而發生53。
舊約預言家撒迦利亞也收到過一個啟示，是 神的兩個見證人的
顯像。他是這樣說的：「他們一個站在燈盞的右邊，一個在燈盞的左
邊[這兩位見證人在顯像中以橄欖樹的形像出現]。54」神的一棵橄欖
樹站在塵世生命的這一邊，一棵站在天堂的一邊。金色的燈盞代表神
的大力的和永不終止的再生生命。
當然，我們的教會已經知道這些奇像和奇跡許多年了。他們已經
看見過，知道了和聽見過比我在這篇短小的文章中所能寫的多得多的
事情。要花幾個世紀才可能詳細介紹每一個細節。我直到現在才接收
到神的任務，要把這一切預言、跡像和奇跡都寫下來發表。但是神命
令我現在寫下、發表和傳播這些文章，因為末日即將來到55。但以理
書、撒迦利亞書和啟示錄中的顯像直到末日之時，也就是現在才能夠
被弄明白56。主命令我警告世界，我們已經到了「一載」 「二載」的
時刻了，基督馬上就會打開七印封塵的書，書中是前面七個災難57。
緊接著此後，就是我們的傳教，「半載」58。
神創造了天和地59，而不是這個世界體系，這個管理著每一個
人生活的政府體系。這個塵世體系是由撒旦而不是 神建立的60。很明
顯，這個體系屬於撒旦，因為這個體系中的人仇恨神道和屬神的人。
因此，世界體系，即全球政府，仇恨預言家們、耶穌和使徒們所進行
的一切使命61。
撒旦在這個世界上所播種的莠草就是那些假基督徒和偽教會，他
們屬於撒旦的世界體系。撒旦播種這些莠草的目的是為了迷惑人們，
使人們弄不清甚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你會看到那些撒旦的體系和莠
草，假基督徒和偽教堂隨著時間對我們越來越仇恨。這只會更加證明
我們是神的兩個見證人，世界所崇拜的是屬於撒旦的62。這表明另外
一個世界末日的預言又實現了。災場馬上就會在地球上出現。撒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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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罪人－－的靈魂吧86。我相信耶
穌基督是在世的神的兒子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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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我相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
死裡復活89，此刻祂坐在神的右邊，聆聽著我的懺悔和祈禱90。我敞
開心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心中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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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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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聖經上說，您不會拒絕任
何人，也包括我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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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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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我們如此仇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神通過發動災難，讓蘇珊死而復活，
為了啟示錄第11章所介紹的目的而給予我們三年半的傳教動力證實
了聖經是絕對真實的。最終來自神的生命之靈會進入我們的身體，我
們在街上躺著死去三天半以後，我們會重新站起來，整個世界都會從
電視中看到我們入天堂63。
施洗約翰就是先知以利亞 64 。當他對猶大人否認他是以利亞
時65，他可能已致使當今成百萬的猶太人不相信主耶穌基督是他們的
個人救星。他們知道彌賽亞(耶穌)來到之前，以利亞必須先到66。神
已經讓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告訴世人我們是誰，他們將不會意識到我
們已經到達了哪一時期。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成百萬也許幾十億的靈
魂就會永遠迷失。
神還向我顯示祂會如何迅速審判那些死不悔改的罪人。我正在
熟睡，沒有任何警告，我的靈魂突然被撕扯出我的身體，通過一片黑
雲的開口被拉向天堂，然後穿過黑雲，透過地球被扔進地獄。連喘氣
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說發出聲音了。甚至說一個懺悔詞的時間也沒
有。我極其高興我沒有被審判，也沒被扔進地獄，因為如果我靈魂有
罪，我已經不能做任何事情來懺悔了。現在才懺悔太遲了。
在舊約中，在《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中可以看
到神的戒律與祂的聖言和律法處於同一地位之上。律法由神自己寫在
兩塊石頭法版之上67。這叫做兩塊戒律法版68。存放兩塊法版的約櫃
叫作戒律約櫃69。這些都是照神的命令而辦的。於是世界已經看到了
甚麼是神的戒律。戒律就是道德法律，代表著神的意志以及神對我們
要求的標準。
神已向我們顯示，讓我們看到祂是甚麼樣的神。通過整個舊約和
新約，我們能夠看到和明白神的絕對標準是甚麼。我們有見證表明：
在諾亞時期，當神的標準被打破之時，神淹死了世上所有的人，只有
八個人例外70。世界已經看到「從前主救了祂的百姓出埃及地，後來
就把那些不信的滅絕了[因為他們不遵守神的標準]。又有不守本位，
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主用鎖鏈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裏，等候大日
的審判。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味地行
淫，隨從逆性的情欲[進行如婚外性行為，同性戀，人獸交等行為] ，
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鑒戒[因為他們不遵守神的標準。他們不相信
神的戒律必須遵守]」71。
「這些不敬虔的人也是一樣。他們淫穢的幻想驅使他們犯罪，污
損自己的身體；他們輕慢神的權威，侮辱在天上的尊榮者[以及神在
地上的使者]。
可是，這些人竟譭謗他們所不了解的事，像野獸
一樣憑著本能去做那些毀滅自己的事。這些人要遭殃啦！他們跟該隱
走同一條路，為著錢財，他們掉進了巴蘭所犯的錯誤中，像可拉一樣
背叛，一樣滅亡[而不是遵守神的標準]。72」
在整個舊約、新約中，神從不改變祂的標準73。在我們的傳教
完成以後，祂承諾把這個世界連同那些拒絕懺悔遵守 祂的戒律和標
準的人一起燒掉74。主這樣說道，看著，大山會受到震撼，高山會
被夷為平地75。這些都會如臘化在火中，地球會被完全分裂到支離破
碎76。地球上的一切都會滅亡，所有的一切，每一個男人和女人受到
審判77。但神會給正義之人帶來和平78。祂會保護他們，祂的選民。
慈悲會降在他們的身上，因為他們(正義之人)全部屬於神79。他們將
會興旺，正義之人會受到祝福80。 神會幫助他們所有的人81。因為他
們在地上就已接受光明(耶穌)，審判的時候，光明也會出現在他們身
上。神會給他們帶來和平82。看哪！主帶來祂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
眾人身上行審判，要毀滅一切不悔改的罪人，讓所有罪人都了解他們
所妄行邪惡之事的後果83。
現在就懺悔吧，趕在一切都永遠太遲以前84。神的天罰日子即將
到來，「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85」抓緊吧。為了你自己而懺悔
吧。現在就向神說出以下祈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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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阿拉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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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Alamo Christian Ministries Worldwide
P.O. Box 6467
Texarkana, Texas 7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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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阿拉摩基督教會向所有真心誠意為主竭盡全力奉
獻的人們免費提供配備生活必需物的居處。
每天晚上八點、星期天下午三點及晚上八點在以下地點舉行禮拜：
在洛杉磯地區會 13136 Sierra Hwy.,

Canyon Country, California 91390
4401 Windsor Dr., Fort Smith, Arkansas 72904
在新澤西州伊麗莎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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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禮拜結束後，都提供食物。
在以下地點提供免費來回車輛：
加州洛杉磯第五街和百老匯大街街口每天下午五點半，
週日中午十二點半及晚上五點半；
加利福尼亞州好萊塢市的好萊塢大道和高地大街街口，
每晚六點半，星期天下午一點半及晚上六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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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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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十二月版權所有。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注冊商標1996年十二月。
86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87 馬太福音26:63-64、27:54、路加福音1:30-33、約翰福音9:35-37、
羅馬書1:3-4 88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89 詩篇16:9-10、馬太
福音28:5-7、馬可福音16:9、12、14、約翰福音2:19、21、10:17-18、11:25、使徒行傳2:24、3:15、羅
馬書8:11、歌林多前書15:3-7 90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91 歌林多前
書3:16、啟示錄3:20 92 以弗所書2:13-22、希伯來書9:22、13:12、20-21、約翰一書1:7、啟示錄1:5、
7:14 93 馬太福音26:28、使徒行傳2:21、4:12、以弗所書1:7、歌羅西書1:14 94 馬太福音21:22、約翰
福音6:35、37-40、羅馬書10:13 95 希伯來書11:6 96 約翰福音5:14、8:11、羅馬書6:4、歌林多前書
15:10、啟示錄7:14、22:14

63 啟示錄11:12 64 馬太福音11:13-14、17:11-13 65 約翰福音1:21 66 瑪拉基書4:5、馬太福音11:14、
17:10-12 67 出埃及記31:18 68 出埃及記31:18 69 出埃及記25:21-22 70 創世紀7:1-5、彼得前書3:20 71 猶
大書5-7 72 猶大書8、10-11 73 瑪拉基書3:6、希伯來書13:8 74 彼得後書3:10-12 75 彌迦書1:4、那鴻書
1:5、哈巴谷書3:6、啟示錄6:14、16:20 76 啟示錄6:13-14、16:18-20 77 彼得後書3:10-12、啟示錄20:11-15
78 詩篇37:37、以弗所書2:13-19 79 詩篇32:10、但以理書9:9 80 申命記28:2-10、詩篇37:25、箴言10:6、
28:20、以弗所書1:3 81 詩篇54:4、72:12、以賽亞書41:14、44:1-4、何西阿書13:9、希伯來書13:5-6 82 彼
得後書3:13-14 83 猶大書14-15 84 約拿書3:8-10、路加福音13:3、5、啟示錄2:5、16、3:11、22:12 85 約
珥書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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