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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作為一個職業歌手，我給自己起了托

尼‧阿拉摩這個名字。我選了這個意大利名字是因為在那

個時候，許多成功的男抒情歌手都是義大利人。（如果那

時候流行東方歌手的話，我可能給自己取個象雅克鈴木這

樣的日本名字）。我原名叫做伯尼‧拉薩爾‧霍夫曼，我

是一個猶太人。我的家族並不是很虔誠的人。我的父親，

一個從羅馬尼亞來的移民，在我們很小的時候，依然保留

了一些猶太傳統，但是在我長大的那個地方，猶太人非常

之少，我們不斷地被提醒不要說我們是猶太人。在學校

裡，要說我們是羅馬尼亞人，我父母說否則他們會揍我

們。像其他所有的猶太人一樣，對我而言，耶穌基督只是

外邦人的神。祂是一個虛假的騙子，就是因為祂，猶太人才被折磨和

殺害。父母告訴我那些外邦人的孩子們是基督徒，這就是為甚麼一旦

他們知道我是猶太人就會揍我，因為他們責怪猶太人殺了耶穌基督。

作為一個小孩子，我認為這很奇怪，因為我既不認識耶穌，也不知道

關於祂的任何事情，我怎麼可能要為祂負責任呢？我的父親是一個很

有天份的人，他曾經是魯道夫‧瓦倫丁諾（美國電影男演員）的舞蹈

教練，他也是很有天賦的藝術家。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也交了一些外邦人為朋友，我認為他

們是基督徒，他們跟我在相同的雞尾酒吧廳里喝酒，和我一樣做過

不誠實的生意，犯我所犯的同樣的違背神的罪。如果耶穌是他們的

神，卻沒有為他們多做一點甚麼，那我就不需要祂。我自己的問題

夠多的了。我不相信神，更不相信耶穌，我的人生哲學是盡可能地

多掙錢，在任何時候為所欲為，完全不顧別人。對我而言，生活無

聊而可憎。金錢從來沒給我買來一分鐘的平靜。我掙的錢越多，我

就越痛苦，擁有的越多，我就越難過。

我那時對婦女一點兒也不尊重，我碰到的每一個女人都比前

面的更壞，事實上我恨她們並且認為出於某種原因，我的存在就是

為了懲罰她們，因為她們都是如此邪惡。我以前的朋友現在看到嬌

小的五呎二吋的蘇姍對我發號施令都會哈哈大笑，但是相信我，我

聽從她並且喜歡這樣！

我現在知道耶穌基督是真實的，我知道祂是彌賽亞，我知道

祂會再回來，因為神告訴我這些事。耶穌在我腦子裡遙遠無影，我

的罪如海邊的沙子一樣多。

我從一個流行歌手轉而從事健身俱樂部的生意。我曾經是一個

很大的連鎖健身俱樂部的負責推銷的副總裁。我們在美國和加拿大

有七十五所俱樂部。在那些年我也時不時參與電影和音樂製作，製

作一些迎合流行趨勢的唱片，不管流行甚麼。我製作了一些懷舊而

經典的唱片，在廣播和電視黃金時刻做廣告推銷。我當時也從這些

唱片中賺了大錢。現在那裡已經沒有甚麼大錢可賺，我轉而開始包

裝明星。我會選擇無名小輩，為他們宣傳，把他們包裝成大名星。

就是在這樣的宣傳盛況中，我遇見了拿撒勒人耶穌，我的主。

那天我的心思意念非常遠離神，但祂把我的整個世界都

倒轉了。我當時選擇了一個年輕男歌手，一個完全的無

名小卒，我為他做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我為他

預定了所有最熱門的電視節目時間。

我坐在一輛專職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里，由警察護

衛，和十七個隨從招搖做秀。我有一個理髮師，一個保

鏢，一個護士和所有其他必恭必敬的跟班。如果我去買

一根熱狗，或去參加一場電影的首映式，我都會帶上豪

華汽車、專職司機、警察和所有這一切豪華陣容。保鏢

會為我開門，並且舖上一個大絨墊子，我們走上這個墊

子，理髮師為我們理順頭髮，護士為我們測量脈搏。一

個隨從為我們噴上古龍香水，另一個隨從在我們腳前撒上鮮花，警

察則立正在旁。我從哪裡找來這些警察、司機和豪華轎車呢？這些

是我每天花一百塊錢從一家殯儀館租來的。

我花了如此之多的錢在廣告宣傳和維持這一支十七人的跟班

隊伍上，我每天的開支高達數千美元，我迫切地需要錢。我的律師

告訴我有一些大明星有興趣投資我的廣告宣傳活動，問我是否願意

和他們及他們的律師見面。起初我說不，“我有一個熱門專輯，專

輯的行銷人欠我錢。在三十到四十五天之內我就會得到我所需要的

所有款子”。我的律師說：“托尼，像你這個花法，你根本堅持不

了三十到四十五天的時間”。我衝動地說：“當然他們願意投錢，

我已經製造了這個明星，我已經做了所有的工作，當然他們想拿一

百萬來把這整個大金餅都拿去”。“托尼，”我的律師理智地說，

“你不一定賣一半給他們”。我於是同意見他們並且出價五萬塊錢

換取百分之五的股權。

黑色的豪華轎車排成一行，警察的護衛也加入了編隊。在路

人和開車的人們驚訝的目光下我們行駛在大街上，他們都在好奇這

是甚麼達官顯貴。我們到達律師辦公室。警察停好豪華汽車，司機

拉開車門，我們走出來，經過一段樓梯來到畢華利山莊的律師辦公

室。辦公室裡擠滿了人，那些電影明星和他們的律師，當然還有我

們的十七個人。

代表那家投資公司的律師是一個小個兒的猶太男人，他搓著

他的手，微笑著走上前來，“托尼‧阿拉摩”，他說，“我一直想

與你會面，這是我在這個行當裡這麼多年見過的最好的宣傳活動。

這真是一個盛典”。他一邊聲稱這一切，一邊用手指向四周，我看

見他把整個宣傳活動都張貼在他的牆上。我們坐下來，他依舊搓著

他的手微笑著：“現在我知道你們這些小夥子們需要錢”。我已經

準備好開始與他討價還價了，並且我想，“我至少有一點勝過他，

他認為我是義大利人而我知道他是猶太人”。我回答他說：“然而

我們並不需要你們起初願意提供的那麼多”。

突然之間我的耳朵聾了，我聽不到房間裡的任何聲音。儘管

我們只有一層樓高，我也聽不到街上的任何聲音。我看著屋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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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些人的嘴巴在動彈，但我卻聽不見他們在說些甚麼。突

然，我聽到一個聲音，來自每一個方向，它包圍著我。這個聲音

充滿我的每一部份，我的頭，我的胳膊，我的腿，它包圍著我。

這個聲音說：“我是主你的神，雙腳站起來告訴這屋裡的人，耶

穌基督將要重回地上，否則你一定會死”。

我環顧四週，看看是否有人在捉弄我，發現他們都注視著

我。我覺得我被封閉在一個巨大的真空中。我想：“我要發瘋

了，我失去理智了。是的，就是這樣，我要瘋掉了”。人們說我

是個天才，天才經常垮掉，所以這就是了。所以我應該在犯傻之

前離開這個地方。

我雙腳站起來說道：“我病了”。那在我身上的巨大的壓力

迫使我坐回去，同時那聲音像洪水氾濫一樣席捲而來，沖擊著

我。“我是主你的神。站起來告訴這個房間裡的人耶穌基督將要

重回地上，否則你必然會死”。

我再次掙扎著站起來，邁出了一步。當我這樣做的時候，神

開始把我的靈魂象扯鈴玩具一樣蕩來蕩去。祂把我的靈魂從身體上

抽出一半，然後又塞回來。我的心劇烈跳動好像要蹦出我的身體，

突然一個啟示臨到我。它如此真實，使我因為以前對這麼真實的啟

示絲毫不瞭解而感到震驚。我明白了那裡有天堂和地獄！我開始大

聲尖叫，“不要，神，不要！請不要殺我⋯⋯我告訴他們！我告訴

他們！我告訴他們！”我的呼吸和心跳開始平靜下來。

我說：“神阿，你不像我一樣了解這些人。他們不會相信我

的。但是我會告訴他們。我會給他們所有的人打電話，發電報，

我會做任何事。但是請不要讓我在這裡做，他們會認為我瘋掉

了”。再一次祂開始把靈魂從我身上抽去。我的心臟開始劇跳，

好象要跳出我的身體。我張大嘴巴想呼吸。“不，神，請不

要”。我開始尖叫，“我會去做，我會去做，我會告訴他們”。

再一次我的呼吸和心跳開始平靜下來。

我看著房間裡的人，他們都貓頭鷹似的睜大眼睛看著我。

“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我”，我說，“但是上帝正命令讓我告訴你

們耶穌基督將回到地上”。 好了，我對自己說，我已經說了。

唉喲，我的靈魂再次被抽出，我再次喘不過氣來。“神，怎麼

了？我已經說了，我告訴他們了”。突然，我一生所做過的宣傳

整齊地擺在我的眼前，還有當我推銷明星和產品時的熱情。主

說：“現在你知道我在這裡，那就是你能為我做的最好的嗎？”

“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我，但是耶穌基督將要再次回到地

上”。這一次當我看著這群人的時候，他們在我面前都顯得那樣

小，我確實包含我所有的熱情。“悔改吧”，我大叫著，“耶穌

正在回來”。我以前從來沒有讀過聖經。我看過電影「牧師艾爾

瑪‧甘垂」（“Elmer Gantry”）。我命令房間裡所有的人立即跪

下來悔改，因為耶蘇即將來臨。我想如果我幹得不好的話，他們

都會在我的眼前灰飛湮滅，我也會因此而滅亡。

包圍著我的真空開始消失，我的聽覺也開始恢復。主說，

“這就夠了”。我的律師抓住我一只揮舞的胳膊說，“托尼，托

尼，你怎麼了？”那個小個兒的猶太律師幾乎退縮到窗口。房間

裡紙張飛得到處都是（我打翻了他桌上的活頁夾）。“帶他出

去”，他尖叫著，“他是個瘋子”。我想了片刻，我實在不能怪

他。如果有人到我的辦公室幹了我剛才幹的事情，我可能會把他

從窗戶扔出去。

我走出他們的辦公室，隨從們跟在後面。我的保鏢（他後

來跟了桑尼和雪兒）笑得差不多跌倒在門廳裡。“托尼”，他

說，“你怎麼了？你不喜歡那人嗎﹖你在那辦公室裡做的事足

夠讓他進瘋人院的”。我越向他們解釋神剛向我講話，他們笑

得越厲害。“得了，托尼，你去哄哄他們吧，別跟我們來這

套”。當我走下樓梯，那些喪禮用的豪華汽車在那裡等著。

“喔，神”，我想，“這一切推廣之事是我現在最不想見的”。

我讓所有的人都上車走人。

我只想走路，我只想一個人呆著。我一個人走著，抬頭看

著天空。“親愛的神”，我說，“現在我知道你是存在的，請

告訴我你想要我做甚麼。我會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情”。沒有

回答。我想：“也許神想讓我去教會，是了，就是這樣，我要

去教會”。

我選了一個最大的教堂。我想最大的應該知道得最多。我進

去找到神父說話。我告訴他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神父告訴我應

該考慮受洗。我被激怒了，想想看，神告訴我說耶穌要來了，而

這裡一個屬神的人竟然告訴我要考慮自己受洗。我說：“聽著，

我是個職業推銷員，我知道我的業務。如果你問我怎樣推銷一件

產品，我會展示你積極推銷的方式。你本該是屬神的人，你告訴

我神的事”。這個神父後來被聖靈充滿，現在在宣講福音，但是

他那時沒有現成的答案給我。

我從一個教會到另一個教會，但是沒有發現任何人在宣講神

給我的那麼大能的信息。我離開一個又一個教會，越來越沮喪。

我感到我是世界上唯一知道耶穌真的要來臨的人。

我已經撂下了我所有的生意，我窮困潦倒了。我用所有的收

入來償還欠債。我不能工作。我怕神再次在眾人面前臨到我。我感

到絕望和困惑。我不知道該做甚麼；我走進旅館房間，那有一本很

老的基甸出版社的聖經。我翻開它讀到，“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噢，神”，我哭道，“這就是我。我渴望

真理”。“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噢，神”，

我哭道，“我從來沒有溫柔過，但是現在我已經窮困潦倒。現在我

住在這個破屋子裡，也許我算合格了”。當我讀聖經的話語時，我

知道每個字都是真理。我感到了那天在那個辦公室同樣的靈，我知

道神曾經降聖靈到先知、門徒、使徒身上，就像那天祂在辦公室降

在我身上一樣，告訴他們應該寫下什麼。

我感到聖靈的力量在我的心靈深處。我發現了救贖的計劃，

它告訴我們應怎樣請求神寬恕我們的罪，讓耶穌進到我們的心

裡。我哭求神寬恕我的罪，我的生命充滿著罪。我請求耶穌來進

到我的心裡，讓我成為一個新造的人。神給了我一個地獄的異

像，我叫喊著，“神阿，不要讓我去那裡”。然後祂給了我一個

天堂的異像，我看見我小小的，赤身裸體的，跪在神的面前，我

如此的平安以致不想離開。我在那裡，在祂的腳邊，我不敢睜開

眼睛，我知道如果我睜開，我就會看到耶穌的臉，我不敢看祂的

臉。然後我看到一個耀眼的巨形十字架和幾千顆閃耀的星星，天

使也在歌唱。神的靈進到我的身體，我毫無疑問地知道我已經從

靈的角度脫死入生了。神把我的心分成幾百萬份，我躺在地板上

淚流滿面，我的身體因抽泣而搖動，但是我已經知道我被拯救

了。伯尼‧拉薩爾‧霍夫曼，又名托尼‧阿拉摩，是一個改變過

的新人了。我沖了個淋浴，換了衣服就走到外面的雨中。感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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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神奇，天是不同的，世界已經改變。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了平

安，金錢買不到的平安。

我在雨中走了幾個小時，我走進一家餐館。我的蘇姍坐在那

裡。蘇姍和我已經認識幾年了，但是她不想和我交往。她最多就

和我打個招呼。我曾經試圖和她交談但是她不願意。我一貫認為

她有甚麼與眾不同。我走到她坐的小隔間問她我可不可以做下

來，出乎我的意外，她說可以。我坐下來點了咖啡。她隔著桌子

用她那雙又黑又大的眼睛看著我說，“托尼，你知道主耶穌基督

將要重回地上麼？”“ 蘇姍，蘇姍”，我說，“你真的說了麼？

還有更多的人像我們麼？我們這樣的人是不是注定要在哪裡相

聚？你怎麼知道的？也是神來告訴你的麼？”“ 托尼”，她說，

“全部都在聖經上寫著呢”。“拿給我看”。

蘇姍開始每天十個小時，十二個小時，十四個小時地給我

讀聖經，並且在讀的時候解釋給我聽。我總是聽不夠，我像海

綿一樣。“求求你，托尼”，她會央求我，“回家去，我太疲倦

了，我必須睡覺”。我會回到我的屋子，等她休息好我再回

來。當我覺得我的聖經教師已經睡好了，我就回去摁門鈴直到

她起來。後來我就開始招聚我所能找到的人和我一起去她那裡

透過學聖經來瞭解神。

當蘇姍去不同的教會傳道時就會帶我一起去。我發現我已經

不可救藥地而又徹頭徹尾地愛上了我的老師蘇姍。我開始發自心靈

深處求神把她賜給我。“喔，神，求您了，我已經把我的生活搞的

一塌糊塗了。這是我一生中愛上的唯一的一個女人。神，求求你，

把她給我”。蘇姍顯然沒有意識到我在她周圍的存在，沒意識到我

是個活生生的人，她從沒有注意到我任何事情，只有聖經課程和去

教會以外，而那總是同時有一群人。我好可憐，我怕她會注意到我

在看她而知道我在愛慕她，然後告訴我不要再來了。

蘇姍在禁食禱告，求神賜下一個大的靈性復興。我也開始

禁食，更努力地禱告求神賜給我蘇姍，神用一種超自然的方法

對蘇姍的心說話，她終於成為我的妻子。給我們證婚的牧師

說：“我已經傳道許多年了，我也主持過許多婚禮，但是我從

來沒有感到過和你們兩個在一起時那麼強的神的靈。神在未來

有偉大的事等著你們”。

我後來又做了另一次非常大的推銷活動。我相信神允許我去

這樣做，證明給這行當的人看：我並沒有瘋。自從那次辦公室事

件以後，流言蜚語像野火一樣在這個行業流傳，說阿拉摩已經垮

掉了。主讓我向世界證明我有我的全部理智。我在流行重打擊搖

滾音樂的時候挑了一個默默無聞、每週掙九十塊錢的古典歌手。

九十天以後他成了一個超級明星，被拉斯維加斯的杜恩斯旅館以

一週一萬五千美元的價格預定，而價碼還會持續增加。

我在加州高尚好區馬力布（Ｍａｌｉｂｕ）買了一個房子。

蘇姍求我不要買它。她說：“托尼，成千上萬迷失的人在死去，

求求你，讓我們放棄所有的東西出去傳福音吧”。我說：“親愛

的，神給了我大腦，讓我使用它，讓我掙錢，我會去購買廣播和

電視的時段，我們會在那裡傳播福音”。蘇姍說：“托尼，神不

要你的錢，祂要你的心”。

　每次我們開上好萊塢的好萊塢大道和日落大道，蘇姍就會

注視那些在街上閒逛的嬉皮孩子們。她會說：“看，托尼，他們

就在那兒。這是莊稼地，他們是成熟的莊稼，但是沒有人來收

穫，沒有人願意像卑微的拿撒勒人（耶蘇）一樣去做事”。我說：

“你不了解這種小孩，他們服毒過量，不會瞭解你在說甚麼”。她

說：“我雖然不瞭解這些小孩，可是我認識耶穌”。這些嬉皮們

成了我們中間的一根刺，以致我儘量不去這一區域。我試圖跟她

講理，“親愛的，你想要做的是不對的，相信我。難道你以為那

些經我推廣的人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有名氣是因為我站在街頭發

傳單嗎？相信我，那樣行不通的。讓我先賺錢，然後讓你看看我

是怎樣宣揚福音的”。

蘇姍開始為我禱告讓我賠錢，我開始失掉我所擁有的每一樣

東西。如果我想去銀行存錢，在我到那兒以前我總會破財。蘇姍

一點也不在乎。每次我說我就快破產的時候她總是說，“感謝

主”。最後我終於發現了，她在禱告讓我破產！她不喜歡在馬力

布的那所房子，她不喜歡在裡面昂貴的新傢俱。她想到大街上向

嬉皮們傳道，這就是了。

一天傍晚，從教會回來以後，她給了我一個最後通牒。她要

到大街上去給嬉皮們傳福音，我要麼去，要麼留下。我知道她是

認真地說的，我祈求，我勸說，我試圖說服她。她不在乎我說的

任何話。她去拿了一些福音的小冊子，在上面寫上我們的電話號

碼，打電話給一群我們已經帶領信基督的年輕人。她說：“星期

六晚上然我們到街上去”。我該怎麼做？我不能讓她一個人去那

種地方。她可能被殺。我祈求，“神，主阿，求你顯示給她看她

有多錯。不要讓她這樣做”。但是每次我這樣把這件事帶到神面

前的時候就有一些事情發生。神沒有告訴她她是錯的，祂告訴我

我是錯的。

所以我們就到街上去，我非常勉強，這就是世界性拯救靈魂

復興運動的開始，後來以“耶蘇運動”而著稱。今天你們聽到很

多談論耶穌運動是從這裡或那裡開始的，但我可以告訴你們它是

如何真正開始的。許多人試圖從這一席捲世界的偉大的復興中邀

功，但是相信我，當蘇姍和我第一次到街上去的時候，當時那裡

再沒有別人。那些孩子們在唱“神死了”、“燒掉教堂”、“殺

豬（警察）”、“摧毀統治機構”之類的歌。

起初我們沒有教堂。我們自己資助自己的宣道活動。我們把

那些孩子們帶回家，給他們東西吃。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半死不

活，因為吸毒和營養不良而快死了。我們引領他們走向耶穌基

督，看到他們被聖靈充滿，用神的話（聖經）來教育他們。

自從開始這項使命以後，我們看到許多其他的年輕人團體

也紛紛出現，有些很好，有些不好。有一些團體實質上是反基

督的，動機是為了摧毀年輕人對神的信心，告訴年輕人可以吸

大麻，可以吸毒，可以通姦，可以幹他們想幹的事情。他們都

是在“神是愛”的標籤下。小心“神是愛”的運動，他們真正

說的是“神是允許”。恩典對這些團體而言就是允許犯罪。我

們告訴我們的年輕人神是聖潔的神，要用敬畏的心來談論神。

拿聖靈和迷幻藥或大麻作比較是褻瀆聖靈。加入耶穌運動之前

一定要仔細審查這些不同名目的團體。機會主義者混進來就像

他們混進每一個神的運動：巔覆福音，利用福音謀個人私利。

但事實上，正如蘇姍說：“你用錢買不到福音作工，你把它建

造在耶穌基督這磐石上”。

耶穌運動並不只是突然自發的。它不是起緣於某個頭腦中突

發奇想的、有幻覺的年輕嬉皮。它的代價是非常高的，噢！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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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那代價是那樣高，比任何人願意付出的都高，是伴隨著血，

汗和淚的。我很高興“猶大部落的獅子”，“羔羊（耶蘇）的生

命冊的永久保存者”知道耶穌運動是何時何地及如何開始的，祂

也看見我親愛的妻子，在遭受癌症侵食全身的時候走到街頭把福

音傳給那些嬉皮們。

你們知道嗎？蘇姍是如此的聰明。她是正確的，耶穌是世界

上最偉大的推銷員。祂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被宣講〕，

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是的，即使是透過傳發福音小冊子都可

以達到這個目的。

耶穌現在想要拉你靠近祂，你也可以像蘇姍和我一樣認識基

督。是的，在此時你要做的就是向神複述這一禱告，你就會感到

神的聖靈進入你的身體，現在開始說，你會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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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我所灑的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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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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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讓教會和世界在你身上並透過你目睹你對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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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得救了，你的罪孽被饒恕了，舉起你的手讚美主吧！

基督現在通過聖靈已在你心中。你有辦法獲得更多的神性。天父

現在也已在你心中。你心中的神性越多，你就越有能力抵禦那使

千百萬基督徒輕易地離開拯救的誘惑。這是由於我們心中的人性

多於神性。人類已經變得如此邪惡，以至於如果撒旦及其邪惡的

軍隊已被消滅，我們將會成為我們自己的魔鬼。

(The Holy Alamo Christian Church is a division of Music Square Church, Inc.)

Chinese - “Sign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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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約 14:6  13 使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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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紐約市、阿肯色州福德史密斯市、

阿肯色州德克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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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聖經，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永恆的生命12。阿拉摩

牧師因僅用聖經來介紹真理而聞名國際。這篇文獻表達了救世的

真正計劃13。請不要扔掉，請傳遞給其他人。

一九八四年版權所有。

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一九八四年注冊商標。

請索取阿拉摩牧師所撰寫的《聖經預言的彌賽亞》一書。該

書展示了舊約全書中有關耶穌的三百三十三個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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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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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得救了，為在聖靈中洗禮而祈禱吧。虔誠地學習聖

經，時刻為了獲得更多的神性而祈禱。關於如何獲得聖靈的洗

禮和更多的神性，可向我們索取有關資料或是給我們打電話。

因為若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希伯來書 12:14）。

現在你得救了，以天父的名義、以耶穌的名義、和以聖靈

的名義完全浸入水中並受洗吧！這是神的戒律。遵照神的一切

聖訓生活吧。

我們有各種語言文字的各類文獻。在我們的電腦網址

www.alamoministr ies.com 上可以讀到有關教會的全部資

料，並且可以聽到教會的音樂。

阿拉摩教會向所有盡心、盡意、盡力為主奉獻的人們免費

提供食宿。

我們向那些無錢購買聖經的人們提供聖經。可依以下地址

來信索取阿拉摩牧師撰寫的其他著作。我們也有阿拉摩牧師錄

音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