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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900期托尼・阿拉摩牧師

(轉第2頁)

(轉第5頁)

(5)關於彌賽亞的神奇出生和心靈
成長，以賽亞書53:2提到：「祂[耶
穌]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

於乾地[當基督出生時，世上沒有任何

有關人們靈魂生活的智慧和理解]」(以

賽亞書53:2)。聖靈澆灌並養育我們這
些得救的人，使得聖靈在我們身心裡

增長1。基督來到這個黑暗的世界時，

加納

地 震
托尼．阿拉摩著

要想進入天國，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的罪過並痛改前

非 1。然後，我們必須遵守聖靈的戒律並接受聖靈的管教2。

神在聖經中告訴我們，神管教並懲戒那些祂愛的人們3。「因

為主管教祂所愛的每一個人，鞭打祂所收納的每一個兒子」

(希伯來書12:6)。「神那麼愛世人，甚至賜下祂的獨子[耶穌
基督，即神之道]，要使所有信祂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恆的

生命」(約翰福音3:16)。
1 詩篇32:5、34:14、箴言1:22-23、28:13、以賽亞書55:6-7、耶利米書3:12-14、26:3、13、以西結書
18:21-23、30-32、33:11、約珥書2:12-13、約拿書3:4-10、馬太福音3:1-2、4:17、9:10-13、10:32、路加
福音13:1-5、24:45-46、使徒行傳2:37-41、3:19、17:30、羅馬書2:4-9、11、10:9-10、提摩太後書2:25-
26、約翰一書1:9 2 利未記19:17-18、申命記8:2-3、馬太福音5:44-55、10:37-39、16:24-26、路加福音
5:11、27-28、9:23-25、14:26-27、33、18:28-30、約翰福音12:24-26、羅馬書8:1-14、35-37、13:11-
14、歌林多前書9:26-27、15:30-31、57-58、歌林多後書4:8-18、5:15、6:4-10、12:9-10、13:4、加拉太
書2:20、5:16-17、24、腓利比書2:3-8、3:7-11、歌羅西書3:5-25、提摩太後書2:4、提多書2:12、希伯來書
11:8、13-16、24-26、35-38、13:12-14、雅各書4:7-10、彼得前書4:1-2、約翰一書2:15-17、啟示錄7:13-
17、12:11 3 創世紀6:1-2、5-8、13-17、7:4、10-12、19:12-13、24-26、出埃及記32:1-11、19-20、
26-28、33-35、利未記26:14-46、民數記11:1、33、25:1-9、32:13、申命記11:16-17、28:15-68、32:4-
6、15-42、士師記1:27-36、2:10-23、3:5-30、4:1-7、6:1-14、10:6-16、撒母耳記上15:1-29、28:7-8、15-

19、歷代志下29:6-8、詩篇11:5、34:18、51:17、78:30-35、88:15-18、105:16-21、以賽亞書51:17、耶利米書4:3-4、21:5-7、11-
14、25:15、32:30-36、42:15-18、耶利米哀歌2:1-7、3:1-26、31-33、38-50、4:11-22、以西結書5:11-17、6:3-14、7:1-12、使徒
行傳5:1-11、羅馬書5:3-5、歌林多前書6:9-10、11:32、歌林多後書4:15-18、希伯來書12:5-13、彼得前書5:10、啟示錄3:14-22、21:8 

上帝的僕人︰

謹以耶穌之名問候您。希望您在

收到這封信的時候在神力保祐下得

福、興盛。托尼．阿拉摩基督教會

《世界通訊》正在我的祖國加納改變

人們的生活。這份通訊的力量是如此

之大，它將我的靈性生活提昇到一個

更好地理解神意的嶄新層次。您們的

通訊是我朋友送給我的。我也借機把

它轉送給了其他人。無論我將它給什

麼人，他們都接受了耶穌為他們的救

主。榮耀歸于神。我請求您多給我們

一些通訊，以便幫助我們去贏得更多

的靈魂。請允許我去拜望您的教會。

您在基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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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沒有一點靈性的水和養分，就像

一片乾涸的土地2。祂是當時唯一一個

有三位一體的神居住其中的人3。

耶穌，即彌賽亞的誕生是一個多

方面的奇蹟。奇蹟的一個方面是童貞

2005年修訂

1 詩篇36:7-9、46:4、以賽亞書12:3、44:3-5、55:1、耶利米
書17:13、以西結書47:1-12、約翰福音6:35、7:37-39、10:9、
啟示錄21:6、22:1-2、17 2 詩篇107:35-37、以賽亞書32:2-
3、44:2-4、何西阿書10:12 3 馬太福音1:18-20、23、9:2-
8、12:18、28、15:30-31、路加福音2:40、4:1、5:24、約翰
福音1:4、14、16、3:15-16、34-36、5:25-26、6:33、35、
47、63、10:30、37-38、11:25-26、14:6、8-11、使徒行傳
10:38、羅馬書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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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托尼．阿拉摩牧師所著的《彌賽亞》的第二十三段選輯，其餘部分將每期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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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以賽亞書第53章(接上期)

  最偉大的文獻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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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神一直用災難來懲戒世人，從未

改變過這一策略4。神「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希伯來書

13:8)。為了拯救今天地球上的億萬世
人，聖靈正派遣災難去懲戒他們5，就

像一位父親懲戒其兒女們那樣。我們

必須被懲戒，直到我們決定按照聖經

行事為止。神正在懲戒世人，那些神

照自己的形像所創造的人們，目的是

讓他們痛改前非，靈魂獲得拯救。除

非我們滿懷感激地接受聖靈的懲戒，

我們不可能獲得在天國的永生這至高

無上的獎勵 6。我們必須敞開心靈迎

接耶穌、天父和聖靈。當聖靈在我們

身心裡生存時，我們才有可能按照聖

父、聖子和聖靈的意願行事7。

聖靈希望我們陳舊而毫無價值的生

命死去，以使我們能借助聖靈復活，成

為新的人，只讓耶穌與和聖靈同在的

天父生存在我們身心裡，並借着我們

運作 8。那時無論我們做什麼事情，都

會像使徒保羅所說的那樣，已經不是我

們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是我們心中的基

督的所作所為9。也就是說，當基督在

我們心中時，我們身軀的作為就不再是

我們自己的而是神的作為了。「[在神

的眼裡]我們最好的行為也像污穢的衣

服」(以賽亞書64:6)。這將不是我們的
行為－－這一定是神的行為。但我們必

須與聖靈，即神道配合行動。「我告訴

你們的話就是生命，就是聖靈」(約翰

福音6:63)。假如我們自行其是，那麼
基督會在審判日告訴我們：「我從來不

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

去罷」(馬太福音7:23)。
耶穌說我們必須是「從水和聖靈

生的」(約翰福音3:5)。通過聖靈與天
父同在的耶穌進入我們的靈魂時，這

一行為會暫時遏制一切邪念，包括一

切世俗的、肉體的和心智的慾望10。

如果我們每天都允許自己接受聖靈的

管教，神就會繼續遏制這些慾望，即

把它們毀滅11。這是通向完美的唯一途

經。這是在神的眼中我們變得完美的

方法12。完美無缺也就是根據「聖靈的

法則，就是那使我們跟耶蘇基督聯合

而得生命的」(羅馬書8:2)，在聖靈中
繼續行事。告訴你們「沒有人是完美

的」那些人，這樣說就是因為他們否

認神道，即聖靈和神威。他們尚未接

受聖靈的戒律。因此，他們仍然在依

照「罪和死的律」(羅馬書8:2)行事。
我們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是毫無價

值的，而神道，即神，則是我們必須

珍惜的一切13。在我們得出這一結論之

前，神會繼續通過祂在聖經中承諾過

我們的所有管教方式來訪問地球14。目

前祂的管教正以各種各樣的災難的形

式來到世上15。

聖經中許多章節都告訴我們，地震

是神用各種各樣的災難來反對世上那些

不服從神的人們的懲戒方式之一 16。這

w w w . a l a m o m i n i s t r i e s . c o m

親愛的牧師︰

謹以我主耶穌之名，願和平和愛

與您同在。願您近來身體健康。

先生，我第一次寫信給您，我非

常高興。我的一個朋友給了我您教會

的網址。我已經上網訪問過了。在

這個世界，您正在從事如此驚人的工

作，把人們的靈魂帶到耶穌的面前。

請允許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我自

己。我曾經是一名天主教徒，但是現

在讀了有關您的教會和您如何成為基

督徒之後，我希望得到拯救。它給了

我深刻印象。我生活的地方是一個還

很落後的地區。我們沒有任何教堂或

建築可以集會並一起祈禱。我們希望

傳福音給天主教徒以及穆斯林，把他

們帶到耶穌面前。

我們需要您的盡可能多的幫助。

目前我們剛剛組建了一個小組，以便

向兒童和婦女們傳播神道。我們需要

您的善意幫助，去實現耶穌我們在天

國的主的心願。

S.K.                      巴基斯坦傍加比

親愛的托尼牧師︰

謹以我們救世主耶穌基督、我們

即將到來的王的珍貴之名問候您。我

為您的教會而感謝神，您們的教會為

了基督而傳達福音至世上許多國家。

在我們所生存的這個年代的最後時

刻，您正在為神的王國贏回來眾多的

靈魂。我讚美祂，您正在有效地侍

奉着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能收到

您的題為「獲得拯救的五個步驟」、

「密碼」、「捍衛頭腦的秘訣」、

「靈魂交流藝術」的《世界通訊報》

真是福氣。這些是某人送給我小女兒

的。我確實是因此得福。托尼弟兄，

請把我列入您們的郵寄名單。我希望

您們也能寄給我那本題為《彌塞亞》

的書，五本詹姆士王版的聖經，其中

一本要大號字體的。願神繼續加倍賜

予您祂的福祉和力量。

您在事奉基督中的

M.O.                 所羅門群島瑪拉塔省

所羅門群島地震

4 創世紀6:1-2、5-8、13-17、7:10-12、19:12-13、24-26、出埃及記7章-11章、12:29-30、民數記11:1-6、18-20、31-34、12:1-10、
14:2-4、10-12、27-37、16:1-35、41-50、25:1-9、申命記11:26-28、撒母耳記下24:10-25、詩篇78:10-11、17-37、42-51、105:24-
38、以賽亞書28:17、約珥書2:1-11、阿摩司書4:6-13 5 利未記26:14-42、以賽亞書13:3-13、24:20-21、34:1-2、以西結書38:19-23、
約珥書2:30-31、路加福音21:25-26、使徒行傳2:19-20 6 耶利米書17:5、9-10、撒迦利亞13:9、馬太福音18:3、羅馬書8:16-17、29、
12:1、希伯來書12:5-11、雅各書1:12、啟示錄3:18-21 7 以西結書36:27、約翰福音14:15-20、23、26、15:5-7、17:20-23、26、使徒
行傳5:32、羅馬書8:1、10-11、37、歌林多前書3:16-17、6:19-20、歌林多後書5:17-21、6:16-18、腓利比書2:12-13、歌羅西書2:9-15、
希伯來書5:8-9、8:10、約翰一書5:20、啟示錄3:20 8 馬太福音16:24、羅馬書6:2-14、7:4-6、8:10-11、12:1-2、9、歌林多前書1:17-
18、15:22、歌林多後書4:8-12、加拉太書2:20、5:24、6:14、16-17、以弗所書2:1-6、腓利比書3:10-11、歌羅西書2:10-15、3:1-3、
希伯來書4:1、9-11、彼得前書2:22、24 9 歌林多前書15:10 10 撒迦利亞4:6、羅馬書6:6-18、8:13、歌林多前書5:7、9:27、加拉太
書2:20、5:24、帖撒羅尼迦前書3:8、12-13、希伯來書4:12 11 馬太福音24:13、馬可福音4:8、約翰福音8:31-32、15:4-10、使徒行傳
14:22、羅馬書2:6-7、8:31-39、以弗所書4:14-16、6:13-18、歌羅西書1:10、23、彼得前書、2:2、約翰一書2:15-17 

12 列王記上8:61、詩篇119:1-3、歌林多後書7:1、以弗所書
4:11-13、腓利比書3:12-15、歌羅西書1:21-22、3:9-14、提摩太
後書3:15-17、提多書2:12、雅各書1:4、彼得後書3:13-14 13 申
命記4:2、詩篇1:1-3、以賽亞書34:16、約翰福音1:1-4、加拉
太書3:10、以弗所書6:13-18、提摩太後書3:15-17、希伯來書
4:12-13、雅各書1:21-25、啟示錄22:7、14-15、18-19 14 利
未記26:15-25、申命記28:58-61、啟示錄11:6、15:1、6-8、
16章 15 馬太福音24:7-8、21、路加福音21:11、25-28、31、「
東南亞大地震引發海嘯」，《紐約時報》，2004年12月26日；「埃
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飢荒受災人數可達一千五百萬」www.wsws.
org；「埃塞俄比亞的戰爭、飢荒和女性移民」，貝特美．波哈伍、
邁克．懷特，布朗大學；「大地震震動印尼近海海底」，《索米
尼．森古塔》，2005年3月28日；「非洲抗御蝗災」，白里安．漢
威克，國家地理頻道，2005年1月7日；「氣候變化是否增加疾病
的傳播？」，瑞克．史密斯，《國際先驅論壇報》，2002年9月；
「危險的細菌日趨普遍」羅勃．斯坦，《華盛頓郵報》，2005年
4月7日A-11版 16 撒母耳記下22:8、約伯記9:4-6、詩篇68:7-
8、77:16、18、以賽亞書2:17-22、13:13、23:11、24:17-21、
29:6、以西結書38:19-20、23、那鴻書1:5-6、哈該書2:6-7、21-
22、馬太福音24:7、希伯來書12:25-26、啟示錄6:12-14、8:3-6 

網 上 阿 拉 摩 基 督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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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亞州

些人拒絕按照神道即聖靈和永恆的生命

去行事17。他們已被定罪，而「那些在

基督耶穌裡的、不是按照肉體而是按

照聖靈行事的，就不定罪了」(羅馬書

8:1)。我再重申一次，當人們每天都按
聖靈行事時，在神的眼中，他們的行為

就是完美的。人們必須了解這一點才能

變得完美，才能不受到災難的懲戒，他

們必須按照「聖靈的法則，就是那使我

們跟耶穌基督聯合而得生命的」，即聖

靈來行事(羅馬書8:2)。
整部聖經中用大量的章節，包括詩

篇18:7節，描述了這一事實：神用災
難來懲戒世上那些不服從的人，以使

他們悔改；假如他們仍不悔改，就毀

滅他們18：「那時因祂發怒，地就搖撼

戰抖，山的根基也震動搖撼。」神為

祂創造了人而感到後悔(創世紀6:7)。
因此，神準備了洪水去將他們全部淹

死，僅有八個人除外19。正如約伯書

所描述的，神「是有大能力的。誰能

對神剛強而得亨通呢？⋯⋯神使地震

動，離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搖撼」(約

伯記9:4、6)。以塞亞對所有罪人說：
「萬軍之耶和華必用雷轟、地震、大

聲、旋風、暴風和滔天的火焰，向你

們討罪」(以賽亞書29:6)。
在美國、日本、印度尼西亞、印

度、非洲以及其它每個大陸，數以千

計的城市都遭受過地震、海嘯以及包

括傳染病、龍捲風和洪水等神派遣的

災害的襲擊。但是，如果目前神用像

地震這類災難衝擊過的城市還不全是

神計劃要衝擊的所有城市，那麼，神

為什么還說要猛烈地搖撼整個地球

呢？「大地震動，像酒醉的人東倒西

歪，像颱風中的茅屋搖搖晃晃」(以賽

亞書24:20)。「上主搖動大地根基的
時候，人要躲在山洞中，藏匿在地溝

里，企圖躲避上主的忿怒，逃脫神的

權威和榮耀」(以賽亞書2:19)。
耶穌對一群人說：「因為這些加

利利人死於非命，你們就以為他們比

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嗎？[耶穌是指

那些被羅馬總督彼拉多所殺的人]我告

訴你們，不是的；除非你們悔改，你

們也會遭遇到同樣的結局。西羅亞塔

倒塌時所壓死的那十八個人，你們以

為他們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壞

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要是

不悔改，你們也要同樣死亡」(路加

福音13:2-5，希臘文原版)。
耶穌曾預言，世界末日的徵兆之

一將是全球性的流行地震20。千百萬

人都預期着一次比我們近來所知道的

更為嚴重的地震，新聞媒體把它稱

為「大地震」，而神的人們則稱之為

「世界之震」。神將把地球震離其軸

心21！你們是否已準備好去面對你們

的創造者的審判22？你們的靈魂是否

已得救23？聖靈是否正在你們心中並

借着你們行事24？如果不是，你們最好

立刻行動，因為現在離世界末日比你

們所想的要更近。

與我主和救世主所預言的將會發生

的災難相比，近來發生的海嘯、瘟疫、

飢荒、洪水和地震不過是滄海一粟，因

為全球政府、全球邪教、媒體和眾人都

在隨意侮辱神25，似乎他們相信神是不

會來報復他們的。而人們則愚蠢地相信

全球政府、全球邪教和新聞媒體比神更

有威力。在地震、海嘯、艾滋病、心臟

病、癌症、白血病、洪水、飢荒以及神

的所有其它災難都向他們襲來之前，他

們會一直這樣認為26。

尼日利亞
親愛的先生︰

謹以我主耶穌基督、我即將到來的

王之名，給您帶去問候。

當我收到您寄來的著作和聖經時，

我是多麼激動啊。我的生命確實深受感

動和改變。讀了您的一些著作後，我們

的生命改變了。先生，願主賜福給您和

您的教會。在我居住的地區，穆斯林人

口佔75%，然而通過我個人宣講福音，

我已得以傳達神道。通過這些著作的幫

助，甚至我的一些穆斯林同事們的生命

都深受影響。先生，我希望您能夠考慮

我的請求。我需要一些聖經，需要更多

的新約和文章去幫助我宣傳福音。我感

謝神在這三個月中使我能夠帶着這些著

作在一些地區工作。但是這還不夠。我

迫切地等着您的回復。

您的侍奉神的

R.M.                        尼日利亞尼日州

(轉第4頁)
20 以賽亞書2:17-21、13:6-13、24:17-21、以西結書38:16、18-20、哈該書2:6-7、馬太福音24:7、馬可福音13:8、路加福音21:11、希
伯來書12:25-26、啟示錄6:12-14、8:3-6 21 撒母耳記下22:8、詩篇18:7、以賽亞書24:18-20 22 詩篇50:3-6、傳道書12:13-14、但以
理書7:9-10、馬太福音12:36-37、25章、馬可福音4:22、羅馬書2:5-16、帖撒羅尼迦後書1:7-10、提摩太後書4:1、8、希伯來書9:27-28、
10:26-31、彼得前書1:17、4:7、彼得後書3:7-14、猶大書5-6、14-15、啟示錄1:7、6:15-17、11:18、20:11-15 23 以西結書36:25-
27、馬太福音18:3、約翰福音3:3-8、5:24、使徒行傳26:18、羅馬書6:3-13、7:6、15-25、歌林多後書5:17、以弗所書2:1-16、4:22-24、
5:14、歌羅西書2:11-13 24 以西結書36:27、約翰福音14:15-20、23、26、15:4-5、7-8、26-27、16:7-14、17:21-23、26、羅馬書
8:1、10-11、26-28、歌林多前書3:9、16-17、6:19-20、15:10、歌林多後書6:16-18、加拉太書2:20、以弗所書3:16-21、腓利比書2:12-
13、歌羅西書1:27-29、提摩太後書1:14、約翰一書2:20、27、3:24、4:4、5:12、啟示錄3:19-21 25 詩篇7:11-16、11:5-6、啟示錄6:1-
4、8、12-17、8:5-12、9章、11:19、14:18-20、15:6-8、16章 26 利未記26:14-39、申命記28:15-67、馬太福音24:7-8、21、啟示錄
6:12-17、8:5-13、15:1、6-8、16:2-11、17-21 

17 申命記8:3、約翰福音5:24、6:63、68、約翰一書1:1 18 申命
記8:2-6、約伯記5:17-19、詩篇119:67、75-76、箴言3:11-13、以賽
亞書13:3、5-11、13、24:20-23、34:1-4、那鴻書1:2、5-6、馬太福
音24:7-8、21、歌林多前書11:32、歌林多後書4:15-18、希伯來書
12:5-13、彼得後書3:10-12、啟示錄3:14-22、15:1、6-8 19 創世
紀6:17、7:6-7、10-24、希伯來書11:7、彼得前書3:20、彼得後書2:5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從來沒有人像您那樣，您對聖經

的解釋與我藉着聖靈所達到的對聖經的

理解如此相近。為什么人們不理解羅馬

書第十三章是授權給真基督徒的呢？有

那麼多聖經譯文的版本都決定將那權威

給予世俗的人，而世俗的人則是被撒旦

所操縱的。正如撒旦在伊甸園中攻擊神

道一樣，今天撒旦也一樣在全世界行

惡。我感謝您告訴我們神在聖經中告訴

過我們的真理。我祈禱地球上的人們不

再相信撒旦的謊言。約翰一書2:15-16
節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

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

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美

國已經變得像以西結書第二十八章中的

邪惡的泰爾王一樣。如耶穌在馬太福音

第六章中教導門徒們祈禱的那樣，神的

話在我耳邊響起︰「不要讓我們遭受承

擔不起的考驗；要救我們脫離那邪惡者

的手。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

的，直到永遠。阿門。」神的大能和耶

穌的犧牲已使我得救了。請寄給我一些

《又一個珍珠港》、《全球政府的密探

聲稱是美國政府特工》和一些《世界通

訊》，我要給我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家人

和朋友。

神祐你們大家！

W.K.                 喬治亞州布朗斯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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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維
親愛的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

能以耶穌基督之名向您和教會裡的

弟兄姐妹問候，深感榮幸。願神賜您更

多的時光，以便您能完成您贏得更多的

靈魂的計劃。我連做夢都沒有想過自己

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個為基督贏得靈魂的

人，但是通過您和您的著作，我已成為

三個地區最勤勉的靈魂贏救者之一！因

此，我懇請您給我們更多的聖經、資料

和著作。我還想要一些關於阿拉摩基督

27 申命記32:39、撒母耳記上2:10、但以理書2:29-45、7:9-11、
15-27、約珥書2:30-31、馬太福音24:29-30、路加福音21:25-
33、帖撒羅尼迦後書2:7-10、彼得後書3:10-12、啟示錄8:6-13、
9章、11:13-19、14:18-20、15:1、6-8、16章-18章、19:1-3、
17-21 28 「21世紀的艾滋病及其他疾病」，fig.cox.Miami.edu；
「伊波拉病毒死亡人數增多」，英國廣播公司；「不易察覺的病
毒:21世紀的瘟疫」，約翰．沙里，www.spark-online.com；「全
球過去2000年來的地震死亡人數」，羅傑．比爾翰，科羅拉多大
學地理系；「21世紀的生與死:未來的瘟疫」，www.liceoantonelli.
navara.it；「新的惡性艾滋變種」，《紐約每日新聞》，2005年2月
12日 29 彼得後書3:10-12、猶大書5-7、啟示錄6:15-17、16:1-
11、17-21、20:15 30 詩篇96:13、以賽亞書13:6-11、24:19-
23、但以理書7:9-10、約珥書2:30-31、馬太福音13:24-30、
37-43、47-50、24:3、7-15、27、29-39、43-51、25章、路加
福音21:7-12、16、20、22-36、羅馬書1:18-32、2:5-13、16、
帖撒羅尼迦後書1:7-9、2:3-10、提摩太後書3:1-9、13、猶大書
14-15、啟示錄1:7 31 但以理書2:29-45、約珥書2:30-31、使徒
行傳2:17-20、馬太福音24:3-14、21-25、32-39、42-44、路加福
音21:25-33、帖撒羅尼迦後書2:1-4、提摩太後書3:1-5、13、雅各
書5:8-9、彼得前書4:7、彼得後書3:3-9、約翰一書2:18-19、啟示
錄6:12-17、11:18、13:11-18、17:1-18、20:11-15 32 猶大書5-
7、11-15、啟示錄2:20-23、6:12-17、11:18、14:9-11、15:1、
7、16:1-11、17-21、21:8 32A 以賽亞書42:8-9、45:1-7、約翰
福音1:1-2、14、提摩太前書2:5、約翰一書5:7、啟示錄19:13 

教，因為它拒絕接受耶穌基督，我

們的救世主彌塞亞)33在內的所有邪

教的人們，他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

那些追逐當今世上一切不久將要毀

滅、將要終止的慾望和罪孽的人們，

他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34？

你們認為神為什麼允許美國和所

有別的大陸逐漸被反基督的梵蒂岡全

球邪教、政權和新聞媒體控制呢？這

是因為世人喜歡罪孽34A。整個世界都

受到了欺騙，認為這個罪孽沒錯35。因

此，神允許由撒旦及其惡魔勢力主宰

的邪惡的全球政府、邪教和新聞媒體36

控制美國和世界其它地區。神還派了

災難，而且正如聖經所說，神將要派

來更多的災難。我再重申一次，這就

是聖靈的管教37。

神通過聖靈，在世界上已經創造了

許多不良環境去懲戒那些罪人們，希望

他們能悔改他們的反叛、蔑視和他們對

當神用力地搖撼這個世界，先用

首批七個即將來臨的災害襲擊地球，

隨後再用最後七個災害襲擊地球的時

候 27，全球政府、全球邪教、新聞媒

體和一切不接受神的人們將會做什麼

呢？神所預言的許多祂將要送到這個

邪惡的世界上來作為悔改警告的災難

已經發生了28。還有更多的災難將會發

生。那些災難你們還沒有看到29。為什

么有人竟會如此愚蠢以至於不相信神

會送來「世界之震」呢？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次地震。假如

我是當今一個侮辱聖經的傢伙30，我絕

不會考慮在那偉大的不久即來臨的審

判日去詛咒神31，抱怨神在毀滅性的災

難和懲戒降臨世界以及世人身上之前

沒有給我足夠的警告32。那些這個時代

的未得救的、不順從神的、有罪的人

們，那些拒絕接受神的愛子即耶穌基

督(神道32A)的人，他們還能有什麼希

望呢？那些拒絕遵循神賦予人們生命

的忠告，而去崇拜諸如印度教、日本

神道、伊斯蘭教、佛教、撒旦教、天

主教和其它包括猶太教(猶太教也是邪

墨西哥

地震
(接第3頁)

神、神道、戒律和神的子民的仇視38。

假如他們頑固地拒絕痛改前非，一味

崇拜偶像和邪教，假如他們繼續頑固地

反對由耶穌基督為他們所提供的神的

指示，那麼，神將不得不創造更為惡

劣的環境。假如他們繼續拒絕基督--即

神道，而青睞撒旦，神為這些行惡事的

人們所創造的惡劣環境將會徹底毀滅他

們39。迄今為止神所創造的自然環境僅

僅是一個警告而已，它告誡人們，如果

你們繼續以有罪和不服從的方式我行我

素，災難就會降臨到你們頭上。聖靈的

外部懲戒不過是要讓你們覺醒，促使你

們去痛改前非，說服你們成為基督團體

的成員。任何拒絕悔改和拒絕相信福音

的行為都會導致你們的靈魂在地獄和火

湖中死亡和受到折磨40。

反基督的政權根本無法阻擋神的
(轉第6頁)

33 創世紀22:18、49:10、出埃及記20:1-5、23:13、申命記4:35、39、32:16、19-26、列王記上18:21-39、詩篇16:4、22:6-20、53章、
115:4-8、132:11、以賽亞書7:14-15、11:1-5、40:3、42:8-9、17、45:1-7、46:9-10、但以理書9:24-25、彌迦書5:2、瑪拉基書3:1、馬太福
音3:1-3、7:13-15、約翰福音10:1、7、9、30、37-38、13:19、14:6、15:23-24、羅馬書1:22-23、9:32-33、提摩太前書2:5 34 約伯記21:7-
33、詩篇49:6-20、箴言14:12、馬太福音10:37-39、24:3-14、21-25、32-39、路加福音12:16-21、21:34-36、羅馬書1:18-32、加拉太書
6:8、腓利比書3:18-19、雅各書4:4、彼得後書3:10-12、約翰一書2:15-17、猶大書4-19、啟示錄21:8 34A 羅馬書1:18-32、帖撒羅尼迦後書
2:3-12、彼得後書2章、啟示錄2:20-23 35 啟示錄2:4-5、12:9、13:11-18、18:23 36 但以理書7:7-11、19-25、約翰福音8:44、歌林多後書
11:13-15、帖撒羅尼迦後書2:3-12、啟示錄12:9、13:1-8、11-14、16:13-14、17-19、17章、19:19-21、20:8-10 37 啟示錄9:17-21、16:8-
11、17-21 38 申命記8:2-6、約伯記5:17-19、23:10、詩篇34:18-19、94:12、119:67、75-76、箴言3:11-13、傳道書7:3、羅馬書2:4、
5:3-5、8:16-18、28-32、35-39、歌林多前書11:32、歌林多後書4:15-18、希伯來書12:5-13、啟示錄3:14-19 39 列王記下17:13-20、歷代志
上28:9、詩篇50:22、何西阿書4:6-9、馬太福音21:44、路加福音19:27、約翰福音3:18、36、羅馬書2:5、帖撒羅尼迦後書1:7-9、希伯來書6:4-
8 40 詩篇9:17、馬太福音3:12、13:41-42、49-50、25:30、41、46、彼得後書2:4-6、9-12、猶大書6-7、啟示錄14:9-11、20:15、21:8 

教會歷史的資料。最後，感謝您長期給

我們您的著作、聖經以及財務方面的援

助，這些援助使我們拯救靈魂的旅行得

以實現，並解決了影響我們家庭的飢餓

問題。所有的著作都平安到達。我們需

要更多的著作，希望您能長期為我們提

供您的著作。

致以耶穌基督之名最好的問候

D.M.牧師                     馬拉維蘭姆非城

托尼．阿拉摩基督教會助理牧師J.A.Q.在散

發贏得靈魂的阿拉摩著作－－墨西哥齊瓦瓦

州帕洛市

托尼．阿拉摩弟兄︰

十分感謝您寄給我這些著作。兄弟，我在墨西哥的齊瓦瓦和誇坦摩可州工

作。您的著作正被散發，而通過這些著作我們正在為基督贏得更多的靈魂。我請

求您寄給我們更多的著作並為我們祈禱。我們時刻需要您的祈禱以宣講福音。只

有在基督裡才能獲得拯救和永生。

願神我們的主加倍賜福予您，特別是賜給您、您的孩子及妻子健康。「義人

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贏得靈魂]」(箴11:30)。
J.A.Q.弟兄                                                                          墨西哥齊瓦瓦

譯自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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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的人。耶穌的悲哀憂傷不僅來自祂慈

悲地關懷人間不幸——一種出於同情的

甘受折磨——而且來自祂為人們賜福的

努力遭到了拒絕。當人們拒絕祂並且繼

續迷失而生活在罪裡時，祂不勝悲哀。

當那些身居要職的人也拒絕祂時——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樣」，更增添了

祂的悲哀5。「他們也不尊重祂」，認

為祂「毫無價值」而不是珍惜祂。

「祂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

[反]倒不接待祂」(約翰福音1:11)。
最為糟糕的是，那些認為祂「被神

擊打」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祂是為了贖

救他們才受難的，沒有意識到祂是為了

救出那些祂代為受難的人才允許自己

「被咒詛」的。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

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被咒詛的』」(加

拉太書3:13、申命記21:23)。

(接第1頁)

女生育。同時請讀者也注意這一矛盾：

祂超乎自然的、但卻又是很自然地成

長：「祂將生長」(像其他兒童一樣正常

地成長)，但卻是在「耶和華面前」，

也就是說，彌賽亞將在耶和華眼前，在

祂的看護下成長，不斷獲得祂的生命和

能力。在此，祂同樣不依靠任何自然環

境，因為彌塞亞將「如嫩芽，像根出於

乾地」。當這個世界的罪人們悔改並希

望成長為堅定的基督徒時，彌塞亞將對

他們慈悲而耐心。這「嫩芽」，即彌賽

亞，將是珍貴而健康的，因為「天下人

間，神並沒有賜下[除耶穌以外]任何其

他的名，使我們藉着祂得救」(使徒行傳

4:12)。這使得祂比世上任何人都更珍
貴，因為祂是那唯一能夠給予永生的，

祂是最有益於健康的，在當時的世人面

前，在天父的呵護下成長。讚美主，在

這個世上我們擁有神在基督里的記錄；

讚美主，根據基督之言，神的聖徒們將

會和祂完全一樣，是預言中「種子」的

精確翻版。祂說：「信我的人也會做我

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約翰福音

14:12)。這是因為基督裡的神也在其他
人裡。一直到今天三位一體的神都在祂

的聖徒裡居住並運作，神也將繼續這樣

下去，直到祂的再臨。

再重申一次，彌塞亞將生長在一個

普遍缺乏對靈性世界的瞭解的以色列民

族中，生長在一個冷酷、罪孽以及懷

疑的沙漠中，這沙漠即靈性的黑暗和

乾涸 4。但是祂將生長在一個普遍缺乏

精神世界的民族中間，生長在一個苦

難、罪過以及懷疑的沙漠中。然而，這

將是一個普通的生長過程，祂將「長大

成人」。祂不會帶著令人目眩的光輝突

然出現在世上。相反，祂將遵守神的緩

慢、沉默的生長法則。

神預告了祂降臨地球的方式、祂童

年的「生長」以及童年時靈性世界的特

性，這難道不是很神奇嗎？請看，當彌

賽亞來到時，一切都像預言所說的那樣

準確地應驗了。彌賽亞並不是以一個成

年的、堂皇的君王的身份降臨的，強

大，瀟灑而光彩照人，那是留給祂第二

次降臨的形象。

親愛的受尊敬的基督弟兄︰

謹以我主耶穌基督之名問候您

和您周圍的人們。親愛的兄弟，謝

謝您寄給我的美好著作，那是對我

最大的鼓勵。我想告訴您，我當時

正在生病，而您的文章卻像良藥一

般治癒了我。感謝您還記得我。

請讀《詩篇》第133章。
A.P.                     中美洲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

托尼．阿拉摩基督教會助理牧師R.K.在散發阿拉摩牧

師充滿力量的著作－－非洲贊比亞基維市

彌賽亞

4 馬太福音12:43、路加福音11:24 

5 馬太福音27:24、約翰福音3:1-2 

在新約中我們讀到關於幼年基督的

描述：「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

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即神的大能和生

命]加在祂身上」(路加福音2:40)。
(6)正如以賽亞書53:2所預言的，

彌賽亞的同代人將無法看到和欣賞祂的

偉大之處，「祂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

祂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祂」。

彌賽亞來到之後，那些在期待著一個偉

大的君王和政治改革家的人們對祂深感

失望。人們沒有看到祂的美——神聖的

美，也沒有理解祂的使命。祂不符合

世俗的理想；人們誤讀了預言的含義，

在耶和華的僕人身上沒有發現任何魅力

和吸引力。彌賽亞第一次降臨的使命是

要把自己的生命作為「贖罪的獻祭」，

而這與他們想像中的彌賽亞並無關聯，

所以，(7)祂被人蔑視和厭棄(以塞亞書
53:3)。「祂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
痛苦，經歷憂患。祂被藐視，好像被人

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祂」(以

賽亞書53:3)。所謂被人厭棄，是指被
上流社會的人厭棄。也就是說，祂將沒

有幾個身居要職的人、「重要」人物、

有名望的人用他們的權勢和影響力來支

持祂和祂的工作計劃。因此，耶穌的一

生就是如此。以下這段新約中的記錄顯

示了這些事實。法利賽人(對幾個當官

的人)說：「你們也受了迷惑麼？官長和

法利賽人豈有信祂的呢？」(約翰福音

7:47-48；見上下文)。
除了無所不知的、從萬物之始便知

其終的神以外，誰會敢擬訂這樣的預

言，把彌賽亞描繪成一個沒有人民統治

者支持的人呢？但是歷史卻完全證實了

預言的真實性。

( 8 ) 據 以賽亞書
5 3 : 3 - 4所記，彌賽
亞將是個多受痛苦、

被神擊打、受折磨的

人，「祂多受痛苦，

常經憂患，祂被藐

視，好像被人掩面不

看的一樣⋯⋯我們卻

以為祂受責罰，被神

擊打苦待了」。這裏

所強調並且確實應驗

的一點是：彌賽亞將

是個充滿各種悲哀憂

下期「世界通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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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吉尼亞
托尼．阿拉摩牧師︰
願萬能的神在您從事祂的事業時保護您。阿拉摩牧師，但願我能得到您

西班牙文版的文章。我閱讀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您的文章中所傳達的一切信息都與經書中的相符，我已從中得到了一些啟
發。因此，我懇請您每月定期給我寄您的文章。您不知道它們對我的心智和
感情有多麼大的啟發，它們證實了我對許多事物的看法。但您的智慧遠遠勝
過我的理解。
願主賜厚福予您。
G.A.                                                                     維吉尼亞州彼得斯堡

災難41。這些政權除了假裝具有某些愚

蠢的對策－－而這不過是他們的許多

不切實際的希望之一－－以外，他們

還能做些什麼呢？神很快就將摧毀他

們42。神很快也將摧毀那些毫無悔意

的、喜歡罪孽的人和他們喜歡罪孽的

心智及喜歡罪孽的靈魂43。神正允許這

些事情在全世界發生，就像祂允許羅

馬將軍提多和巴比倫國徵服猶太民族

及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一樣44。我過去

曾說過，而我現在還要再說一次：如

果神已經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猶太

人身上，你們認為祂會如何對待你們

這些猶太民族以外的人，你們這些崇

拜偶像並犯下其它可惡罪孽的人呢？

神已經允許反基督分子入侵世上每一

個國家45。這些被稱為「註定滅亡的不

法者」(帖撒羅尼迦後書2:3)的反基督
者，是由男人、女人、兒童、邪教、

政權和新聞媒體組成的集合體，就像

那些屬于基督的人是一個崇仰並事奉

神的集合體一樣46。那些屬于基督的人

屬于獨一無二的基督軀體，基督絕無

僅有的軀體。基督是頭部，而我們當

中屬于基督的人則是祂生在世上的軀

體47。我們正忙于讓神借着我們，將祂

的王國帶來世間。「願你的[神的]國降

臨。願你的[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馬太福音6:10)。
反基督聯合團體有意地在世界各地

挑起對神和祂的民眾的仇視；祂的民眾

象神殿一樣，神住在他們的身心內。撒

旦正在迅速地把美國塑造成第四帝國或

當代德國，以之為在羅馬的反基督邪教

及其在全世界的腐敗的政治和宗教的

頭目們統治世界。然而，神這位偉大的

陶工正在按照聖靈的戒律塑造祂的兒女

們，以建立神在地球上的天國。反基督

的、腐敗的政治和宗教制度知道這些事

情，對神仇恨極了。撒旦及其子女們知

道他們接受審判的日子和永遠絕滅的痛

苦已經為期不遠了48。

在聖經中耶穌告訴我們要「警醒」

(馬太福音26:41)。請求主進入你們的
身心吧。要積極啊，因為時間短暫49。

此外，痛改前非的大門幾乎就要關閉

了。「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

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

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啟

示錄22:11)。
與那些無動于衷的新教徒們所以為

的恰好相反，他們將度過一個充滿迫

害、憂患、苦難和自然災害的時期。

主不會在這之前回來帶走祂的聖徒50。

你們自己去閱讀聖經吧。難道你們不

知道我們已經進入這個時期了嗎？或

者說你們因為已被撒旦的各個宗教派

別的領導者們所欺騙，竟全然無視這

個事實、這個真理嗎？

撒旦利用了在羅馬的教皇及其邪

教、政權和新聞媒體51。他們正在利用

美國的人力虐待世界人民。這是撒旦能

力的最後演示，是它試圖提昇自己的最

後努力。撒旦十分清楚，主擊敗了它和

這個世界。撒旦完了，它已結束了。它

的邪教、政權、新聞媒體和世界制度不

久就會被萬能的神親手燒毀52。

聖經告訴我們，神不久就會迅速結

束撒旦的計劃，會迅速把它清除掉。

「象夜間的賊一樣，」耶穌，「神的

羊羔」將會回來出擊、摧毀、滅絕和

消除那些罪大惡極的東西53。所有的罪

人，連同他們的頭領撒旦，都無法逃

避。「災難必忽然降到他身。他必頃

刻敗壞無法可治」(箴言6:15)。
災難已經降臨54。別讓任何人欺騙

你們。我們正處在一個充滿迫害、憂

患、苦難和自然災害的時期。主沒有

來帶你們脫離災難吧？盡管那些偽先

知們反復告訴你們這樣的謊言，但你

們永遠不會被帶離災難。瞎了眼的人

們，睜開你們的眼睛吧！不要再聽從

你們的瞎了眼的領導。難道你們不知

道聖經說過他們和你們都將會跌入深

淵－－地獄和火湖嗎55？這一信息我已

傳播了四十年之久。今天你們可以看

到神讓我講述的東西了。

在舊約中，當以色列人拒絕按照

神所說的話去做時，神就命令巴比倫

這個殘酷的國家去侵犯以色列，去殺

戮、俘虜以色列人56。這就是聖靈的

懲戒。當以色列王掃羅不聽從神時，

神就命令非利士人去摧毀以色列，同

時又賦予他們威力，在一次激烈的戰

鬥中殺死了國王掃羅及其兒子們57。這

就是聖靈的懲戒。當任何國家對抗主

神、彌塞亞、神道和神的子民時，你

們就會看到殺戮、死亡和悲劇接踵而

至58。這就是神的懲戒。我們很容易看

見連續發生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令

人沮喪的悲劇。這些悲劇也是聖靈的

外在懲戒，意在說服你們去悔改並信

奉福音59。

假如你們悔改並信奉福音，那麼過

了無論多久，神都會使祂允許你們在

地震
(接第4頁)

41 約伯記9:12、啟示錄8:7-12、9:1、15、11:15-19、16:2-4、
8-11、17-21、18:8-21、19:1-3 42 但以理書2:31-36、40-
45、7:7-11、17-27、帖撒羅尼迦後書2:3-10、啟示錄2:20-23、
14:8-11、16:1-2、10、13-20、17章、18:1-10、15-19、24、
19:1-3、17-21、20:4、7-10 43 詩篇9:17、箴言1:22-33、以
西結書24:13-14、馬太福音3:12、7:13、路加福音13:1-5、羅馬
書1:18-32、2:4-9、11、6:19-23、希伯來書6:8、10:26-29、彼
得後書2:1-14、啟示錄2:16、20-23、3:3、9:15-21、16:8-11、
21:8 44 申命記28:15、25、32-34、36-37、41-52、64-68、
30:1-8、31:17-18、32:15-26、28-31、列王記下24:1-4、8-16、
18-20、歷代志下36:5-21、耶利米書5:15-17、6:22-26、25:1-
11 45 啟示錄12:9、13:3、17:1-2、18:23 46 但以理書7:23-
25、啟示錄13:1-8、11-18 47 詩篇118:22、約翰福音13:13、使
徒行傳2:36、歌林多前書11:3、以弗所書1:10、22-23、2:20-22、
4:15、5:23、歌羅西書1:18、2:10、19 

48 彼得後書2:1-2、啟示錄12:3-4、9-10、12、20:1-3、7-8、10、17:8、19:11-21、21:8、27 49 馬太福音24:22、路加福音21:28-
31、羅馬書13:11、雅各書5:8、啟示錄3:15-19 50 馬太福音24:7-14、21-31、帖撒羅尼迦前書4:17-18、啟示錄7:14-17、20:4 51 但
以理書7:7-8、11、19-25、約翰福音8:44、歌林多後書11:13-15、帖撒羅尼迦後書2:3-12、啟示錄12:9、13:1-8、11-18、16:13-14、
17-18、17章、19:19-21、20:8-10 52 但以理書7:3-12、17-26、啟示錄2:20-23、14:9-11、16:1-14、17-21、17章、18:1-10、15-
19、24、19:1-3、17-21、20:10-15 53 以賽亞書13:9-11、但以理書2:29、31-35、40-45、7:7-11、17-18、21-22、25-27、彼得後
書3:10、啟示錄3:3、16:15 54 啟示錄6:7-8、8:5-13、9章、11:15、18、15:1、6-8、16:1-12、17-21 55 馬太福音15:14、23章、
約翰福音3:19、提摩太後書3:1-5、提多書1:16、雅各書4:4、啟示錄22:19 56 列王記下22:16-17、23:26-27、24:1-4、8-16、18-20、
25:1-11、歷代志下36:5-8-21、耶利米書6:19-25、27:1-11 57 撒母耳記上15:1-3、7-29、28:4-8、11、14-19、31:1-9 58 詩篇9:17、
66:3、5、7、箴言14:34、以賽亞書60:12、耶利米書18:7-10、25:31-33、Z以弗所書3:6-8 59 申命記8:2-6、約伯記5:17-20、24、
23:10、詩篇66:10-12、94:12、105:7、16-21、119:67、75-76、箴言3:11-13、羅馬書8:16-18、28-29、35-39、希伯來書12:5-13、雅
各書5:10-11、彼得前書1:6-7、9、5:10、啟示錄3: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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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牧師︰

謹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問候

您。您的家人和教會都好嗎？我希望

都不錯。我來自加納的沃而塔地區。

我要感謝您。2003年1月16日，我的
一個朋友送給我您的一篇著作。讀完

之後，我心中有種感悟，驅使我去教

堂崇拜神這創世者。於是我開始上當

地教堂。從那以後，我已經很嚴肅地

對待上教堂這件事。牧師，我想向您

保證，我已完全悔改，我一直帶着十

字架追隨耶穌，我否定了自己，我完

全改變了自己原來負面的態度。為了

您一直在為我們所做的、將民眾垂死的

生命變成永生而感謝神！

此外，牧師，請了解，正是因為您

我才得救的。我喜歡閱讀聖經，但是我

沒有聖經。所以，牧師，請寄給我一本

聖經、一本聖經詞典，您的題為《彌塞

亞》的書以及散發給其他民眾的文章。

請大發仁慈，寄給我這一切。我期望能

盡快收到這些東西。願神賜福予您和您

的教會。阿門。謝謝您。就此住筆。

您忠誠的

A.F.                           加納沃而塔區

加納

古巴

其中生存的自然環境立刻改變60。如果

你們悔改了，神就會在你們周圍設立

防範撒旦侵害的籬笆61。如果世界民眾

願意接受神派到世上來拯救他們的彌

塞亞，所有的悲劇都將會停止62。

猶太人和其他任何人都應閱讀我

的<彌塞亞>一書。那裡面包含了幾百

條舊約的預言，絕對準確地肯定了真

正的彌塞亞(救主)就是拿撒勒的耶穌，

絕對不容置疑的。這本書絕對證實了

彌塞亞主耶穌基督已經降世，守着聖

戒，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洒血，死

了，埋葬了，入了地獄，又從地獄中

復活了。這些是沒有人做過也沒有人

會去做的事63。祂從死亡中復活，又在

五百多個目擊者的眼前昇到雲端的天

國中去64。當祂從死亡中復甦時，聖靈

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致于在當地的墓

地埋葬了多年的聖徒也隨着從死亡中

復甦昇起。他們生前的朋友和親戚們

看到他們在城中行走65！

昇天的耶穌會不久之後再次返回

地球，在大災難剛過去後就會立刻回

來。「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

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

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

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萬

民都要哀哭。他們看見人子，有能

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

(馬太福音24:29-30)。此時此刻，聖靈
將讓那些曾經生活在地球這個星辰上

的所有靈魂復活，有的復活到永遠的

天國，有的復活到萬劫不復的地獄 66。

耶穌說：「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裡

的，都要聽見祂的聲音，就出來。行

善的復活的生[於天國]，作惡的復活定

罪[於地獄]」(約翰福音5:28-29)。
我的<彌塞亞>一書中載有關於基督

第一次降生的三百多條預言，已用多種

語言出版，包括漢語、特魯克語(印度

語的一種)、希伯萊語、英語、西班牙

語、法語、意大利語、德語以及日語。

你們可能認為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民眾

以及佛羅裡達州和全世界的民眾都會明

白過來了，這些人都飽受地震、海嘯、

臺風、瘟疫和其它災難之苦。

神把聖經置於祂的名之上67。政府

內外那些惡人，他們越是企圖銷毀聖

經、基督之名、神之名和神的子民，這

些大災難就越為頻繁地降臨到他們，直

到最後神讓這樣一場「烈火」銷熔盡地

和地上的萬物(彼得後書3:10)68。
無論撒旦與它的邪教、政權和媒體

是多麼憤怒，他們都無法跟神爭斗而

贏，因為神更為震怒，神的威力大過

他們的總和69！他們將永遠為自己這樣

愚蠢地自以為能推翻神、神道和祂的

殿堂－－聖徒們－－而痛恨自己70。

腐敗如此普遍，是個無底深淵。

宗教改革家及路德教的創始人馬丁．

路德、林肯總統、發明家山姆．摩斯

和其他幾百萬民眾給梵迪岡取了各種

各樣的名字，比如撒旦的集會、撒旦

的廁所以及無底下水道等71。「在梵

迪岡的等級制度、官員、領導的管轄

下，他們的指導政策就象是都市裡的

地下陰溝、下水道，充滿一切污穢。

一旦堵塞外溢，就會傳播出病毒和死

亡72。」這個組織在地球上造成的腐敗

就是帶來災難的原因。然而，忽視聖

經的人們卻不明白神為什么會允許災

難存在。

世界上全部未得救的人都必須死

去，因為夏娃不相信神而相信了撒旦的

話73。因為夏娃聽從撒旦的話，所以我

們必須遭受的災難之一就是永遠死亡、

地獄和火湖。但如果我們悔改，即使我

們死去，我們仍將與神－－天父、神子
(轉第8頁)

60 利未記26:40-42、申命記4:26-31、30:1-3、8-10、士師記3:9-11、15、30、4:3、23-24、6:7-8、8:28、10:10-16、11:32-33、歷代
志下7:14、尼希米記1:9、耶利米書3:12-14、19、18:8、以西結書11:18-20、18:21-23、27-31、33:10-12、但以理書4:27、約珥書2:12-
18、約拿書3:8-9 61 詩篇3:3、9:9、31:20、23、34:15、17、19-22、37:17、23-24、28、32-33、41:1-3、46:1、5、7、50:15、
61:3、6、以賽亞書32:1-2、17-18、48:18、耶利米書33:6 62 以賽亞書12:1-2、約翰福音3:16、6:35、14:27、16:33、羅馬書5:1、
15:13、33、以弗所書2:11-20、歌羅西書1:20-23、帖撒羅尼迦後書3:16 63 詩篇16:9-10、但以理書9:25、馬太福音12:40、16:4、21、
20:18-19、27:50-54、約翰福音4:25-26、29、8:28-29、17:4、使徒行傳2:22-27、29-36、3:18、羅馬書1:3-4、5:6-21、8:34、歌林多
前書15:3-6、歌林多後書5:21、以弗所書1:18-23、腓利比書2:5-11、提摩太前書3:16、希伯來書2:9-10、14-18、4:15、7:24-27、9:11-
18、22-28、10:4-14、12:1-2、彼得前書1:18-19、啟示錄5:1-10 64 馬可福音16:1-19、使徒行傳1:1-11、歌林多前書15:3-6、以弗所書
4:8-10、希伯來書9:24 65 馬太福音27:50-53 66 約伯記19:25-27、但以理書12:2-3、馬太福音24:30-31、約翰福音5:28-29、啟示錄
11:18、20:12-15 67 詩篇138:2 68 詩篇50:3-4、但以理書7:9-10、帖撒羅尼迦後書1:7-8、彼得後書3:3-7、10-12、啟示錄6:15-17、
9章、11:15、18、15:1、6-8、16:1-12、17-21、18:1-13、20:4、7-10 69 詩篇2:1-5、9-12、21:8-13、46:6-10、以賽亞書34:1-11、
66:15-16、耶利米書10:10、30:23-24、那鴻書1:2-6、希伯來書12:29、啟示錄2:22-23、6:1-4、8、12-17、14:9-11、15:1、6-8、16:1-
11、17-21、17:1、18:1-11、15-24、19:1-3、17-21、20:7-15、21:8 

70 馬太福音3:12、13:41-42、49-50、22:11-14、25:31-33、
41-46、馬可福音3:29、9:43-48、路加福音3:17、16:19-31、希伯
來書10:26-27、彼得後書2:17、猶大書5-7、12-13、啟示錄14:9-
11、19:20、20:10-15、21:8 71 《在羅馬教會的五十年》，查爾
斯．欽力蓋，60章-61章；www.RemnantofGod.org；《十六世紀的改
革史》，J.H.邁爾．德奧比:《破壞美國自由的外國陰謀》，山繆．
F．摩斯，科羅克與布魯斯特，1835年；約翰．亞當斯致托馬遜．
傑弗遜總統的一封信；《梵蒂岡刺客》，艾瑞克．費爾普斯；《羅
馬與聖經》，大衛．W．克勞德；《受困的民主》，C.T.徫爾考斯；
《梵蒂岡的面目》，保羅．威廉姆斯；《來看這匹灰色的馬》，威
廉．庫柏 72 費爾南多．皮特魯賽里．德拉．嘎提納；《美國或羅
馬，基督或教皇》，約翰．L．博藍特，第378頁 73 創世紀2:16-
17、3章、羅馬書5:12-18、歌林多前書15:22、47、歌林多後書
11:3、提摩太前書2:12-15 

敬愛的阿拉摩世界牧師︰

願神愈來愈多地保祐您和您的

教會。我很高興地閱讀了您的《世

界通訊》，感謝神讓我收到它。我

們教會的一位女士借給我一份《世

界通訊》。它很好地幫助了我。您

的文章確實是深得聖靈的啟發，它

使我得以更好地傳播福音。我叫

A.R.，是一個福音傳播者，並將自己

奉獻給了一個福音傳教會。我想請

您寄給我一些有關基督的文章、聖

經和您的《彌塞亞》一書，這些將

有助于充實我們對於神道的理解，

也有助于我們贏得靈魂。為您和您

的教會而感謝神。願神繼續保祐您

的教會。我期盼着您的回音。

您在基督裡的姐妹

A.R.                        古巴哈瓦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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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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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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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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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四月版權所有。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注冊商標2005年四月。

Tony Alamo Christian Ministries Worldwide is a division of Music Square Church, Inc. 

阿拉摩牧師的作品以及《彌賽亞》

一書有多數語言的譯本。

(接第7頁)

耶穌以及聖靈一起在天國中永生74。這

三位是一體的75。在天國裡，這四位是

一體的：天父，神子，聖靈以及祂的教

會，即基督的新娘－－聖徒們76。我們

將會「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

拉太書3:28)。
如今神正將接二連三的災難送來，

而且永遠不會停止。神在大災難時期

會保護祂的孩子們，就像祂在降災於

埃及並銷毀它和它整個軍隊時保護以

色列的兒女一樣77。如果你們屬于基

督，在大災難時期你們就無需擔心。

神會像摩西時代在埃及庇護希伯萊兒

女那樣保護你們78。但是如果你們是這

些惡人中的一員，那麼，假先知們越

是信口開河地預言，災難就會越多降

臨到這個世界和你們頭上79。這條來自

主的信息不是對你們的定罪，而是警

告你們去躲避那已經來臨的、但是尚

未完全展開的災難。如果你不悔改，

你也許就是下一個。

你們已經看到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

情，因為人們正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

和想法我行我素地生活著，而這些觀

念正是撒旦從梵蒂岡、從這個全球政

府和媒體中植入人們腦中的。你們是

那樣地肯定，自以為你們了解真理，

然而耶穌卻說：「我就是[去天國的]道

路、真理、[永恆的]生命」(約翰福音

14:6)。任何妄想繞過基督而到達天國
的人都是「賊，就是強盜，」而賊或

強盜都不能進入神的王國80。

事情不會變好。按照聖經所說，

事情只會越來越糟81。如果你們現在就

痛改前非，那就能逃脫正在襲擊地球

的那恐怖的災難(這僅僅是「災難的起

頭」)(馬太福音24:8)82。忘掉全球制度

植入你們腦中的一切邪惡的主意和見

解吧！為了你們的靈魂，為什么現在

不下跪、不以這個祈禱來請求耶穌進

入你們的心中呢？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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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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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徒行
傳4:12、20:28、羅馬書3:25、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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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
來書10:12-13 6 歌林多前書3:16、啟示錄3: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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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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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6:35、37-40、羅馬書
10:13 10 希伯來書1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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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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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馬太福音25:46、路加福音18:30、約翰福音3:15、5: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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