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與獸截然不同。聖經非常明

確地說明了這一點。聖經說：「凡

肉體各有不同：人是一樣，獸又是

一樣，魚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

（歌林多前書15:39）。神在這裡
告訴我們，我們絕不是從猴子或者

其他什麼動物進化而來的，因為我

們、甚至我們的肉體，都與動物

截然不同。如果你相信你是從一

只猴子進化而來的，那就儘管去

相信吧！我是相信神的。我是按照

神的形象創造的人，我不是一只猴

子！ ！（創世紀1:26-27）。
我也不是從海洋中爬出來或者

游出來的。聖經說了：「魚又是

一樣，鳥又是一樣」（歌林多前書

15:39）。所以，我從來也不是從鳥
巢裏飛出來的，即使是，我也絕不

與鳥類相同。

世上的民眾都被矇騙了，但他

們不在乎。這就是為什麼神說：

他們都發瘋了（癲狂了，神經錯亂

了）的原因。「大龍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

下的〔，被逐出了天堂〕」（啟示

錄12:9）。「耶和華說，到那日
〔時間的終點〕，我必使一切馬匹

〔國家或權力的象徵〕驚惶，使騎

馬的〔國家的領袖〕癲狂〔神經錯

亂〕」（撒迦利亞12:4）。如果世
俗領袖們如此精明，那為什麼人世

間一切會如此瘋癲——狂亂呢？

神把動物與人分開，把魚與動

物分開，又把人類與鳥、動物和魚

分開。我吃魚時，可以很明顯地分

辯出魚肉和牛肉的差異，並且也能

分辨出魚肉與小雞肉、火雞肉、野

雉肉、鵪鶉肉或者任何其他鳥肉的

不同。

神把迷失的人與得救的人、惡與

善、土地與水、上帝與撒旦、撒旦

的天使與神的天使都分開1。祂用不

同的語言把人類阻隔開，以免他們

聚在一起干更多更糟糕的壞事 2。神

在這個世界上還分開了許多東西。

你如果希望去天國，你最好把自己

與癲狂的世界分開，並跟隨神 3。

我們都在納稅，支付他們用惡

劣魔法去毀滅公立學校的孩子們。

嘿，如果我們的這些「領袖」和那

些其他癲狂的「領袖們」如此精

明，他們為什麼沒發橫財呢？他們

欠了數以兆億元的債務，日益在陷

阱中越陷越深。

神說我們的領導們癲狂了，因

為這些撒旦似的惡魔「領導們」干

涉別國的事務。箴言26:17節說：
「 過路人被事激動，管理不干己的

爭競，好像人揪住狗耳。」

一根「火炬」的定義是：「正

著火的或在燃燒的一塊木頭；一個

煽動者。」箴言26:18-19節說，瘋
狂（ 神經錯亂）的人拋擲火把、利

劍與殺人，正如一個人欺詐鄰舍，

卻說我豈不是在戲耍（只是開玩

笑）麼。你從哪兒得知你是一只猴

子？你為什麼要相信他們？你難道

不認為你最好相信神而不是魔鬼、

它的「領導們」和它的教師們？

讓我們讀讀創世紀1:25-31節。
「於是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

人與獸截然不同

(轉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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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牧師：您好！
以耶穌美麗而珍貴的名義向您致意。我仍在用您的文獻爭取靈

魂。我自己手上有您的文獻，而且也把您的文獻送給我見到的那些
需要好消息的每一個人。
我仍然需要一些新約和聖經全書。雖然可收穫的是巨大的，但

人員卻遠遠不足。我還要為阿寇特市場的婦女們向您要些您們電臺
節目的資料，還需要一些特大號的T恤衫。
請儘快提供這些東西。

您基督裏的，
E.B.                                                                      非洲，多哥，洛姆市

多哥

尼日利亞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神通過您的電臺廣播節目佔據了我的心，我為此感激神，並

以我主耶穌基督的名義向您致意。我滿懷感激之情向您彙報，收

聽非洲電臺的節目是促使我改惡從善的重要工具。主耶穌基督拯

救了我的靈魂,，讓我開始了一個嶄新的人生。

請繼續您的努力。我十分感激您對迷失人群的關懷。我希望

您能夠送給我和我家每個成員每人一本大字聖經。我家有14口
人，以前都是異教徒，但聽了非洲電臺中您那有力的信息后，我

們都皈依了基督。請給我們這些新基督徒一些講道錄音，幫助我

們這群基督徒中的每一個生命。我會繼續收聽非洲電臺的節目。

願神保佑您。

您真誠的，

A.O.                                  非洲，尼日利亞，昂都省，以科爾鎮

致托尼牧師，
我每天早晨都收聽WWCR

短波節目。通過您誠懇而坦率
的講道，我感到了神的賜福。
如果美國有十分之一的牧師能
像您那樣佈道，這個國家就會
在一夜之間改變。
謝謝您。
畢爾       羅得島州，普勞維敦市

羅得島州

2

菲律賓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傳道師：
我信仰別的宗教，可我收聽您

的節目。當我全家（我和我的兒
子）坐下來收聽節目時，對我們來
說那是一種恩賜。每次我們聆聽您
們的節目，主都引導我們並撫慰著
我們。
我們真正地感受到您是我們家的

一員。假如沒有您的節目，我們的生
活會大不相同。傳道和聖經章節是對
我們的恩賜，我真誠希望神將永遠保
佑您的教會。
生活一直很艱難，可現在我高興

多了，因為神向我證實了祂會永遠照
顧我和我的兒子的。謝謝您，願神保
佑我們大家！
D.A.A. 菲律賓，馬尼拉，散帕拉克城

親愛的先生：

今天早上我收聽了您的精采

節目。謝謝您的教導。神保佑您

的空中節目。很高興您是那樣無

畏地講述著真理。我也很喜歡您

過去的著作。很難用語言來描述

您給予如此眾多人們的幫助。

真誠的，

M.R.    維吉尼亞州，安南德爾市

維吉尼亞州

致阿拉摩牧師的信

肯尼亞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感謝您送給我們的讀物。您使我們充滿信心，願主耶穌基督保佑

您。
我們正在通過宣傳好消息、學習和散發通訊報的努力來鼓勵基督

中的兄弟姐妹。這些讀物對他們的生活有著很大的影響。《準備好
自己》已經成了大多數人們的生命轉折的信息。我們在努力完成我們
的任務，為基督爭取更多的靈魂，而截至今日，來自這一地區——例
如，維多利亞湖區、大裂谷、可瑞丘、那庫路地區等等——的各教會
的反應都是正面積極的.
因此，牧師，我們請求您再給我們多提供一些相關的讀物，還有

關於邪惡的國際羅馬天主教政權機構的通訊報、T恤衫、《彌賽亞》以
及聖經。我們希望有一天您能來肯尼亞訪問。我們期盼著與您歡聚的
這一天。非常感謝您並願神賜福於您。
您真誠的，
C.K.                                                          非洲，肯尼亞，阿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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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致阿拉摩教會：
為主通過這個教會的所作所為而讚美耶穌吧！您們能夠送給我

幾本（大約一打吧）《彌賽亞》嗎？
我正在為您們鍥而不捨的勇氣、智慧和力量祈禱。

M.F.                                                                        加拿大，安大略省

加拿大

印度的哈裏斯．巴卜弟兄和他的阿拉摩牧師拯救靈魂福音著作的散發團隊
在安德拉．普汝德什邦

親愛的托尼：

1969年，在我還是個少年的時
侯，我也在好萊塢阿拉摩基督教會

裏被警察局綁架了。我被關進加利

福尼亞州少年拘留中心。我每天都

被告知：阿拉摩教會不是個生活的

好地方，如果我要回德克薩斯州老

家去，他們、也就是加州政府，會

為我買一張飛機票讓我回到父母身

邊。我懇求他們不要這樣做，因為

我父母是不健全的人士，無法供養

我和其他16個兄弟姊妹。托尼和蘇
珊沒有放棄我，他們派來基督弟兄

姐妹們探訪我，為我祈禱。我問他

們為什麼我進了監獄？他們讓我確

信，神一定會干預的。

在我父母應允后，我被托尼和

蘇珊．阿拉摩領養了。謝謝您，托

尼，在那時幫助了我。我的關心和

祈禱是為著弟兄姐妹們，為了米蓮

和伯特.克蘭玆、艾爾和他的孩子

們以及其他的人們。德克薩斯州的

帕薩蒂納市以及休斯敦南邊的社區

都站在您這一邊。我和其他人正在

南德克薩斯州散發您的作品。我已

被阿肯色州警察通過一名邪惡法官

的黑手迫害了。我被列隊、被裸體

搜查了全身。我知道這種感覺。他

們的手搜遍了我的口袋，我們被

命令交出擁有的全部錢財。雖然我

們沒有任何犯罪記錄，可我們卻忍

受著罪犯的待遇。我們被告知離開

此地，不允許再回來——就這樣完

了。但正如我們一個姐妹所說：他

們越迫害，我們就成長得越快。我

不是一個好的寫手，但是我信仰主

耶穌。如果您允許，我希望回來探

訪教會或留在教會。

讚美主。

V.P.           德克薩斯州，帕薩迪那市

德克薩斯州

致阿拉摩牧師：
神保佑您。我寫信給您是想感

謝您不久前為我們送來的所有精神
讀物。現在我們再次需要您和您教
會的幫助，如果可能，請再給我們
寄一箱讀物。
在智利，更多的福音傳道是通

過精神讀物進行的，所以我們需要
大箱的讀物和很多聖經。這個月
底，我們將會在塔爾卡環諾市開辦
我們的教會，因此我們需要散發讀
物。
正是因為閱讀了您的作品，許

多靈魂才得以了解基督，這就是我
們需要更多讀物和聖經的原因。通
過傳播福音，我們能向那些即將成
為基督崇拜者的人們講解聖經。
謹此感激不盡。

P.C.牧師              智利，康賽普尚市

譯自西班牙文

網 上 阿 拉 摩 基 督 教 會



(接第1頁)

人與獸截然不同

畜各從其類；地上的一切昆蟲各從

其類。神看著〔一切都〕是好的。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樣式造

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

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球以及地上

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女。神就賜

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產眾

多〔，繁衍眾多〕，遍滿地面，治

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

的鳥和地上各種行動的活物。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的

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

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至

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

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

賜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

4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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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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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9 歌林多前書
3:16、啟示錄3: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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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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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馬太福音21:22、約翰
福音6:35、37-40、羅馬書10:13 13 希伯來書1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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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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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於是，

神就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歌林多後

書6:2）。堅信福音而獲得永生吧！
向神這樣祈禱，為伸手可及的天國

而懺悔：

禱告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

罪惡的靈魂4。我相信耶穌基督是

在世的神的兒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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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相

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裡

復活7，此刻祂坐在神的右邊，聆

聽著我的懺悔和祈禱8。我敞開心

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

心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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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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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聖經上說，您不會拒絕任何

人，也包括我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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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耶穌，感謝您拯救了我的靈魂，

我將按照您的指令行事、以不再犯

罪的方式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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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是上昇到一個

權力地位為神統治人世盡力。第五步

則是為神統治人世盡力直到最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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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