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訊

全球教會

新耶路撒冷
托 尼・阿 拉 摩
摩牧
牧師

第1570
15700
0期

阿拉 摩基 督國度
阿拉摩基督國度

雜念
托尼•阿拉摩著
神 的 話 是 種 子 1。 如 果 給 它
澆水，如果讓它得到陽光，如果
將它播進好的土壤，種子就會生
長。耶穌把四種人比作四種不同
類型的土壤：路邊的、佈滿石子
的、荊棘叢生的和好的土壤（馬
太福音13:4-8，18-23）。在我作
為牧師的歲月中看到了所有的類
型。我已經在所有的土壤中播
種，因此，我是神的種子——祂
的話的一個資深播種人。
神的話——神的種子，本應

播撒在民衆之中。人們每
天得到它，使它能夠成長
壯大2。神的話不僅是唯一
的種子，而且還給予我們
陽光和水，使我們長大成
熟，達到「基督那完美的
托尼和蘇珊·阿拉摩以及他們使其在耶穌中
境界3」。
獲得拯救的部分人在國際電視節目中
神的話，即神的種
子，含有永生。當神的
話——永生的種子，播撒入你， 亞伯拉罕被告知他的種子——基
你就能得到永生。如果你未接受 督 ， 會 讓 許 多 國 家 的 人 蒙 福 ，
永生的種子，你就沒有生命。當
(轉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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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祈禱與資訊熱線中收到的電話：
一名女子昨天來電話請求為她祈禱。她在得克薩斯
州硫磺泉鎮的沃爾瑪市場收到了一份通訊報。那是《托
尼·阿拉摩的見證》。這份見證使她很感興趣，於是決
定打電話。她說她得救了並且一直去教堂，但是她又再
次不能從罪孽中自拔，需要解脫。
我花了很長時間在電話中將有關聖經上的話教給
她，然後與她一起做了禱告以求得寬恕（我們做的禱告
登載在我們的所有通訊報的末尾）。她非常放心和高
興。一位教會的姐妹將打電話給她，以幫助她追隨主。
我邀請了她參加我們的禮拜。她要的文獻和《彌賽亞》
書已經送到她手上。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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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蘇裏州
致托尼·阿拉摩教會：
我想寫信告訴你們，我非常感謝
你們送給我的文獻和提供的幫助。我
過去對神的信仰持有懷疑，但是，閱
讀了你們的文獻並看到你們所做的事
已經使我加強了對神的信念。非常感
謝你們讓我找到了真理。我會繼續閲
讀你們的文獻。
再次感謝您的時間和善意。
克立夫‧博斯沃斯
密州‧法明頓市

謝麗的見證
親愛的托尼牧師：
我想同大家分享當我聽到您
1980年代錄製的講道時主使我回
想起的某些見證。（1980年代的
那些講道對我來說始終是非常特
殊的。）那時，您正在揭露梵蒂
岡（那是衆所周知的讓您身陷
囹圄的真正原因），並抨擊他們
的謊言。人們對《教皇的秘密》
的反應洶湧而至。人們的回應來
自全球各地，都是關於他們如何
知曉或者如何認為您說的都是事
實，看了《教皇的秘密》之後，
他們更加確信無疑了。您給予他
們這樣的勇氣而使他們也能去宣
揚真理。我聽錄音時，感覺就像
主在提醒我祂是如何拯救我的。
祂向我揭露了梵蒂岡，讓我夢見
了地獄的火湖（我在兒時不止一
次夢見這個火湖，所以我知道這
是真實存在的）。
當我在聆聽您的宣道時，我
覺得主在指出，爲了讓民衆能從
撒旦的奴役和他們罪惡中得到自
由，有必要用強調人們迫切需
要懺悔罪孽並相信聖經（神的
話）這樣的方式去宣講福音，而
那正是您的宣講方式。我知道您
不需要我告訴您，您是這個世界
上正確宣講神的話的人，但我只
是想與您分享這一點。您在揭露
撒旦以及那些反基督的人，而這
撒旦從羅馬總部發號施令。您在
急迫地宣講這一點，這是因為全
世界正在受矇騙並隨撒旦而去，
如果不盡快將撒旦及其梵蒂岡予
以揭露，全世界就要走向地獄。

網上阿拉摩基督教會
www.alamoministries.com

因為耶穌很快就要再次降
臨了。您從來不妥協，一
直在宣講對主的敬畏。您
宣講人們必須從梵蒂岡和
今日世界上如此衆多的其
他虛僞教會中逃離、承認
自己是罪人、請求耶穌進
入他們的心中、獲得拯救
並接受真正的神的話；人
們必須儘快地捨棄這個世
界和所接受的謊言。不然
的話，人們的靈魂都將在
我見過的地獄火湖中永遠消亡。
耶穌將比他們想像或以爲的降
臨得更快。在聼您的錄音時，我
深感激奮，因為這提醒我是如何
獲得主的拯救的。我只想向大家
喊叫：「聽聼他！他在告訴你真
相。」
神啓蒙我時，我16歲，祂向
我證實了梵蒂岡是一個偽教會，
祂讓我看到了這個「教皇」不過
是個道貌岸然的騙子。這是1960
年代的「信仰合一運動」時期，
梵蒂岡企圖把自己裝扮得更像
是新教派，以爭取讓新教徒們成
為他們的教徒。他們宣稱他們以
前說過的某些有罪的東西不再被
認為是罪孽。我一生中曾相信那
個叫做「煉獄」的虛構地方，我
不知道聖經中根本沒有提到這個
地方。但當時我從未讀過聖經，
因此對此根本不知道。我只相信
他們告訴我的東西。是主啓發
了我，使我意識到我所曾相信
的全是謊言。突然，我的腦海裡
閃過這些話：「如果以前說過的
某些有罪的東西不再被認為是罪
孽，那麼一直在煉獄大火中的罪
人們，如果其罪孽不再是罪孽的
話，那麼他們又會怎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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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麗‧伽納爾

當我認識到「煉獄」並不存在
時，我嚇壞了，因為我不僅被騙
了，而且作為一個罪人，我就要
被趕入兒時看了一遍又一遍的
地獄和恐懼的火湖中去。這時我
的探索開始了。我研究了新教，
但是他們只告訴我神是一個放任
的神，祂知道我因為有弱點才犯
下罪孽，因此在我生命結束的那
天，儘管我犯有罪孽祂也會讓我
進入天堂。後來通過你們的教
會，我發現這不是真的。
神在憐憫中把我從紐約帶到
加利福尼亞州。在那裡，有一
天，當我在尋找我叔叔的家時，
我迷路了。我開車到了你們在加
州坎寧肯垂市（Canyon Country）
的教堂的停車場。這也使我生平
第一次聽到了福音的真理。在那
之前我是一個罪人，這我知道，
但現在有希望、真理和現實。一
個真正的拯救之道在我的生命中
第一次呈現在我面前。要是到處
都在宣講真理，那麼主也不用將
我引向到這一特定地方，那裏正
是用祂已經向我展示過的方式在
宣講著真理。我聆聽您那美妙
的錄音信息，而正是那時主使我
回憶起此事。祂把我帶到了這個
教會——這個用祂的方式講訴一

致阿拉摩牧師的信
馬拉維

智利
(譯自西班牙文)

我以我主耶穌基督的大愛問候你們。
我的弟兄們，我已經把你們送給我的阿拉摩牧師的全部資料散
發了。我在女子監獄散發你們的資料。我在監獄内散發了你們所有
的文獻和聖經。如果你們能提供給我，我需要更多的資料。
我的弟兄們，你們印的07900號通訊報中題為《在我們死後還
能生活嗎？》的文章讓我高興極了。在該通訊報的中間，有我寄發
給你們的我在監獄、街道和醫院工作的三張照片和我的信函。我欣
喜地將這些出示給我的教堂弟兄們看。
我的確很快就要散發完你們的材料了。如果你們能再給我增加
些數量，我將感激不盡。監獄裡需要聖經。如果可能的話，再送給
我十二本，我將感激之至。
我願代表一個感謝神的犯人，轉告在監獄內的見證。她說，她
曾是個女同性戀者，在監獄裏有她的同伴，但基督現在已經改變了
她。她要使神得榮耀，並高唱歡樂的讚美歌。就是在那裏，我的弟
兄們，我們散發了你們的材料。
向我們的阿拉摩牧師致敬。我們是在智利的一個真正的基督教
團體，我們愛戴他，為他祈禱，非常感謝他的支持。請向他轉致我
們的問候。
我說的都是真的，阿門。
維克特‧立奧斯‧山徒斯
智利‧康塞普西翁

切不摻假的真理的地方。這就是
爲什麽他們要您閉嘴的理由。他
們要您沉默不語，那樣一來，像
我這樣的人就不能聽到真正的福
音。謝謝您用您的一生來侍奉
主，讓像我這樣的罪人可以得到
拯救，並有一個像您教會這樣的
地方讓他們用其一生去事奉主。
我已經不是一個罪人了。神把我
帶入世界上最堅實的教會，拯救
了我，給我一個機會在這些最後
的日子裡為祂做點事，並且使我
能夠去將真理告訴他人。
我很喜歡您的教會。今天，
對我來說，拯救仍然是充滿活力
的，就像1971年那個雪天，當我
開著那輛小小的大眾車到了您教
會的停車場，有人出來對我傳授
真理時的情景一樣。我永遠感謝
耶穌的血和祂給我的拯救，以及
您和蘇茜為贏得靈魂在您的傳道

事業中所付出的心血。撒旦
恨您，但我們這些深知神的
真理的人熱愛您以及您在各
種逆境下對真理的捍衛。任
何真誠地祈求神為
他們顯示真理的人
也會熱愛您。當人
們知道了真理，他
們就能通過耶穌而
獲得拯救，而不會
在那火湖中永遠消
亡。我見過火湖，
我知道它的存在。
真誠的，
謝麗
（ 啟 示 錄 1 3 : 3 4 、8-9 、14、14:911、15:4、17:16 、9 、18 、18:2-10 、2324、19:20、20:710 、14-15、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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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托尼•阿拉摩牧師：
以主之名問候您。在每日禱
告中，我的第一個禱告就是爲了
您。我禱告神保佑您的教會和您
為祂所做的偉大工作。
我們在此地的福音傳播工作
就是要使更多的靈魂在基督中得
到拯救。榮耀歸於神。
此外，我們希望得到用來散
發的十本聖經、兩千份各類通訊
報、錄像和錄音帶。我們還想得
到十件黑色T恤衫。如果你們有
舊衣服，請問是否可送給我們來
幫助我們教會中貧窮的人們？
謝謝您的幫助。
您以基督之愛的，
伊文思•P•瑙立亞
非洲•馬拉維•林貝鎮
又及：隨信附上我在布蘭太爾城
林貝鎮公車站散發《彌賽亞》書
和通訊報時的照片。神始終與您
同在。

伊文思·P·瑙立亞弟兄正在馬拉維布蘭太爾城
的林貝公車站，用阿拉摩牧師的文獻傳播福音

雜念
(接第1頁)

那是說僅讓那些接受永生（即
基督）的人蒙福（創世記22:1518 ） 。神的話（即聖經）是永生
的種子。如果它播入你，那麼它
就在你心中。如果沒有，你就未
得救。
使你對神的話分心的雜念
是非常危險的，而這類雜念在
世界上比比皆是。這種迷惑都
來自撒旦的邪靈（馬太福音
13:22 ）。撒旦不希望你會相信
牠的存在，但我知道牠確實存
在，神也要你知道撒旦的存在。
這 是 聖 經 的 基 本 教 義 之 一 4。
如果你不接受神的話（聖經）
的此一部分，那麼你也就不

會接受聖經的任何其他部份。
你愉快地接受了神的話嗎？
這就是說你在心中已經接受了祂的
話，而且你持續不斷地順從基督的
教導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且慢，
在馬太福音13:21中説道：「有人
由於追隨神的話而受到苦難和迫
害，他們不久就發怒了。」發怒的
人離開基督，不能成長壯大，因此
永遠也不會成熟。撒旦就心滿意足
了。
如果你對神發過怒，你應該
儘早悔改，並通過耶穌回到神這
邊來。請做以下禱告：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
罪惡的靈魂 5。我相信耶穌基督是
神 的 兒 子 6。 我 相 信 為 了 饒 恕 我
迄今的一切罪孽，祂死在十字架
上，灑下了祂寶貴的鮮血 7。我相

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裡
復 活 8， 此 刻 祂 作 為 神 ， 聆 聽 著
我 的 懺 悔 和 本 次 祈 禱 9。 我 敞 開
心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
的心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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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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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聖經上說，您
不會拒絕任何人，而那也包括
我 13 。因此，我知道您已經聽見
了我的祈禱，我知道您已經答
覆了我，我知道我已經被拯救
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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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我
的感激之情15。

4 約伯記1:6-12、撒迦利亞3:1-2、馬太福音4:1-11、13:36-39、25:41、路加福音10:18、22:3、31-32、約翰福音8:44、歌林多後書11:13-15、以弗所書4:27、6:11、
雅各書4:7、彼得前書5:8、約翰一書3:8、啟示錄2:12-13、12:9、20:1-3、10 5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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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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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10 歌林多前書3:16、啟
示錄3: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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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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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6:35、37-40、羅馬書10:13 14 希伯來書1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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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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阿拉摩的所有資料都是免費的，但不出售。若任何人試圖向您出售該資料，請電 (對方付費) (479) 782-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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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6月版權。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版權所有。® 2012年6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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