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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純潔的心
和

一個清白的良知
托尼•阿拉摩著
提摩太前書1:5節說：「現
在這上帝的命令［上帝工作之根
本〕目的是要激發愛；這愛是從
一顆純潔的心、一個清白的良知
和純真的［不虛僞的〕信仰所產
生的。」
為了正確運用我們的精神，
我們必須有愛（也就是說遵從上
帝 的 誡 命 1） 、 一 顆 純 潔 的 心 、
一個清白的良知以及不虛偽的信
仰。如果缺乏這些，我們將無法
按照基督的指示運用我們的精
神。再強調一次，這就意味著：
要想正確運用我們的精神，我們
就必須讓主在我們心中，用祂的
精神來引導和指正我們身體的每
一部分、我們的整個心靈。
提摩太前書1:19節說，「要持
守信仰和清白的良知。有些人不
聼從［遠離〕自己的良知，因此
他們的信仰觸了礁。」不持守清

白的良知會使我們毫無用處，就
像一艘觸礁的破船。
羅馬書8:16節說：「上帝的靈
和我們的靈一同證實我們是上帝
的兒女。」羅馬書9:1節說：「 我
說真實的話；我屬於基督，我不
撒謊。我的良心在聖靈的光照下
也證實我沒有撒謊。」提摩太前
書3:9節說：「應該以清白的良知
持守信仰的奧祕。」而提摩太後
書1:3節開始就說：「我感謝上
帝，我的先人和我一樣用清白的
良心侍奉上帝。」如果我們因為
做過或正在做錯事而受良心的譴
責，我們就不能有順從基督的心
靈。我們的心靈會失去活力，不
能侍奉上帝2。
在《韋氏英文辭典》中「純
潔」（pure）一詞的意思是「不
混雜」（unmixed）。如果我們有
一個純潔的良知，我們會一心侍

阿拉摩牧師

奉上帝而絕不為自己、或為魔鬼
（ 撒旦）工作 3。我們純粹是為上
帝和僅僅與上帝一起工作，絕不
與其他任何東西混雜在一起。
要讓我們的心靈去侍奉上
帝，我們需要一個清白的而且純
潔 的 良 知 4。 讓 我 舉 例 說 明 一 個
清白的良知和純潔的良知之間的
區別。如果我們在上帝或旁人面
前做了錯事，良知將會譴責我們
犯下的邪惡。為了淨化我們的良
知，我們要通過信仰懇求基督用
祂在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所流的
血洗滌我們的邪惡罪孽 5。這就是
一個清白的良知。但是，這仍然
可能還不是純潔的良知或純潔的
心──也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完全
一心地去侍奉上帝。我們所尋求
的東西可能是好的，沒有什麽罪
過的，但那可能是上帝以外的某
(轉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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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東西。這種混雜表明我們還沒
有做到用一顆純潔的心去尋求上
帝以及/或者僅僅侍奉上帝。
箴言21:2節說：「一個人往往
以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對
的，但主會審察他的動機［來看
看這個動機是出自一顆純潔的還
僅是清白的心〕。」箴言12:15節
指出：「愚妄者自以為是；明達者
聽從規勸。」如果我們的心不純
潔、不單一，我們的良知就不是
純潔、單一的。耶穌明確地在馬可
福音8:34-35中說：「如果有人要跟
從我，就得捨棄自己［捨棄他自己
想要過的生活〕，背起他的十字架
［ 自我節制〕來跟從我。因為那
想救自己生命的［繼續過自己想要
過的生活〕，反要喪失生命［ 在
天堂的永生〕；那為我和福音喪失
生命的［捨棄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來使眾人獲得基督的拯救〕，反要
得到生命［在天堂的永生〕。」耶
穌從未言不由衷。當祂說「來跟從
我」時，祂就是要你跟祂走，沒有
間歇 6。耶穌侍奉上帝，甚至從來
沒有爲了娛樂、休閒、運動或其他
任何東西而間歇：祂喂飽了五千多
個男人、婦女和兒童；接著立即趕
到山上去祈禱；然後下去到加利利
湖，當祂與祂的門徒在湖上泛舟時
風雨交加，祂命令風雨平息，風雨
聽從了；祂從一個城鎮去到另一個
城鎮醫治所有的病人；祂把兩千個
魔鬼從一個叫「大群」的人身上驅
趕出去，命令它們上豬身；祂治癒
了患麻風的、失明的、耳聾的、跛
腳的；祂使死人復活；祂還向大家
宣講天國7。
馬太福音11:2-6節指出：「 施

智利
（譯自西班牙文）

我們向你們致以親切的
問候，我們祈求上帝祝福阿
拉摩牧師和教會。阿拉摩牧
師總是在我們的禱告中。我
伊立亞斯‧曼斯拉‧桑切玆在智利佩脫芒特
們感謝上帝因為阿拉摩牧師 城散發西班牙文的阿拉摩世界通訊
確保我們有足夠的福音文獻
去分發給大眾；這些聖經學習資料對我們的靈魂成長有不可分割的貢
獻。
我們要告訴你們，我們非常感謝並高興地看到、讀到、學習到你
們送給我們的所有東西。在智利和佩脫芒特城，我們的教會努力地分
發你們送來的資料。我們免費分發，不收一分錢。我們只是要求人們
接受這些福音資料。這樣，他們才能知道上帝仍然在行使奇蹟，而且
對祂來説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祝你們聖誕快樂，希望你們有一個興
旺的新年，並祝願你們的計劃和項目得以實現。
請你們務必繼續給我們寄來更多的基督教資料：聖經、聖經研習
書籍、福音文獻等任何你們有的材料。
你們真誠的基督教弟兄，
伊立亞斯·曼斯拉·桑切玆
智利，佩脫芒特城

洗者約翰在監獄裡聽說了關於
基督的事蹟，就派他的兩個門徒
去見耶穌，問祂：『你就是約翰
所說的將要來臨的那一位［救世
主〕，還是我們還得等待別人
呢？』耶穌回答：『你們回去，
把你們所聽到、所看到的這些，
報告約翰吧：失明的看見、跛腳
的行走、痲瘋的被治癒、耳聾的
聽見、死人復活、窮人聽到福
音。那些能接受我的言行的人將
會得到上帝的祝福。』」
聖經清楚地表明，耶穌總是
在為遵從祂在天的父親上帝的意
願而忙碌。現在，祂召喚你來跟
從祂 8。但很多自稱為基督徒的人
在做什麼？他們很久才勉強去一
次教會。有一些人除了復活節或
聖誕節以外，從來不去教會；大
多數人根本不去教會。去教會的

人們在生活中多半並不遵從上帝
的意願。政治家去教會是一種掩
飾，好讓他們看起來似乎是十分
虔诚的基督徒。這類生活方式是
不能造就一個清白的或純潔的良
知的。很多人每禮拜去教會一兩
個小時，但他們並不是去追隨耶
穌和事奉上帝。「事奉上帝」是
要 我 們 去 研 習 上 帝 的 聖 言 9（ 聖
經）、不停地祈禱 10、見證 11（ 告
訴別人自己與基督的經歷以及祂
是如何的拯救了自己靈魂）和去
教會。去教會應當像希伯來書
10:25節所說的那樣：「你們不
可停止聚會［去教會〕，好像那
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 去教會〕；既看見［知道〕那
日子［主的日子〕臨近，就更當
如此。」
約翰福音6:53節敍述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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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我鄭重地告訴你們，如
果你們不吃人子［基督〕的肉
［ 總是像基督一樣遵從上帝的意
願〕和喝祂的血［如果我們無意
間犯下罪孽，懇求基督用祂所流
的血洗滌我們的罪孽〕，你們就
沒有真正的生命。誰要是吃我的
肉［ 換言之，遵從祂的精神——
生命之河〕並喝我的血［ 這讓
我們的靈魂純潔——沒有任何罪
孽〕 ，就有永恆的生命；在末
日我要使他復活。……那吃我的
肉和喝我的血的人，遵從我的意
願，而我也在他生命裡」（ 約
翰福音6:53-54 、56）。如果要遵
從基督的意願，讓祂在我們的生
命裡，跟隨祂，做祂的工作，除
非祂以聖靈之式深深地存在于我
們的心靈之中，而我們的靈魂也
與聖靈結合為一體，否則是不可
能實現的。「永生的父親差遣了
我，我也因祂［聖靈〕而活。
同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
活。」（約翰福音6:57）。
約翰福音4:23-24說：「可是
時刻將到，現在就是了，那些真
正敬拜［按照主的意願事奉主〕
天父的人們，要用心靈［只有那
些心靈與聖靈結合為一體的人們
才能做天父的工作〕和真理［耶
穌說，「我就是真理」；祂也是
上帝的聖言12〕敬拜。這樣的敬拜
就是天父所要的。上帝是聖靈，
敬拜祂的人必須以心靈和真理敬
拜。」除非一個人真正完全生活
在聖靈裡，否則事奉上帝是不可
能的。這意味著不能過奢侈的生
活，不能一半活在主裡，而另一
12 約翰福音1:1-3、10-14、14:6、約翰一書1:1-3、啟示錄
19:11-13

網上阿拉摩基督教會
www.alamoministries.com

半却活在娛樂、度假、或以任
何充滿罪孽的方式生存。一個
從心靈上和行動上追隨基督的
人需要過自律的生活 13 ；過著
與此相反的生活的人們不過是
在自欺而已。當他們站在上帝
面前面對自己的最終審判時，
他們會意識到自己有多麼的自
欺欺人，但是那時已經為時太
晚了。世界已經被僞宗教引至
一條非常糟糕的道路；人們不
應該跟從那些宗教，而應該僅
僅追隨英文版英王《欽定本》
聖經（或中文版《和合本》聖
經和《現代中文譯本》或《現
中修訂版》）。
耶穌在馬可福音8:35節中
對我們說：「因為那想救自己
生命的，反要喪失生命；那為
我和福音喪失生命的，反要
得到生命。」是什麽意思呢？
你們只有抛棄原來的、罪孽
的生活，才可能得到上帝永
恒的生命；才能接受這個事
實：「上主──你們的上帝是萬
神之神，萬主之主。祂是偉大、
全能、該受敬畏的上帝。」（申
命記10:17 ）。我們必須如此的敬
畏主，以至於可以抛棄罪孽的生
活；這樣我們才不會對審判日有
所畏懼；而且也不需要擔心我們
的敵人。申命記7:21節告訴我們：
「你們不要怕這些人，因為主
──你們的上帝與你們同在。祂
是偉大、該受敬畏的上帝。」中
文版本的聖經使用「敬畏的」，
而英文版英王《欽定本》聖經用
「terrible」（畏懼）來形容上帝。
根據《韋氏英文詞典》，這個字
的含義是「causing terror［引起極
度恐懼〕；dreadful［可怕的〕；
extreme［極端〕；intense［強大
的〕。」是的，上帝是強大的14。

烏干達
阿拉摩牧師：
我喜愛閲讀您的通訊報。它
們是對我的祝福。兄弟，您對基
督的信仰激勵著我；不管為了福
音經歷了多少苦難，您仍然不放
棄傳播上帝的話。我喜愛您的教
誨和您嚴謹的言語。您告訴人們
要悔改，如果他們不這樣做就將
進入火湖。我喜歡這樣直接了當
的勸導。自從我2006年得到拯救
以來，您就是那個讓我的信仰不
斷強大的人。兄弟，每當我得到
您的一件福音文獻時，我都得到
祝福。我們的珍寶在天國。請繼
續吧，阿門。我是如此熱愛您，
托尼牧師。願上帝繼續保佑您，
我相信祂會的。阿門。
紐瓦哈·奧斯卡
烏干達，穆巴拉拉
祂字字珠璣，即使那些邪惡的、
不道德的人另有說詞。
如果你們不專心致志地做
事，完成強大的上帝讓你們在進
天堂之前必須做完的事情，你們
就會心懷畏懼地意識到，你們最
終將會在火湖裡大喊大叫地度過
永恒。上帝沒有開玩笑，祂根本
是不開玩笑的15。對主的敬畏會讓
你們拋棄以前罪孽的生活16。
如果不事奉上帝，我們的生
命存在還有什麽意義？這些日子
是最後的時期，我們在迅速地向
整個世界結束的終極接近17！「敵
對基督」就在此時此地 18 ；就是
大同世界教會——邪教。它的總
部設在意大利的羅馬，那坐在七
座山上的城市（啟示錄17:3-9）。
(轉第4頁)

13 路加福音9:23-25、14:26-27、33、羅馬書6:1-14、7:4-6、12:1-2、歌林多後書4:8-11、加拉太書2:20、5:16-26、腓利比
書3:7-16、歌羅西書3:1-17、提摩太後書1:8-10、2:4、提多書2:12-14、彼得前書4:1-2、約翰一書2:15-17 14 創世紀6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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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4:27-28、以西結書24:14、但以理書4:35 16 出埃及記20:20、申命記5:29、約伯記28:28、箴言3:7、16:6、耶利米
書32:39-40 17 約珥書2:30-31、馬太福音24:3-51、路加福音21:7-36、使徒行傳2:17-20、帖撒羅尼迦後書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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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約翰一書2:18-20 18 約翰一書2:18-19、22、4:1-3、約翰二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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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控制著這個大同世界教會和
大同世界政府。這被《聖經》稱
為的「獸類」，即是我們所謂的
大同世界政府、新世界秩序（聯
合國），在撒旦精神的控制下，
佔據了世界每一個角落。撒旦迷
惑著全世界 19。啟示錄12:9節說：
「 那條大戾龍被摔下［天堂〕
來；牠就是那條古蛇，名叫魔鬼
或撒旦，是迷惑全人類的。」這
正在發生，你們沒有看到嗎？在
公立學校，甚至連孩子都被引入
歪門邪道；小男孩小女孩們跳著
性感的舞蹈，自以为很明智。他
們得到免費的避孕藥和避孕套。
他們被灌輸的教育認爲同性戀是
另一種性取向20，所有其他的變態
性行為現今也幾乎都可以被接受
了（馬、狗、雞、鴨，幾乎整個
穀倉大院裡的動物）21。在審判日
那天他們要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審
判；那些玷污他們自己的所作所
爲會被一一回放，然後他們要被
扔到黑暗之中、跌進恐怖的火湖
裡22。我絕不願意靠近這些變態。
像一道閃電般，上帝將他們逐入
地獄――那個沒人真正願去度永
恆的地方。那時他們就不再會認
為自己那變態的生活方式有多麼
酷、多麼摩登、多麼時尚了。你
或許還沒有注意到，所有的和平
與平安都遠離了地球（啟示錄
6:4 ）。耶穌說世界的狀況會變得
越来越糟 23 。啓示錄（又名天啓
19 創世紀3:1-19、馬太福音24:11-12、24、約翰福音8:44 、
歌林多後書4:3-4、11:13-15、帖撒羅尼迦後書2:3-12、約翰
一書4:1、啟示錄13:11-14、16:13-14、20:7-15 20 創世紀
19:1-13、24-25、利未記18:22、20:13、申命記22:5、23:1718、士師記19:22-28、列王記上14:24、15:11-12、以西結書
16:49-50、羅馬書1:18-32、歌林多前書6:9-10、提摩太前書
1:9-10、提摩太後書3:1-5、猶大書7 21 出埃及記22:19、
利未記18:23-30、20:15-16、申命記27:21 22 詩篇9:17、以
賽亞書5:11-15、66:24、馬太福音7:13、8:12、10:28、13:3642、47-50、18:6-9、22:8-13、24:44-51、25:31-46、路加福
音3:17、13:24-28、16:19-31、帖撒羅尼迦後書1:6-9、希
伯來書6:4-8、彼得後書2:1-9、猶大書5-7、啟示錄20:1115、21:8 23 耶利米書30:7、但以理書12:1-4、馬太福音
24:6-8、路加福音21:25-33、帖撒羅尼迦前書5:2-3、提摩太
後書3:13

錄）第6章中提到四騎士（被稱為
「天啓四騎士」）。第二個騎士
的馬匹是紅色的，聖經說它的騎
士將被給予巨大的權力：「 權柄
賜給他，他坐在上面把和平［ 和
平安〕從地球拿走。」當聖靈指
出和平［和平安〕將被從地球上
拿走時，祂並沒有說「一點和平
［ 和平安〕」，祂說的「和平
［ 和平安〕」，意思是「所有的
和平［和平安〕」。
從前你上電影院時，可以放
鬆安然地看一場電影。但是今
天，你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端著機
關槍從緊急出口沖進來殺人；受
害者可能是你、你的一個朋友或
是你關愛的人；最近在美國蝙蝠
俠公演時一個電影院裡就發生了
類似的事件。或許在開車去某地
時，另一輛車上的槍手向你開
槍，或有恐怖份子將手榴彈扔進
車窗。我聽說有些人如此地惡
劣：他們會在你晚上睡覺時往房
子上倒汽油，再點火焚燒；還有
人夾著裝滿放射性爆炸物公文包
在城市周圍（也許就在你家鄉）
遊蕩。再有就是我們都知道的、

可以把整個城市摧毀的炸彈、化
學武器和細菌武器。或許有人看
到你在餐廳吃飯，不知道為什麼
你有錢吃飯而自己卻沒有，於是
認爲應該給你一個教訓，於是拿
著槍走進來有條不紊地從這桌到
那桌向每一個人開槍。這就發生
在美國某個城市弗爾斯自助餐館
（Furr's Cafeteria）。你肯定從報
紙上看到過類似的事件發生在許
多快餐店和商店；母親殺害自己
的孩子；父親殺害自己的孩子；
妻子殺死正在睡眠中的丈夫；丈
夫殺害自己的妻子。我敢肯定你
能夠看到世界上已經不再有任何
和平了。我們不可能過平安的日
子，因為政府會不斷地煩擾我
們，包括國稅局製造的冤屈以及
其他無數的事例。今日享有平安
的，只有我們這些得基督拯救
的、心靈與祂合而為一的；祂就
是生命之河24。
耶穌說：「我不會撇下你們
［讓你們無依無靠〕；我會再回
到你們這裡［以聖靈的形式來到
世上〕來。過些時候，世人［世
上邪惡的人〕再也看不見我；但

24 詩篇4:8、29:11、37:11、37、119:165、以賽亞書26:3、12、57:21、約翰福音14:27、16:33、羅馬書8:6、腓利比書4:6-7、
帖撒羅尼迦後書3:16

印度

親愛的阿拉摩牧師：
謝謝您給我寄來這些給孤兒們的禮物。我們于12月25日在一次
聖誕節目中分發了這些禮物。
我們在這裡舉行了青年會議。這個月有十五名印度教教徒皈依
了基督。我們非常自豪。我要寄上一些青年會議和受洗的照片。請
查收。您的基督教弟兄，
索曼·拉胡·克拉
印度，安德拉·普拉德石城

戴維·拉胡弟兄，索曼·拉胡·克
拉的父親，為眾新基督教徒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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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們［將〕會看見我，而且因
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那一
天來到的時候，你們就會知道我
在我父親的生命裡；而你們在我
的生命裡，像我在你們的生命裡
一樣。凡接受我命令並且遵守
的，就是愛我的人。愛我的，我
父親必定愛他；我也愛他，並且
向他顯明我自己。猶大（不是加
略人猶大［那個背叛耶穌的猶
大〕）問：『主啊，為甚麼只
向我們顯明，而不向世人顯明
呢？ 』耶穌回答：『愛我的人
都會遵守我的話。我父親必定愛
他，而且我父親和我要到他那裡
去，與他同在。不愛我的人就不
遵守我的話。你們所聽到的話不
是出於我，而是出於那差遣我來
的父親。我還與你們同在的時

候，已經把這些話告訴你們了。
但是那慰助者，就是父親因著我
的名要差來的聖靈，會把一切的
事指示你們，並且使你們記起我
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我留下平
安給你們［只給基督徒〕，我把
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給你們
的，跟世人所給的不同。你們心
裡不要愁煩，也不要害怕。』」
（ 約翰福音14:18-27）。基督徒不
需要害怕，因為我們如果死了或
被殺死了，我們都會得拯救。我
們在天國，我們和基督同在天國
中 25 。基督已經讓我們從精神上
復活，「已經使我們在基督耶穌
的生命裡跟基督一同［從精神死
亡中〕復活，一同在天上掌權」
（ 以弗所書2:6）。因此，我們已
經在天國了。

因爲看到聖經上關於在時間
終結點前將要發生的眾多事件的
預言應驗，我們這些得到拯救的
基督徒感到欣慰；那是因為我們
知道當我們的肉身死去之時26，我
們將在天堂與基督永遠地合併，
祂擁有永恆的生命，也是生命之
源泉27。我們要持續不斷試圖說服
世上所有的人去放棄自己毫無價
值、罪孽深重以及可恥的生活；
如果他們這麼做了，他們會有一
個幸福的生活，並且知道即便是
他們突然死了，他們將永遠在天
國中過上非常有福的、充裕的生
活。在天國裡人們將永遠年輕和
美麗，不再有死亡，沒有疾病，
沒有痛苦，沒有魔鬼，沒有任何
損失，沒有貧窮，沒有賬單，不
(轉第7頁)

25 馬可福音8:35、約翰福音12:25-26、羅馬書6:22-23、以弗所書1:3、腓利比書1:20-24、啟示錄6:9-11、7:13-17、20:4 26 撒母耳記下14:14、歷代志上29:15、約伯記14:1-2、詩篇39:46 、89:48、90:3-10、103:14-16、以賽亞書2:22、雅各書4:13-15 27 馬可福音10:29-30、約翰福音3:14-17、4:7-14、10:27-28、12:24-25、17:2-3、帖撒羅尼迦前書4:14-17、啟示錄21:1-7

利比里亞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謝謝您告诉我們您寄來了包
裹，我們今天會查收它。阿拉摩牧
師，我們剛剛讀了關於您的法庭案
例的材料。我們爲您進行了三天禁
食和祈禱，主題是：「將您的敵人
告上法院。」您是知道發生了甚麼
的，當先知以利亞把邪惡的亞哈王
帶到上帝的法庭時，亞哈死了。上
在聖經研習后，亞伯拉罕·薩尼牧師和他
帝的判決很快就會降臨到您的敵人
的一些成員拿著世界通訊報站在一起
頭上。
阿拉摩牧師，您能不戰而勝
利。讀讀約書亞記6:1和16節。耶利哥城，在約書亞
出生前的幾千年就建好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在一些地段，它的城牆有二十五英尺高、二十英
尺厚。在約書亞記6:2和5節中，在攻城前上帝就告訴約
書亞耶利哥城已經送到他的手中，那些敵人已經被擊
敗了！當約書亞開戰時必定是多麼地充滿了信心！基
督徒們也在與已經潰敗的敵人作戰。我們的敵人——
撒旦已經被基督擊敗了（羅馬書8:37、希伯來書2:14亞伯拉罕·薩尼牧師
15 、約翰壹書3:8）。
向利比里亞街頭小販
您奉耶穌之名，將戰勝這個與基督敵對的政府。
分發世界通訊報
亞伯拉罕·薩尼牧師
利比里亞，蒙羅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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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
親愛的阿拉摩牧師：
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美妙之名我問候您。
感謝您的第二個文獻
包裹。我已經收到了，並
且作為教會，我們已決定
把這些阿拉摩文獻在這個
有超過六十萬人口的城市
裡散發。我們散發的文獻
感動、啟發並且改變了許
多人的生活。
我們感謝上帝，讓我
們能與您一同在这个世界
上散佈福音，人們因此能
夠認識基督並接受拯救。
能與您互通往來我們感到
自豪和榮幸。請給我們更
多的文獻和更多的聖經，
因爲我們需要它們。
上帝祝福您。
您的基督教弟兄,
達爾馬斯·穆諾克牧師
肯尼亞，邦戈馬城

夏林娜 · 布魯克斯的見證
四十三年前我接受耶穌基督是
我的救世主。我叫夏林娜·布魯克
斯，在華盛頓特區出生。當全能的
神治愈了我媽媽，我初次認識到上
帝的存在。媽媽被傳染上病毒，癱
瘓了。醫生對她無能為力。她唯一
的希望是神。她獲得了神蹟並且痊
癒了。媽媽現在已經九十三歲，沒
有癱瘓。我有一個朋友才四歲卻死
了，這是我對神感到好奇的開始。
媽媽帶妹妹雪莉和我一起到
她去的每一個不同教派的基督教教
會。我爸爸不去教會。我聽教會
裡的人們談論著感受神的聖靈的存
在，但我從來感覺不到。他們從來
沒告訴我是為什麽。我也從未在我
去過的任何教會里見過罪孽者向上
帝禱告懺悔之後被拯救。我父母
給了我一本聖經。在兒童聖經研讀
班，我閲讀聖經故事和看聖經裡的
圖片。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張圖片上
的場景：一條條的毒蛇撕咬犯了罪
孽的眾希伯來人。這確實在我的心
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1969年從霍華德大學畢業。
那時我幾乎是連續不斷地吸食大
麻，甚至工作時也吸大麻。1970年
的秋天，有人請我到一間學校教小
孩。我最好的朋友去洛杉磯度假，
她和我一樣也迷戀上了吸食大麻和
其它毒品。她寫信給我寄來足夠買
一張去洛杉磯機票的錢。她希望我
去陪她。1970年夏天我飛到了洛杉
磯。
我決定要改變一下生活。我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找到一份工
作。我從來沒想到，是上帝在安排
了這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在我得
到拯救之前這段時期，我差點被殺
死。那時我從來沒有惦記過上帝；
但是，上帝卻惦念著我們——卡羅
琳和我。
1970年9月13日，卡羅琳和我
去好萊塢玩。那是一個星期天。卡

羅琳帶了很多大麻，我們抽了不
少，最後連捲菸紙都用完了。她
說她的手袋裡還有。我翻了她的手
袋，看到裡面有一張像捲菸紙的小
紙，就拉了出來。那是一張托尼
和蘇珊·阿拉摩基督教會的福音傳
單。我讀了它。它說：「耶穌將會
再降臨地球。停止犯罪孽！否則下
地獄去吧。」它還說每天晚上八時
和星期日的下午三點及晚上八點都
有基督教禮拜，給出了地址。
我問卡羅琳：「這是什
麼？」她說是一個嬉皮士給她的。
她覺得那裡是一家咖啡館，嬉皮
士們在那裡講耶穌和抽大麻。這聽
起來不錯，所以我們就去找那個
地方，居然找到了。我下了車，
順著人行道走了過去。在建築物
前的院子裡我看見一個路標，上面
寫著「 托尼和蘇珊·阿拉摩基督教
會」。我想，「哦，不對，這是一
間教堂，我不想去教堂！」就在我
轉身要走的時候，門開了，一位女
士走了出來，邀請我們進去。她說
她的兩個女兒很喜歡這個教會。因
此出於尊重，我們走了進去，但是
我們打算盡快離開。
感謝神！這沒有發生。房間内
擺著很多椅子，一個看起來像嬉皮
士的年輕男子請我們坐下。各族裔
的年青人開始進來：黑人、白人、
印度人、西班牙人、猶太人、加拿
大人、歐洲人和亞洲人。他們來自
世界各地。托尼·阿拉摩牧師開始
了基督教禮拜儀式。樂隊奏起的福
音音樂，比我以前聽到過的都要美
妙動聽。樂隊邊彈奏，眾人們邊高
興地隨著音樂唱起福音歌。他們一
定擁有極其美好的東西而能讓他們
如此之高興。
然後，一個接一個地，每一
個人告訴大家基督是如何改變了他
們的生活並且拯救了他們的靈魂。
他們的罪孽被基督的血洗淨，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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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了他們不再犯罪孽的力量。我
以前去過的任何教會都沒有人這麽
說。我想要得到他們所獲得的。
當罪孽者受邀請一同祈禱時，
一個名叫芭芭拉的日本少女邀請我
一同禱告去得拯救，在神的聖靈裡
獲得再生。我連忙說「不」，因
為我知道我罪孽深重。我知道離開
那間教會以後我會繼續過罪孽的生
活。我可不想做一名虛假的基督
徒。神啟發她對我說了我需要聽到
的話語。她說：「你正在爲了什麽
而出賣自己的靈魂？」我立刻想起
了在大學裡曾經讀過的有關一個名
叫浮士德的人的書，他把自己的靈
魂出賣給了魔鬼。正是害怕那種事
情會發生在我身上，我接受她的祈
禱邀請。
阿拉摩牧師和我們一起跪了
下來，我們一同祈禱。他說：「這
樣向上帝禱告。」他開始做贖罪的
禱告，我只是盯著他。我是那麼冷
酷，我不信任任何人。可我看到他
比我更真誠地在祈禱，所以我閉上
了眼睛開始祈禱。我感到耶穌基
督的光芒進入我心靈裡面。我得救
了，再生了，煥然一新了。我的罪
過被洗涮掉。感謝您，耶穌。
我希望當你讀了上帝是如何改
變我的生活並且拯救我之後，你會
真心地跟著在本通訊結束時的祈禱
文禱告，並得到拯救，而你也將會
在上帝的聖靈裡得到再生。
讚美神！
夏林娜·布魯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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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世俗政府的補貼，沒有犯
罪，沒有任何骯髒的東西，不再
有邪惡的企圖28。
如果天國值得你抛棄掉物質
的、罪孽的、毫無價值的生命
（ 事實正是如此），那麼就向上
帝承認自己的罪孽、請求寬恕。
並獲得拯救吧。
天國裡每個人都是完美的！
那些有殘障或者任何其他缺陷
的，在天國中將不會有同樣的問
題，因為你的身體會變得至善至
美；那是因為你願意為了獲得上
帝的生命放棄一切，而且你願意
放棄一切去幫助他人以獲得上帝
的生命。當我聽到上帝的聲音之
後，我放棄了我那物質的、罪孽
的、毫無價值的生命；上帝終止
了我的聽力，而祂的聲音震蕩著
我生命的每一根纖維。這曾發生
在加尼利亞州比佛利山的一家律
師事務所裡，當時我在推銷一個
年青人以促進他的歌唱生涯，我
清清楚楚地聽到了上帝的聲音。
我绝对没有弄錯是誰在與我說
話。開始時我還不願意告訴律師
事務所裡的人上帝要我對他們說
的東西。為了讓我知道祂的確要
讓我遵從祂的意願，上帝開始從
我的身體中拽出我的靈魂。我立
刻把主要我講的話告訴了辦公室
裡所有的人。上帝向我顯示了天
堂與地獄的景象。還有一次我甚
至睜著眼就看到了耶穌。我看到
許多異象、神跡和奇事。所有這
些都導致我放棄我以前罪孽的徒
勞生活，我從來沒後悔。
自從我獲得拯救以來，我經
歷過許多考驗和磨難；你們作
為基督徒也會要經歷這些，或
許你們已經有過類似的經歷了。
28 約伯記3:17-20、詩篇17:15、以賽亞書64:4、馬太福音
5:10-12、6:19-21、路加福音6:20-26、約翰福音14:2-4、歌
林多前書2:9、啟示錄7:13-17、21:1-5、9-27、22:1-5

耶穌在約翰福音15:17-27告訴過我
們這些事：「你們要彼此相愛；
這就是我給你們的命令。如果世
人憎恨你們，你們該曉得，他們
已先憎恨了我。如果你們屬於這
世界，世人就一定會愛你們［因
為世人會喜愛自己的同類〕 。
可是，我從這世界中把你們揀
選了出來，你們不屬於它；因此
世人憎恨你們。你們要記住我對
你們說過的話：『奴僕不能大於
主人。』如果他們迫害過我，他
們也會迫害你們；如果他們遵從
我的話，他們也會遵從你們的
話。為了我的緣故，他們要對你
們做這一切事，因為他們不認識
差遣我來的那位［上帝〕。我若
沒有來向他們講解過［甚麼是罪
孽〕 ，他們就不會為自己的罪孽

負責；如今，他們的罪孽是無可
推諉的了。憎恨我的，也憎恨我
的父親。如果我沒有在他們當中
做了那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他
們就沒有罪孽。事實上，他們已
經看到我所做的，卻還憎恨我，
也憎恨我的父親。但是，這無非
要應驗［聖經上〕所寫的：『他
們無緣無故地憎恨我！』但是，
那出自父親的慰助者要來；祂就
是真理的聖靈。我從父親那裡差
祂來的時候，祂要為我作見證。
同樣，你們也要為我作見證，因
為你們從開始就跟我在一起。」
耶穌通過我已故的妻子蘇西和
我本人開創了媒體所稱的「耶穌運
動」，那是60年代中期的事。1982
年4月8日蘇西去世，這是我一生中
(轉第8頁)

馬達加斯加
（譯自法文）

托尼·阿拉摩牧師：
在這新年之際，我祝您有個
美好的2013年。同時祝您和您的教
會成員幸福和成功——你們一直為
向全世界傳播福音而工作。主和救
世主耶穌基督把我們聯合起來（約
翰福音17:21-23）。我很榮幸能給
您寫信，來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好消
息，並且告知您我想加入您的教會
的意願。
我住在馬達加斯加。最近兩
個星期，我一直在您出版的刊物和
互聯網站上閱讀一些福音信息：
《羅馬教皇的秘密》、《撒旦的深
奧之處》、《是否在基督裡》 、
《鼓勵》、《獲得拯救的五個步
驟》、《第一件事》（The First
Thing） 以及《即刻準備》（Get
Ready Soon） 。能夠閱讀到這些傳
遞著來自聖靈的強力信息的文獻，
我很高興並感到很振奮。我還跟著
通訊上最後面的悔改禱文祈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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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了拯救。這很大程度上改變了
我的生活。我已開始讀聖經。我已
經知道主耶穌基督已經拯救了我，
並原諒了我的罪孽。那些我還沒有
讀過的、您的眾多出版物，我現在
還在繼續研讀。我已經學習的資料
讓我對聖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同
時還讓我知曉時事。非常感謝您，
親愛的牧師。
最後，我想請求您給我三本
英文聖經、三本《彌賽亞》和三件
T恤衫，寄到上述地址；這樣我就
可以與我的同事和家人分享我的喜
悅、信息和上帝的話（聖經），讓
他們也能通過基督獲得拯救，受益
於上帝的聖言。
應當稱頌的是上帝和我主耶穌
基督之父。
蘭錐亞娜麗·法納斯納·安錐亞米拉
索
馬達加斯加，安塔納納力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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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的最難過的事。我不知道該
如何描述我對她的思念。
我真高興上帝和祂的兒子耶穌
從燃燒的地獄和火湖中拯救了我的
靈魂。你為什麼不讓主也帶給你這
莫大的幸福呢？你今生今世甚至永
遠都絕不會後悔的。現在，這樣祈
禱來開始你的基督生活：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
個 罪 惡 的 靈 魂 29。 我 相 信 耶 穌
基 督 是 神 的 兒 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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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我 相 信 神 用 聖 靈 的
力 量 使 耶 穌 從 死 裡 復 活 32， 此
刻祂作為神，聆聽著我的懺悔
和 本 次 祈 禱 33。 我 敞 開 心 扉 ，
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心
中 34。 用 您 在 位 於 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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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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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聖經上
說，您不會拒絕任何人，而那也
包括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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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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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你們現在得救了，要全心、
全性、全意、全力地去侍奉神
（ 馬可福音12:30）40。
奉父神、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和聖靈之名，被完全浸在水中受
洗41。研習英文版英王《欽定本》
聖經（或中文版《和合本》聖經
和《現代中文譯本》或《現中修
訂版》），並遵照它所說的做，
直到有一天你死了42。
然後，遵從耶穌的命令，引
導罪人通過耶穌基督得到拯救。
你可以通過分發阿拉摩牧師的聖
經文獻做到這一點。阿拉摩牧師
的聖經文獻有各種語言的版本，

而且我們可以寄到世界各地。我
們花了數百萬美元來印刷和郵寄
聖經文獻，所以我們需要你們的
祈禱和經濟上的幫助。
如果你希望遵從基督的命
令、讓這個世界獲得拯救，就不
要抓住應該向上帝奉獻的捐款不
放。上帝說，「我問你們：人可
以欺騙上帝嗎？當然不可以！可
是你們欺騙了我。你們問：『 我
們怎樣欺騙你呢？』我說，就是
在該獻的十分之一和祭物上欺
騙了我。詛咒要臨到你們所有的
人，因為全國［和世界〕都在欺
騙我。你們要把十分之一的全數
送到聖殿［ 人們需要捐獻他們收
入的十分之一〕，使聖殿裏有豐
富的食物［精神食粮和被拯救了
的靈魂〕。我是上主──萬軍的
統帥；試試我，你們就會看見我
打開天上的窗戶，把各樣好東西
豐豐富富地傾倒給你們。我不容
昆蟲毀壞你們的農作物，你們的
葡萄樹將結滿葡萄。那時，各國
的人要說你們是幸福的，因為你
們的土地將是可以安居樂業的地
方。」（瑪拉基書3:8-12）。

29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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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 、約翰一書1:7、啟示錄
5: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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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路加福音22:69、使徒
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34 歌林多前書3:16、啟示錄3: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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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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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6:35 、37-40、羅馬書10:13 38 希伯來書11: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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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申命記4:29、6:5、10:12、11:13、13:3-4、26:16、30:6、約書亞記22:5、馬太福音22:37-40、馬可福音12:29-31、路加福音10:27 41 馬太福音28:18-20、約翰福音3:5、使徒
行傳2:38、19:3-5 42 申命記4:29、13:4、26:16、約書亞記1:8、22:5、提摩太後書2:15、3:14-17、雅各書1:22-25、啟示錄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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