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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陸軍和空軍
（守望者）
托尼•阿拉摩著

有人能進出城門。〔這
先知以利沙的僕
是因為他們知道，上帝
人清晨很早起來，看見
與以色列一起，他們也
敘利亞軍隊包圍了他和
知道，上帝要毀滅他
以利沙所在的城市。他
們。〕主對約書亞說：
惊恐万分地问以利沙：
『我已經把耶利哥城連
「『主人！我們該怎麼
同它的王和勇士們都交
辦呢？』〔換言之，我
在你手裡了。每天你要
們如何才能擺脫這個困
率領軍隊繞城一週，連
境，活下去？〕以利沙
牧師托尼和蘇珊·阿拉摩在他們的國際電視節目中
續六天這麼做。〔這
說，『不要怕，我們這
攝於1973年
是要在完全毀滅耶利
邊的力量比他們那邊的
還要多呢。』然後他〔向上帝〕 拿著一把出鞘的劍。約書亞上前 哥的罪人之前，先從心理上擊敗
禱告說，『主啊，求你張開他的 問：『你是幫助我們的，還是幫 他們。〕然後要派七個祭司，各
眼睛，让他看見吧。』上帝聼到 助 敵 人 的 ？ 』 那 人 說 ： 『 都 不 拿著羊角做的號角，走在約櫃前
以利沙的祈求。以利沙的僕人往 是。我現在來是作上帝〔耶穌來 頭。到了第七天，你要率領軍隊
上一看，看見山上佈滿了火焰車 世間化成人形之前的化身〕軍隊 繞城七週，而那七個祭司要吹著
和馬匹。」（列王紀下6:15-17）
的統帥。』約書亞俯伏在地上膜 號角。然後他們要吹一聲長號；
以利沙請求上帝向他的僕人 拜祂，說：『我主啊，我是您的 一 聽 到 長 號 ， 你 們 都 要 大 聲 吶
顯現的武裝隊伍或上帝的軍隊， 僕人。您有甚麽吩咐？』上帝軍 喊，城牆就會倒塌〔主上軍隊的
就是撞塌耶利哥城牆的同一支武 隊 的 統 帥 對 他 說 ： 『 把 你 的 鞋 無形之手使之然〕。那時，全軍
裝隊伍或上帝的軍隊（約書亞記 脫 下 吧 ！ 因 為 你 站 的 地 方 是 聖 要往城裡直衝。』」（約書亞記
6:20）。在耶利哥，約書亞會見上 地。 』約書亞就照著祂的話做 6:1-5）
「約書亞召來祭司們，對
帝軍隊的統帥的情形是這樣的： 了。」（約書亞記5:13-15）
「約書亞快到耶利哥的時候，忽
「耶利哥人緊閉城門，嚴加 他們說：『你們要抬這約櫃，其
然看見一個人站在他面前，手裡 戒備，防止以色列人的侵入。沒
(轉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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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陸軍和空軍
（守望者）
(接第1頁)

中七個人要拿著號角走在約櫃前
頭。』接著，他命令眾人：『 開
始繞著城走。讓軍隊走在上主約
櫃的前面。』隨著約書亞一聲令
下，先鋒部隊走在最前面，吹
著號角的〔猶太〕祭司們紧跟，
再次是抬著約櫃的祭司們，最後
是後衛隊。那七個祭司一路吹著
號角。約書亞又令任何人都不許
吶喊，或發出任何聲響。『除
非是我下指令，所有人不可出
聲。 』 」（約書亞記6:6-10）
「這樣，遵照約書亞的命
令，他們抬著約櫃繞城一週，然
後回營在那裡過夜。第二天，約
書亞一早起來。祭司們抬起約
櫃，由先鋒部隊開路，然後是七
個吹著號角的祭司，再次是抬著
主上約櫃的祭司，最後是後衛
隊。那七個祭司一路吹著號角。
這一天，他們又繞城走了一週，
然後回營。這樣連續六天每天他
們都繞城走一週。」（約書亞記
6:11-14）
「第七天，他們天一亮就
起來，以同樣的方式繞城。只有
這一天，他們繞城七次。就在第
七次繞城祭司們要吹鄉號角的時
候，約書亞命令所有人高聲吶
喊：『主上已經把這城交給你們
了！城裡所有的東西要全部毀
滅，當作祭物獻給主；只有妓女
喇合和她的家人，你們要饒他們
的性命，因為她曾把我們的探子
藏匿起來。你們不可拿必須毀

滅的東西；如果拿了，你們會給
以色列營帶來災禍、滅亡。所有
金銀銅鐵鑄造的東西都必須聖化
歸主上，放進主上的寶庫。』」
（ 約書亞記6:15-19）
「於是，祭司們一吹號，
人們就大聲吶喊，〔在主上軍隊
和主上軍隊統帥的無形之手中〕
城牆隨著倒塌了。全軍往前直衝
佔領了這座城。」（約書亞記
6:20 ）
在以諾書中，偉大先知以諾
預言到了守望者。這些守望者是
上帝的天使，是主的天國軍隊。
他們有時被說成是在這世上上帝
子民的守護天使。
天使有好也有壞。啟示錄
12:4節指出，三分之一的天使是
壞的，同它們的領袖撒旦自己
一起被驅出了天國（路加福音
10:18 ）。但是要記住，三分之
二的天使是好的，仍在侍奉著上
帝。那三分之一的壞天使不僅
壞，而且非常地邪惡。
啟示錄12:3節述説，「天堂
裡出現了另一個異像：一條大紅
龍〔撒旦〕，長著七個頭……」
「七個頭是〔意大利羅馬城的〕
七座山，那女人坐在上面」（ 啟
示錄17:9）。這個女人就是假先
知、偽教會和邪教，是這些「野
獸」的頭領：梵蒂岡、羅馬天主
教、同性戀，以及猥褻兒童的教
會。
啟示錄12:3繼續說這七頭怪
獸長著十個角。這十個角象徵在
撒旦新世界秩序或者統一世界政
府的旗幟下結盟的十個歐洲國家
（最後一個成員國是希臘）。他
們短期内助羅馬的梵蒂岡（聯合

國，新世界秩序）以一臂之力。
「……每一個頭上都戴著王冠
〔 這七個王冠象徵了撒旦的新世
界秩序暫時統治著七大洲，換言
之，即整個世界〕1。」
「它用尾巴捲起天上三分
之一的星辰〔這些星辰就是邪
惡的天使2。啓示錄1:20節說星辰
是天使的象徵〕，〔大戾龍撒旦
把這三分之一邪惡的天使們〕摔
在地球上。它〔大戾龍撒旦〕站
在那快要生產的女人面前。〔她
的王冠上有十二顆星星。這（女
人）是基督的新娘，是新耶路撒
冷，也就是在世的基督軀體，是
真正的以色列，真正的基督徒，
是源於被上帝選中的猶太人，從
來不是天主教徒。現在，上帝已
經向世界各國所有接受基督作爲
他們救世主的人們打開了拯救之
門〕 。」（啟示錄12:4）
啟示錄12:4節說，這個女人
（基督的軀體）準備要生孩子
了，也就是基督。這是時間的回
溯，再現了撒旦通過希律王和他
的軍隊，与以色列為敵，準備在
基督降生之時毀滅祂，下令殺死
所有兩歲及兩歲以下的嬰兒 3 。
因爲基督曾是、現在仍然是萬王
之王、萬主之主、全世界的救世
主。基督拯救全世界所有接受祂
為救世主和統治者的人們，通過
拯救這些靈魂，祂摧毀撒旦的作
爲 4。歌羅西書2:15節説，基督從
撒旦手中拯救了這些靈魂，奪取
了撒旦的權力，這是一個有目共
睹的勝利。
這些是最後的日子，审判日
即将来临 5 。上帝的陸軍无處不
在，天空中遍布上帝的空軍。这

1 但以理書2:40、7:19-25、啟示錄13:2-8、14:8、17章、18:2-24 2 以賽亞書14:12-17、馬太福音25:41、路加福音10:18、彼得後書2:4、猶大書6、啟示錄12:34 、7-9 3 馬太福音2:1-18 4 但以理書7:13-14、提摩太前書6:14-16、希伯來書2:14-15、約翰一書3:8、4:14-15、啟示錄17:14、19:16 5 馬太福音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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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空军就是世界各地數百萬人曾
共睹的不明飛行物。由於世人忽
視上帝的話（聖經），他們認為
這些不明飛行物是來自其他星球
的外星人。但如果知道聖經，我
們就會明白世人是如何受騙的，
因為這些「飛碟」——就是俗稱
的不明飛行物——並非來自其他
星球。它們是「守望者」，是上
帝的天使，在基督再降臨之前觀
測地球。守望者正在為審判日作
準備。
啟示錄16:1節說，「我聽見
從聖殿〔天堂裡〕傳出一個大聲
音〔上帝〕向七個天使說：『你
們去，把那盛滿七碗的上帝的忿
怒倒在地上〔地球〕！』」但以
理書4:13節說，「一個守望的天
使從天上下來」，帶來上帝對傲
慢的尼布甲尼撒王的審判。尼布
甲尼撒王在但以理書4:30節中說
過，「看哪，巴比倫城多麼雄
偉！我用權勢建造這城作為京
都，以顯示我的光榮和威嚴〔而
不是上帝的〕 。」
守望者所執行的上帝對尼布
甲尼撒王的審判是這樣的：「 在
〔傲慢的尼布甲尼撒王〕把話說

完之前，天上就發出聲音說：
『 尼布甲尼撒王，你聽著！你
的王權現在已經被奪走了。你要
被〔這些守望者〕從人群中趕出
去，跟野獸一起生活，像牛一樣
吃草，共七年之久。以後你就會
承認至高的上帝有權掌管人的國
度，有權把國權賜給祂所選擇的
人。』這些話立刻實現了。尼布
甲尼撒王從人群中被趕出去，像
牛一樣吃草，受露水浸濕。他的
頭髮長得像老鷹的羽毛，指甲像
鳥的爪。」（但以理書4:31-33 ）
在耶利米書4:16節中，上帝
告訴耶利米，「他們〔守望者〕
來警告各國，提醒耶路撒冷：有
敵人要從遙遠的地方來。他們要
大聲吶喊，攻打猶大各城鎮。」
人們義憤填膺，反對猶大的城
鎮。那是因為直到這一天，他們
仍然拒絕接受耶穌為他們的彌賽
亞(救世主)。
我相信，世界上幾乎每個
人都對他們目睹了千百萬次的
所謂UFO（不明飛行物）很熟悉
了，但那些并不是不明飛行物。
這些其實是上帝的守望者或上帝
的天使，他們在上帝審判日前的

來自我們的24小時禱告和諮詢熱線
威林密娜·托馬斯牧師（佛羅里達州勞德代爾湖城）收到
了她的包裹。她們的聖經研習組的女士們坐下來閲讀了《上帝
的陸軍和空軍》。她說，她們從那一篇文獻中學到的東西比多
年來她們从所有收音機裡傳教士那裏聼過的還要多（她們已有
相當長的時間沒收聼這些傳教士了）。她們喜歡這些文獻和聆
聽CD錄音。她們說，沒有人能像牧師托尼阿拉摩那樣去解析聖
經。她希望繼續得到CD和文獻資料。她們想讓我們知道她們聚
在一起召開祈禱會，為托尼和教會祈禱。她再次要求我們繼續
給她寄文獻和CD。她還請求教會為她多年嘗試引導到基督身邊
的、三個還不是基督徒的孫輩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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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期間、世界末日、時光終止
的時候觀測地球。在它（地球）
被毀滅之前，上帝出於憐憫讓每
個人看到成百上千的時間終結的
預言和徵兆，以及守望者——上
帝的天使在所謂「飛碟」中觀測
地球的這類奇跡。約珥書預言了
這件事 6 ，使徒彼得在使徒行傳
中也有這樣的預言：「上帝說：
這是我在世界的末期〔審判日到
來前〕所要做的：我要把我的靈
傾注給每一個人。你們的兒女要
宣告我的信息；你們的年輕人要
看見異象；你們的老年人要作奇
異的夢。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
的靈傾注出來，甚至給我的奴僕
和婢女；他們要宣告我的信息。
我要在天上顯神蹟，在地上行奇
事；有血，有火，有濃煙；太陽
要昏暗無光；月亮要變為血；在
主那偉大榮耀的日子來到以前，
這一切都要發生。那時，凡呼求
主名的人必然得救。」（使徒行
傳2:17-21）
守望者——即天國裡的天
使——和我們基督徒（而非天主
教信徒）相關是因爲我們都是上
帝創造的。上帝創造了天使，上
帝也創造了我們。世上有好人，
也有坏人，因為我們當中只有少
數人會遵守上帝的誡命 7 。約翰
一書2:3-4節說：「如果我們遵守
上帝的命令，我們就知道我們認
識祂。若有人說『我認識祂』，
卻不遵守祂的命令，這樣的人是
撒謊的，真理跟他沒有關係。」
有些人吹嘘說他們愛主。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不回
應上帝的意願，反而忽略祂。只
(轉第4頁)
6 約珥書2:28-32 7 馬太福音7:13-14、21-23、路加
福音13:23-30

忱、我們假裝的或虛僞的宗教熱 沙同在。當他這樣做以後，他的
上帝的陸軍和空軍 情、我們對主假惺惺的愛戴、和 僕人看到這些並叫道:「看啊，
我們對主的虛僞事奉。這些都是 山邊佈滿了火焰車和馬匹〔 主
（守望者）
不真實的，因為這些缺乏這個關 的軍隊〕，圍繞著以利沙〔 和
(接第3頁)
接第 頁
鍵元素:上帝，因為上帝沒有與 他的僕人〕。」這正如今天上帝
有當他們激動萬分時他們才說自 他們同在。不論你的心靈之門這 的守望者，也就是上帝王國的軍
己愛主。例如，當他們希望看一 銅牆鐵壁有幾層有多厚，不論它 隊，圍繞著我們基督徒身邊，保
場電影或看一個電視節目、一場 有外門、中門或是內門，所有這 護我們；守望著地球上每一個人
體育賽事或一次音樂盛會，儘管 些門都應該在內在聖靈指使下， 說的和做的每一件事（列王紀下
内心感覺阻止他們前去，但他們 一扇接一扇地向主開放。只有當 6:17 ）。上帝的天國守望者藉由
還是去了。他們知道不應該犯大 我們被主深深感動，我們才會敞 飛 碟 ， 連 同 上 帝 在 地 上 的 守 望
過，但他們對自以为是小事的事 開心靈之門允許祂真正地進入在 者，也就是上帝的陸軍和空軍，
情 卻 並 不 在 乎 。 在 教 堂 裡 祈 禱 我們心中，我們才能結出大量的 正在執行這些9。
時，他們甚至可作見證，說他們 果子（ 上帝通過我們來拯救的
現在正是世上每個人懺悔罪
被主的靈所感動。很多自稱是基 靈魂），正如約翰福音15:2節所 過並且全心、全性、全意、全力
督徒的人都這樣。其實，用這樣 說。然後，我們將會意識到在我 地尋求上帝的最佳時刻，這是第
的方式去愛主是沒用的8。
們所表達的、虛假的熱忱和宗教 一條、也是最重要的戒律 10 。很
某 個 基 督 教 徒 姐 妹 也 许 對 激情中，主沒有與我們同在。樹 快，東方的天空會充滿「人子」
9 歷代志下16:9、撒迦利亞1:7-11、4:10、6:1-7、
主非常熱忱，十個教友兄弟加在 上的果子來自内部的生命。
啟示錄7:1-3 10 申命記4:29、6:5、10:12-13、11:13一起都沒法跟她相比。當她提到
與邪惡天使相關聯的人是邪 14、13:3-4、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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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愛主時，聽衆們會被她感動 惡的人。但是要記住，神
得熱淚盈眶。然而令人難以置信 聖的天使比邪惡的天使更
秘魯
的是，當這樣的姐妹生氣時，沒 多。當被敘利亞軍隊包圍
(翻譯自西班牙文)
有人能阻止她。這種生活是不真 時，以利沙向他的僕人證
上帝保佑您！托尼兄弟和您的教會:
實的生活（因為這不是上帝的生 實了這點。以利沙請求主
我想通知您，爲了上帝的榮耀，
活）。終有一天，這種人類的生 打開他僕人的眼睛，使他
我們現在有了一個新教會。在距蘇拉
那城三小時車程、靠近皮烏拉城，一
活會破碎。我們需要被主真正地 能看到有比敘利亞軍隊更
個叫色楚拉的地方，教會有二十三個
打動，以便清楚地認清我們的熱 加強大的力量與他和以利
成年人和三十三名兒童。我們做了個
8 馬太福音7:21-23、25章
人工作，挨家挨戶去散發您的文獻，
許多人想繼續接受教導。昨天我們團
肯尼亞
聚，許多弟兄來參加了，他們接受了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牧師：
主。我們每週團聚三次。榮耀歸於
以万名之上的權威之名、我們主和救世主耶穌基督之
主。耶穌即將歸來。
名問候您。我很高興向您報告，我們在我們的城市散發您提
安德魯斯·奇若可·斯爾瓦
供的阿拉摩牧師文獻。我們把文獻散發給任何人，不論他是
托尼·阿拉摩教會
否已經得拯救。在上個月就有十五人被拯救並加入教會。此
秘魯蘇拉那城
外，我們已收到您12月21日寄來的包裹。我們感謝您，同時
要求更多的需求量很大的文獻和聖經。上帝保佑您，我們將繼
續祈求上帝介入我們牧師的案子。因為我知道，通過祈禱，勝
利是可能的。
您的教友
網上阿拉摩基督教會
達爾馬斯·穆諾克牧師
肯尼亞，邦戈馬城
www.alamominist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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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徵兆。有多條經文記載
了這個事件。一條是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另一條以賽亞書的
第二章。另外一條是啟示錄第六
章。
馬太福音24:30-51節敍述，
「那時候，人子來臨的徵兆要在
天際出現。地上萬族萬民都要哀
哭；他們要看見人子充滿著能力
和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號角
的聲音要大響，祂要差遣天使
〔 主的軍隊，守望者〕到天涯
海角，從世界的這一頭到世界的
那一頭，召集祂所揀選的子民。
你們從無花果樹身上學到：當枝
子呈現嫩綠的顏色，長出新葉的
時候，你們知道夏天就要到了。
同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現象就知
道時候快到，我們已經就在門口
了。你們要記住：這一代的人還
沒有都去世以前，這一切事就要
發生。天地要消失，我的話卻永
不消失。……人子的來臨要像挪

亞時代所發生的事一樣。洪水沒
有來以前，人照常吃喝嫁娶，直
到挪亞進入方舟那一天；他們糊
裡糊塗，洪水來了，把他們都沖
走。人子的來臨也是這樣。……
所以，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
主要在哪一天來臨。要記住這一
點：一家的主人要是知道小偷晚
上甚麼時候要來，他一定會警
醒，不讓小偷破門而入。所以，
你們也應該隨時準備好，因為人
子要在你們料想不到的時間忽然
來臨。那麼，誰是又可靠又機智
的僕人呢？就是受主人指派來管
理其他僕人、按時分配糧食的那
一個人。主人回來的時候，如果
看見這僕人忠於職守，這僕人是
多麼有福啊！我實在地告訴你
們，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產
業。但是，如果他是一個壞僕
人，他會在心裡盤算，『也許主
人不會那麼早回來』，於是動手
毆打其他的夥伴，跟酒徒吃喝玩

樂。可是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
在他不知道的時間，主人回來
了。主人會重重地責打他，使他
跟假冒偽善的人一同受刑罰；在
那裡，他要哀哭，咬牙切齒。」
主向我們顯示了很多蹟象，
所以只要你們注意，就不會措手
不及。這裡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
願景，因為這一願景變爲現實的
速度比你想像的會更快：「 我
看見天開了〔這是上帝給約翰展
現的時間終結的願景之一〕。
看哪，有一匹白馬，騎馬的那位
〔 基督〕稱為『 真實』 和『 可
靠』 ；祂根據正義來審判和作
戰。祂的眼睛像火燄，頭上戴著
許多冠冕，又寫著一個名字，但
是除了祂自己，沒有人知道那是
甚麼意思。祂所穿的袍子染滿了
血。祂的名字稱為『上帝的道』
〔上帝的話語〕。天上的軍隊騎
著白馬〔這是主和祂的軍隊——
(轉第8頁)

史蒂芬 · 威德爾的見證
我叫史蒂芬·威德爾，到
2012年10月底就59嵗了。1971年
11月4日，我接受了耶穌基督為
我的救世主。在那個星期之前，
我剛滿18歲。如果基督那時沒有
進入我的生命，你幾年前可能就
已讀到了我的死亡訃文，而沒機
會讀到上帝的權威和能力改變了
一個人生的見證，也就是你現在
所讀到的。
1971年春天高中畢業時，我
沒有繼續上大學的雄心。我是一
個假冒的嬉皮士。我和一些朋友
先开车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
山，然後我搭便車從舊金山到了
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后来又回

到加利福尼亚州，但這次到的是
洛杉磯。
有個朋友一路與我同行。他
的母親在加州比佛利山市有一幢
非常大的漂亮房子。她邀請我們
跟她住在一起，直到我們找到工
作和公寓再搬走。她家有個漂亮
的室外游泳池和一個专门为我們
購物和做飯的女僕。这本應是个
很理想的度假环境，但却成了我
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時光。
我內心感到空虚，好像完全
丧失了自我，生活没有希望。在
我心中和靈魂裡，對生活的意義
和目的只是一片迷惑混亂。我感
到窒息。我想要的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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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威德爾弟兄

能夠助人的生活。我周圍這個腐
敗、冷漠、罪惡淌血的世界讓我
驚恐沮喪。我希望生活在一個和
平的世界，本來以為在加州嬉皮
運動能夠為我提供一個新天地，
而不是眼下這種勾心鬥角的競
爭。我認為吸大麻和印度麻、服
(轉第6頁)

史蒂芬·威德爾的見證
(接第5頁)

用LSD和其他迷幻藥可以給我一
直渴望得到的洞察力，幫助我尋
找到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我不想
要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一個圍
著柵欄、養著狗和貓的家，和一
個毫無前途的未來。我想知道什
麼才是我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目
的。迷幻藥害得我失去了尚存的
一點理智，我喪失了判斷能力。
我認爲我快要瘋了，毫無疑問，
我大概就是瘋了。可是，我根本
不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
我是在外國長大的。我父
親曾在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青年
會(YMCA)工作。每個星期日，
我們都篤誠地參加一個基督教禮
拜。我一直被告知我們是基督
徒，接受的是助人爲樂的人道主
義教導。我知道聖誕節和復活節
是特別的日子，它們其實同聖誕
老人或復活節兔子沒有什麽關
係。和大多數孩子一樣，我相信
有一個創造者——上帝，是祂創
造了一切，包括我自己。我被教
導要相信救世主耶穌基督，但我
並不知道，耶穌到底是誰。在我
的生活中，我没有力量能不犯罪
孽。真的，回頭看看，我曾經去
過的所有教會甚至從來沒有告訴
過我罪孽是什麽。我從來沒有聽
過「在聖靈中重生」這一説法，
也從未在我去過的任何教會里見
過非基督徒向上帝禱告懺悔之後
被拯救。像我一樣，那些在教會
裡的所謂的基督徒，他們的靈魂
也是死的。因為不論是在我還是
在他們都匱乏關於主的認知。
在我要讀十年級時，我們
一家回到美國。我不想再繼續對
主沒有任何認知。這個時期像我

一樣的美國青年都試圖通過吸毒
來了解生命，我開始認真尋找自
己對於生命、死亡、永恆、目的
等問題的答案。我閲讀了遠東宗
教、神秘宗教、美洲印第安人宗
教、哲學、關於人們思想觀念和
理想的書、關於共產主義、社會
主義、資本主義的書，以及一切
我能想到的書籍。我讀了聖經，
但那時我心中沒有聖靈，根本不
理解聖經。爲了能接近上帝，我
念經、練瑜伽、步行穿過森林、
確保我不踐踏花兒。可任何事情
都無法填補我內心的空虛，都沒
用。
當時我不知道，但現在我
明白了，那是主讓我謙卑、去除
我固執的傲慢，使我能夠接受耶
穌作為救世主。這是祂不得不做
的。主或許不會用這種方式應對

你，但祂知道這是對待我的唯一
方法。我終於明白，主讓我來加
利福尼亞就是這個目的。祂一直
致力於讓我謙卑，而我卻不知
道。
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好萊塢，
你不可能沿著好萊塢星光大道走
上二百英尺而碰不到托尼暨蘇
珊·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教會成員
散發關於基督的文獻。你到哪兒
都能遇到他們。我每次到好萊
塢，無論是找工作還是只是消磨
時光，到哪兒都能看到他們發放
福音傳單和邀請人們來教會做禮
拜的身影。他們充滿了上帝的熱
忱。曾有好幾次，他們和我談起
基督並邀請我去教會，可是我一

阿拉摩教會
的兄弟姐妹
參觀養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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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又一次地拒絕了他們。我太自
以爲是，以至于聼不進別人告訴
我關於耶穌的話。雖然很多時
候，喧囂的白天結束了，在夜深
人靜我一人獨處的時候，主會讓
我回想起那些基督徒告訴我的
事、他們给我看的聖經中關於時
間终结的經文、在周围發生的顯
而易見的事、有關永生和地獄的
經文，讓我生發出好奇心。外表
上，我仍然被撒旦左右著，可是
上帝正在讓我的内心謙卑下來。
一天下午，上帝成功地達
到了讓我謙卑、擊敗我的驕傲的
目的。我覺得好像我的生活中發
生了什麼事情，但不知道究竟是
什麼。這天我再次來到好萊塢星
光大道上。我不想遇見教會的兄
弟姐妹，而是試圖避開他們。但
沒想到，我在一個街角上踫到了
一個基督教姐妹，她只是遞給我
一張福音傳單，邀請我晚上去教
會。我找了一個很勉強的藉口，
說：「我會考慮的。」她連忙
說，「要是我，我真的會仔細想
想，因為這可能是上帝給你的最
後一次機會讓你接受拯救並侍奉
祂！」這句話對我影響深遠。想
到「上帝本人或许跟我不再有
關」，這对我的震撼超过一吨石
头砸在我脸上。我停下來思索她
說的這句話。我是瘋了，但是我
還是知道被上帝遺忘是我最不想
做的事情。這可把我嚇壞了。我
已經夠慘了，如果上帝遺忘了我
那就更糟了。
我沿著好萊塢大道一路走下
來，又轉入一條住宅街，街兩旁
有很多大房子，院子也很大。我
在某個房子的前院裡坐下來，等
去教會車差不多快要開時才走到
車站乘客上车的地方，上車找了
個位子坐下。

教會在索格斯城，車程相當
遠，但是在車上我覺得很愜意。
一個基督教弟兄拿出他的吉他，
帶領全車人一路上唱著福音歌。
我感到非常平安，儘管當時那一
切對我來說非常陌生。
到了教會，車上所有客人
都被請進去做禮拜。我從來沒有
到過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教會。
它不像我以前去過的那些教會那
樣會給你死氣沉沉的感覺。這些
兄弟姐妹在禮拜中高聲唱著福音
歌，高舉著雙手讚美主。那天晚
上，好像教會中每個人都為上帝
在他們人生中的作爲作了見證。
有的人像我一樣吸過毒，有的没
有吸過毒，有的有犯罪入獄前
科，有的來自貧民區，也有的來
自上流社會。這些人也曾經悲
慘、失落過，就像我一樣。現
在，他們都確定基督是他們的救
世主。他們不在罪孽中迷茫，他
們得到拯救。我希望在我的内心
能去擁有那天晚上他們在禮拜上
談論的主。我想要那種與主同在
的生活，雖然我仍有很多疑問。
撒旦向我投來無數質疑，企圖阻
止我得到拯救。聖經說：「當信
主耶穌基督，就必得救。」那天
晚上，在我祈禱懺悔的時候我得
到了拯救，撒旦不再控制我了。
那一夜，我跪著祈禱、接受主耶
穌基督是我的救世主，我得救
了！讚美上帝！永遠讚美主的耐
心和對我的憐憫！我已經重生
了！
那天晚上，我感到主進入
了我的内心，我永遠不會讓祂離
去了。禮拜結束后進入祈禱室，
我能確切地知道在天國中的上帝
確實在關心我並回答我的祈禱，
這是我知道的最令人欣慰的感
覺。基督為我的拯救付出了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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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血。祂獻出自己的生命，為
的是我們能活著。那個夜晚，祂
引導我到了這個我永不忘懷的拯
救。大約兩個星期後，祂給我施
行了聖靈的洗禮。有了這個經歷
之後，再沒有什麼能讓我懷疑上
帝的真實存在。祂活著，祂永遠
活著。祂拯救了我，祂也能拯救
你。我親眼目睹這個教會將成千
上萬的人引向基督。我見過很多
很多被上帝的神力治愈了惡恙和
病疾的人們。我看到他們那毫無
意義的生活（像我的一樣）變得
有意義。我決不會拿這種基督生
活跟這個世界的任何東西做交
易。
上帝通過托尼和蘇珊·阿拉
摩讓成千上萬來自各行各業的民
眾在基督裡尋求新生。托尼和蘇
珊完全無私地奉獻，從不求任何
回報，只要求我們侍奉主。蘇珊
於1982年去與主同在了，托尼從
那天起一直在堅持宣講福音。他
仍然在繼續侍奉主。我和許多人
一樣，非常感謝他們倆人。他們
充滿了上帝的熱情，每天讓基督
教兄弟姊妹上街幫助那些需要幫
助的人。他們還提供了住宿的地
方，讓像我一樣的人們能夠過著
無憂奉獻、敬虔的生活，而不再
被這個邪惡世界的事務所糾纏。
讚美主！
如果你在讀這篇見證時還沒
有得拯救，請不要再等下去了。
耶穌基督是真正的救世主，祂能
給你真正渴望想得到的一切。祂
拯救了我，我想要把這告訴其他
人，我可以為了祂而生、為祂而
死。祂也能拯救你。不要等待
了。今天就請求祂進入你的心中
吧！
讚美主，
史蒂芬·威德爾

上帝的陸軍和空軍
（守望者）
(接第5頁)

守望者〕，穿著潔白的麻紗衣
服，跟隨著祂。從祂口中吐出一
把鋒利的劍；祂要用這劍來擊敗
列國。祂要用鐵杖〔上帝的話〕
治理他們，並且要在全能上帝那
忿怒的榨酒池中搾出烈酒來〔懲
處邪惡之人〕。在祂的袍子和腿
上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這就是我們的主基督〕這名
號。」(啓示錄19:11-16)
目前我們正生活在時間末
期的最後幾分鐘裡。所有的蹟象
都顯現了：現在，統一世界反基
督政府正在運作；上帝的空降師
已經運作多年，而且千百萬民衆
看見過他們（飛碟、守望者、天
使、上帝的皇家空軍）；羅馬教

皇在吹噓著新世界秩序是多麼美
妙；不斷發生海嘯、大浪、地
震、各種瘟疫、疾病、國家的困
惑、迫害和成百上千的各式咒
厄。
你們是好人或者是壞人 11。
你們要麽接受基督為救世主，要
麽拒絕祂。現在就選定祂，否則
就來不及了。你們距永恒只有一
次呼吸、一次心跳之遥 12 。爲了
你們的靈魂的利益起見，這樣祈
禱；然後奉天父、聖子和聖靈
之名，完全浸沒在水中受洗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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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遵守誡命 14 ；在上帝
聖靈中行走15。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
罪惡的靈魂 16。我相信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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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
相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
裡復活19，此刻祂作為神，聆聽著
我的懺悔和本次祈禱20。我敞開心
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
心中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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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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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聖經上說，您不會拒絕
任何人，而那也包括我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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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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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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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馬太福音7:15-20、雅各書3:11-12、啟示錄20:11-15、21:7-8、24-27、22:11-12、14-15 12 傳道書3:19、以賽亞書2:22 13 馬太福音28:19-20 14 提摩太後書
2:15、3:14-17 15 以西結書36:27、羅馬書8:1-14、加拉太書5:16-25 16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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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 、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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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21 歌林多前書3:16、
啟示錄3: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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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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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6:35 、37-40、羅馬書10:13 25 希伯來書11: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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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