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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獸像
群體中的一員？
托尼•阿拉摩著
那些生活在基督之外的人們
是「獸像」（啟示錄13:15）群體
的成員，正如我們這些在聖靈中
再生的人是基督群體的成員，是神
的形像和樣式（創世紀1:26）。基
督是唯一的神性之像 1。獸（世界
政府）從撒旦那裏得到權柄和（在
羅馬的）權位。世界政府呈現被
神稱之爲「獸像」的形像（啟示
錄13:4 、15）。聖靈通過在聖靈中
得以重生的我們按照基督所說的行
事。如果我們像作孽前的亞當那樣
留在聖靈裏，我們現在就呈現著基
督的形像和樣式2。
野獸世界政府的所為正是邪
惡的人所干的。他們是撒旦、獸
（世界政府）的形像。正如基督
有權柄授予那些承載祂的形像、
祂的樣式的人們以永恆的生命一
樣，撒旦也能授予牠的追隨者、

那些承載牠的形像、像牠那樣的
人們一種（暫時）看似不錯的生
活。撒旦把（暫時的）生命給予
牠的形像（啟示錄13:15）。撒
旦把牠臨時的權柄賜予跟隨牠的
人們——這就是聯合國世界政府
裏、由牠率領的、（全球總部）
位於七座山上的城市中——羅馬
城中的梵蒂岡的人們！（啟示錄
17:9）。
奧巴馬不過是羅馬教宗和撒
旦世界政府的一個傀儡。他只會
做那些撒旦的野獸叫他去做的
事。幾乎所有的美國總統都是羅
馬撒旦野獸的傀儡。梵蒂岡絕對
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們才是今天
世界上呼風喚雨的角色，所以
才任命了許多非常愚蠢但卻忠
心耿耿的、臨時的、好大喜功
的傀儡做總統、做男女新聞記

托尼和蘇珊・阿拉摩二位牧師

者，去轉移世界人民深挖所有腐
敗根源的注意力。他們必須願
意承擔責難。梵蒂岡是「奧祕
哉，大巴比倫，做世上的淫婦和
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啟示錄
17:5 ） 3 。你們投票給誰真的不要
緊，聖經告訴我們，是撒旦欺騙
了整個世界（啟示錄12:9、13:1114 、18:3 、23 、19:20）。你們正在
蒙受著撒旦的欺騙！
聖經在啟示錄13:15中告訴
我們，魔鬼的羅馬野獸，有權勢
(轉第2頁)

1 約翰福音4:24、14:17、歌林多後書4:4、歌羅西書1:12-15、希伯來書1:1-3 2 創世紀1:26-27、9:6、羅馬書8:29、歌林多後書3:18、歌羅西書3:10 3 以賽亞書14:12-17
、但以理書7:7、16-23、啟示錄12:9、13:1-3、14:8、17:1-2、8-9、18、1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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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獸像
群體中的一員？
(接第1頁)

將暫時的生命給予那些獸像的成
員（所有追隨獸的人們就是獸像
的生命），將它給予所有那些承
載牠的邪惡形像和所有那些按照
牠所說的行事的人們。所有這些
上當者（可能就是你）在為獸
辯護，所以新的法律，撒旦的
邪惡法律，即將成立。再説一
次，羅馬是撒旦的權位（啟示錄
13:2 、17:1-9）。
所有這些新的邪惡法律被那
些承載著撒旦形像的人們所接受。
他們遵循撒旦獸世界政府的指示行
事。比如他們說如果有人不按野獸
政府的指令行事，他們就應該被謀

殺（置於死地）。邪惡的羅馬獸、
世界政府、聯合國，「殺害所有不
拜［不遵循〕獸像的人。這獸又強
迫所有的人，無論地位高低、貧
窮富貴、奴隸或自由人，在他們的
右手或額上打了印記。這印記顯示
的就是那獸的名字或代表名字的數
字［代表對撒旦的順從〕；沒有這
印記的，就不能做買賣」（啓示錄
13:15-17）。
看看你在鏡子裏的樣子。你
看到的是耶穌的或是撒旦的形像
和樣式呢？與基督同在還是反基
督？你是在按照神的旨意行事，
或者你是撒旦的孩子？你跟隨基
督或者撒旦呢4？
在約翰福音6:66節裏，使徒約
翰說到有些人們不再追隨基督。
約翰說他那個時代有那麽多人反

基督，這是否很不尋常呢？（約
翰一書2:18）。今天，他們組成了
一個龐大群體，一群不遵循神的約
法的人們（帖撒羅尼迦後書，第2
章） 。在約翰福音6:66（666）節
裏，約翰說，所有那些不再與基督
同行就是反基督的撒旦獸群的成
員。所有那些與聖靈同行的，於基
督共通，同屬於神，猶如基督的新
娘和基督之妻，以及「基督群體」
和「新耶路撒冷」的成員（啟示錄
21:9-27）。我們，基督的成員，要
去參加羔羊，即新郎——耶穌的婚
筵（啟示錄19:7-9）。
我們都必須選擇是否永遠與
天國的基督同在，或者跟假先
知，龍（撒旦），獸，反基督的
在 一 起 5。 所 有 那 些 追 隨 撒 旦 、
(轉第4頁)

4 阿摩司書3:3、馬太福音6:24、路加福音6:43-44、歌林多後書6:14-18 5 申命記8:18-20、10:12-13、30:15-20、約書亞記24:15、箴言1:23-33、以賽亞書65:10-14、約
翰福音10:27-28、歌林多前書10:21、啟示錄18:4

薩爾瓦多
(譯自西班牙文)

托尼·阿拉摩兄弟：
我以基督之愛問候您，願與
您和您的困難同在，希望不久主
耶穌將您從所受到的迫害中拯救
出來。請記住，神纔有終極判斷
權力，這是聖經上所載明的。
我們看過您的著作，那一直
是我生命中、我的家人和朋友的
一大幸事。真高興能了解主是如
何通過您行事的。請繼續努力為
主服務，我們將在祈禱中團結一
致。問候托尼·阿拉摩教會全體
教眾。
誠心的，
基督裡的姐妹，
奧菲利亞·薩拉維亞
薩爾瓦多

印第安那州
神保佑您。我就是看不夠您的教導。請給我更多的世界通訊。
您基於聖經的教導是那麽精辟、多麼真實，它確實影響了我的生
活。我真誠地想去侍奉主。阿拉摩弟兄，神向我做了很多顯示。我
很快就會出獄。我正在監獄裏散發您的基督文獻，出獄后一定也會
繼續這樣做。兄弟，如果可能的話，請給我寫信。我給您基督之
愛。願您的妻子蘇珊安息。我為我們祈禱，希望您知道您有我的基
督兄弟之愛。
亞當・梅希弟兄
印第安那州・瓦爾帕萊索

密蘇裏州
親愛的阿拉摩牧師：
我叫克利福德・博斯沃思。我聽到過許多關於您教會的事。我
認爲您的教會在拯救靈魂並為人們帶來耶穌基督知識的方面做得很
好。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需要更多的像您這樣的人。願神因為您的所
作所爲而賜福於你。我想得到您教會的文獻。謝謝您的時間和關
心。
克利福德・博斯沃思
密蘇裏州・法明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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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阿拉摩牧師的信
阿拉 摩牧師 的信
印度
讚美主！
親愛的最敬重、最尊貴的托尼・
阿拉摩基督教會的兄弟姐妹們：
我們祝願你們2012年新年快
樂。我們尊貴的托尼・阿拉摩牧
師，我們以主和救世主耶穌基督
最崇高之名問候您和您的親人
們。
親愛的尊貴的弟兄們，我們
每天都為了我尊貴的托尼・阿拉
摩牧師的解脫而向神祈禱。在我
們的心裏，我們都記得，主和救
世主耶穌基督會讓他獲得釋放。
我們永遠不忘我們尊貴的托尼・
阿拉摩牧師。我們需要阿拉摩牧
師為我們祈禱，并在我們繼續侍
奉主的事業中聽到給我們勇氣之
詞語。恳請你們為我們祈禱。我
們是15個與尊貴的托尼・阿拉摩
牧師一起工作的同事。我們需要

烏干達
親愛的深受愛戴的基督裡的朋友：
托尼·阿拉摩教會使我的信徒
們激情振奮。這些文獻正使他們充
滿勇氣，從而見證到基督對政府官
員的影響。我們到達警察總部，向
所有警官和其他官員們宣傳福音。
警官們通過研習托尼·阿拉摩的文
獻而得到拯救。兩天前你們送來的

一部擴音筒和一架
照相機，用於我們
傳播福音的活動并
拍攝相關的照片。
請為這個重大的需
要禱告。
我們屬於阿拉
摩教會。兄弟姐妹
們，請讚美主！在
本地區我們每天都
K・普拉卡薩勞牧師在印度安得拉邦的鄉村散發譯成
在為使靈魂得到拯
泰盧固語的阿拉摩牧師通訊報。
救而工作。我們
向人們散發世界通
訊。非常感謝你們送給我們寶貴 你們耶穌美好之名的弟兄
的精神食粮——世界通訊——去 K・普拉卡薩勞牧師
分發。我給你們寄上一些顯示我 托尼・阿拉摩基督教堂
們在分發材料的照片。我需要更 印度・安得拉邦，
多的世界通訊。請寄給我。感謝 克里希納區，
你們，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盼望 穆蘇努魯城・拉馬納卡皮塔村
得到你們的回音。
基斯瓦西裡語聖經幫助拯救了武裝
力量指揮官馬丁·坎姆亞少校。因
此，請繼續給我們提供更多的聖經
和文獻。我們在這個地區舉行了兩
個星期的傳播福音活動。150多人
得到了拯救，我們正在計劃為他們
舉行洗禮。另外，我想告訴你們，
作為一個年輕的成長中的教會，我
們做崇拜的帳篷上星期被強風毀壞
了，請為我們禱告。上週日，我們

不得不冒著大雨在樹下做崇拜。我
呈交上我們教會的財務預算以便你
們和阿拉摩教會的其他弟兄們能同
我們一起祈禱。收到了四本聖經和
文獻的包裹，讓我們感激不盡。願
主每天都隨時保佑你們的教會。
摩西·塔佈嘎牧師
卡西西力量之河教會
烏干達（東非）·卡西西

俄克拉荷馬州

網 上 阿 拉 摩 基 督 教 會
www.alamoministries.com

親愛的托尼·阿拉摩基督教會：
我為托尼·阿拉摩牧師和阿拉摩基督教會中的所有成員而感謝
神。阿拉摩牧師的文獻絕對是無價之寶！我每天讀他的著作。感謝
您在這最後的日子樹立這樣偉大的榜樣。神在祂的寶座上，明察秋
毫，巨細無遺。
神保佑您的教會和所有的基督徒，阿門。
弗雷德·謝弗
俄克拉荷馬州·諾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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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我一切骯髒的罪孽13。您不會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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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是通過
增加對聖經的理解，上昇到一個權
威地位，以便讓神的話來統治你自
己以及神讓你領導的人們。第五步
是實踐讓神的話來統治你自己以及
神讓你領導的人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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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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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第2頁)
假先知、獸，將永遠陷入火湖之 樣說的14。聖經上說，您不會拒絕
中 6 。 如 果 你 選 擇 去 天 國 與 基 督 任何人，而那也包括我15。因此，
同在，那麽就向全能的神這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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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 我已經被拯救了16。主耶穌，感謝
罪惡的靈魂 7。我相信耶穌基督是 您拯救了我的靈魂，我將按照您
神 的 兒 子 8 。 我 相 信 為 了 饒 恕 我 的指令行事、以不再犯罪的方式
迄今的一切罪孽，祂死在十字架 來表達我的感激之情17。
上，灑下了祂寶貴的鮮血 9。我相
你剛剛完成了獲得拯救的五個
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裡
復活10，此刻祂作為神，聆聽著我 必要步驟中的第一步。你的第二個
讚美主吧！願神賜你以厚福。
11
的懺悔和本次祈禱 。我敞開心 步驟是每日「身負十字架」── 否 以奇妙的耶穌之名，
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 定自我，禁錮私欲，也就是要遏止 托尼．阿拉摩牧師
心中12。用您在位於髑髏地的十字 你的個人意願、自我心靈之私念以
托尼‧阿拉莫大概是這個國
架上替我所灑的寶貴的血，來洗 及充滿各種欲望的世界。所有這 家見過的最偉大的愛國人物。
6 啟示錄14:9-11、19:20、20:11-15 7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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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使徒行傳
4:12、20:28、羅馬書3:25、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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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12 歌林多前書3:16、啟示錄3: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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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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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
6:35、37-40、羅馬書10:13 16 希伯來書1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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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想查閱阿拉摩牧師的著作以及我們的國際廣播電臺節目表，請和以下機構聯絡：
Tony Alamo, World Pastor, Tony Alamo Christian Ministries Worldwide • P.O. Box 6467 • Texarkana, Texas 75505 USA
二十四小時祈禱與諮詢號碼如下：(479) 782-7370 • 傳真 (479) 782-7406
www.alamoministries.com • info@alamoministries.com
托尼．阿拉摩基督教會向所有真心誠意為主竭盡全力奉獻的人們免費提供配備生活必需物的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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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地區：請打電話詢問地址。
阿肯色教會：4401 Windsor Dr., Fort Smith, AR 72904 USA • 1005 Highway 71 South, Fouke, AR 71837 USA
洛杉磯地區教會：13136 Sierra Hwy., Canyon Country, CA 91390 USA • (661) 251-9424
每次禮拜結束後，都提供食物。
在加利福尼亞州好萊塢市的好萊塢大道和高地大街交叉路口，提供來往免費接送服務。
乘車時間為每晚六點半，星期天下午一點半及晚上六點半。
請索取阿拉摩牧師所撰寫的《聖經預言的彌賽亞》一書。
該書展示了耶穌使之實現的、舊約全書中所記載的、有關救世主彌賽亞的三百三十三個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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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版權。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版權所有。® 2012年1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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