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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的深奧之處
托尼•阿拉摩著
你們真的以為自己了解撒
旦的深奧之處嗎？你們認為已
經從縱、深、濶及廣度全面了
解了那個醜陋、邪惡、腐敗、
可咒的世界統治者嗎 1 ？若真
是如此，那你們無論是對於撒
旦還是對於神的認識都很膚
淺。
在啓示錄中，主提到了
（ 推雅推喇）七个教会中那
個容讓耶洗别的假教條滲透至
该教堂的一個教会（啓示錄
2:20 ）。讓這件事情在那個教
堂裏發生的人知道他们做了什
么，但耶稣對這個教会的其他
人说，「至於你們推雅推喇
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
教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
撒旦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
們：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
身上；但你們已經有的，總

要持守，直等到
我來。那得勝又
遵守我命令到底
的，我要賜給他
權柄制伏列國，
他必用鐵杖轄管
這是我們早期坐落在距西好萊塢區日落大道半
他們，如同窯戶
個街區的新月山大道上的教會。
將其瓦器打得粉
碎，像我［耶穌〕從我父領受 子 中 殺 害 你 們 （ 虔 誠 的 基 督
的 權 柄 一 樣 。 我 又 要 把 晨 星 徒） ，而認爲他們在為神效勞
［ 意為神的話更深刻的啓示〕 （約翰福音16:2）。換言之，
賜給他」（啓示錄2:24-28）。 他們將會殺死我們（重生的基
現在，撒旦深奧之處在今 督徒），而認爲這是為神做的
日世界中呈現。我這話是對那 好事。此刻，媒體以沉默對待
些 自 以 爲 知 道 一 切 的 人 所 說 我，因爲他們想如果公開了政
的。記住，對神而言，你們真 府對我的處置，就會有更多的
的是一無所知 2 。撒旦的深奧 民衆去閲讀我的網站，會得到
之處正是那大同世界政府、新 拯救。當撒旦的政府被暴露、
世界秩序以及他們顛倒黑白的 失去掩飾其邪惡的外套時，就
方式（以賽亞書5:20-24） 3 。 變得非常緊張4。
聖經說他們就會在最後的日
(轉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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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2012年。自1964年
以來，蘇珊和我一直成爲新聞
媒體的頭版消息。他們用了你
們所能想像得到的、甚至你們
從來不可能想像到的無數莫須
有罪名來栽贓我們。因為耶穌
說過，如果你們不知道撒旦的
深奧之理，那你就可能會相信
這些莫須有的罪名。
啟示錄說撒旦是「迷惑普
天下的」（啟示錄12:9）。撒
旦如何迷惑天下？要回答這個
問題，你們必須開始了解撒旦
的深奧之理、罪孽之深以及牠
一貫地如今依然如故地操縱世
界的方式。我成為牧師已經近
半個世紀了，在將近五十年的
時間内，撒旦攻擊著、玩弄著
真理，並數百次地散佈謊言，
詆毀我已故的妻子蘇珊、我和
我們的教會。
撒旦每次都使用同樣的方
法對我們進行惡毒的攻擊，首
先牠利用新聞媒體對我們進行
荒謬的誣告（妖化我們）。牠
這樣做是想讓聽信新聞媒體的
世界去相信我們都是些流氓。
他們總是在謊言中添油加醋地
把我們描畫成某种邪教。
你們可能很難相信，這一
切都是在意大利的羅馬——梵
蒂岡設計和策劃的，由撒旦操
控著5。你們可能想知道為什麼

梵蒂岡對抹黑托尼•阿拉摩、
他的妻子蘇珊和他們的教會如
此興趣濃烈？究其原因，就是
撒旦也許知道我們宣講的神的
話有多麼強大的力量。神的話
（聖經）是整個宇宙中最有力
的武器（希伯來書4:12-13）6。
耶穌用來制衡撒旦的正是這個
武器（馬太福音4:1-11），祂
以之擊敗並毀滅了撒旦7。
「神的道［話〕是迅速而
強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
快，甚至連魂與靈、骨節與骨
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
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
來書4:12）。我想不出有任何
比神的話更好的抗爭撒旦的武
器。多年來，他們都說我們有
槍，但我們從來沒有擁有過任
何槍枝；多年來，他們說我們
是危險的，但除了對撒旦（因
為我們向世界公開了牠的行
徑），對其他人我們沒有任何
危險之擧。
在60年代中期，我們把那
些吸毒者、嬉皮士和各種行爲
墮落的人（如毒販子、色情
者，諸如此類）帶給主，使他
們從罪惡的生活和絕望中獲得
拯救。那時人們在自殺。在西
好萊塢的日落大道上，我和蘇
看到幾百個人同警察打鬥，推
翻警車。我們看到那些吸毒嬉
皮士們奪過警察的手電筒和警
棍，並用它們抽打警察的頭，
然後又將警察像打排球一樣拋
到空中。看到那群吸毒的嬉皮

5 啟示錄13:1-8、11-15、17:1-18、18:1-3、9、18、24 6 歌林多後書10:4-5、以弗所書6:11-17 7 約翰福音
12:31、16:33、歌林多前書15:57、約翰一書2:13-14、3:8、4:4、啟示錄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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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數以百計）完全失控的景
象是很可怕的。有那麽多犯罪
團伙，像克利痞（Crips） 、
血棍（The Bloods）和叫其他
名字的。蘇和我把我們的福音
冊子散發給那些暴民。我們向
那些嬉皮士和吸毒者們傳播福
音，告訴他們耶穌基督將會再
次降臨到地球上，告訴他們停
止其罪孽的生活方式，他們如
果不這樣，他們將到地獄去度
永恒。
我們第二個教會在新
月山大道（Crescent Heights
Boulevard），距西好萊塢
日落大道半個街區，在一
個有名的迪斯科舞場——
Whiskey A Go Go 附近。在
日落大道的這個地段正在發
生那些瘋狂的事情。那時，
我們月租五百元的教會是一
座大宅子。教會能容納約五
百人，來教會的人中有光腳
的嬉皮士以及一些電影明
星，如艾爾維斯•普瑞斯理
（Elvis Presley）、伯特•雷
諾茲（Burt Reynolds）和坎迪
斯•勃根（Candice Bergen）。
我們將這些暴力嬉皮士和
吸毒者中的許多人帶給主，但
西好萊塢區的警官感謝我們的
方式卻是逮捕蘇和我。比佛利
山莊和西好萊塢區的腐敗法官

網上阿拉摩基督教會
www.alamoministries.com

說我們造成公眾滋擾，因為我
們在日落大道的那些脫衣舞吧
前向毒販和妓女散發我們的福
音刊物。我們所有人攜帶的是
聖經，但對於撒旦來説，這就
是一個罪過。所以我們不得不
搬到距好萊塢約四十分鈡、距
紐荷爾大約十分鐘的加尼福利
亞州索格斯鎮的塞耶拉高速公
路上。可是那個區的人們生氣
了，因為我們教會有黑人、墨
西哥人、白人和亞洲人——所
有種族的人。我們被當地警方
突襲，洛杉磯市市長也開始騷
擾我們。但是，我們沒有停
止，因為耶穌是為所有人而死

的 8 。對祂來説，沒有哪一種
人優於其他任何人種9。
從那時起，我們就被指責
為持有人質、經營兒童奴隸勞
工營、在隧道內囚禁人員、是
共產黨、逃稅、企圖綁架一
名聯邦法官（莫里斯•阿諾
德） 、虐待兒童、對兒童施
行性騷擾、製造冒牌貨以及許
多其他的全是憑空捏造的罪名
指控。現在他們正在指控我的
教會的每一個教眾，說教眾協
助及支持我犯下他們憑空捏造
指責我的罪行。他們還在出售
教眾的產業。新聞報紙還說，
如果有人看到我們教會的人散

發任何我的福音刊物，就要打
911電話報警10。這真是太離譜
了，因為人們僅在面臨緊急狀
況時才打911電話，而不是在
看到人們傳遞關於耶穌的文獻
時。這只不過是撒旦深奧之理
的一小部分。
總統選舉只不過是撒旦深
奧之理的另一方面，把你們的
精力轉移到實際上是無關緊要
的東西上。這種精力的轉移，
就是讓你們忘掉耶穌再降世界
的事實。他們不想讓你們知道
地球上每個人都是失敗者，因
為撒旦欺騙了他們 11 ，所以他
(轉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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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阿拉摩牧師的信
印度
親愛的托尼•阿拉摩牧師:
讚美主吧，願祂能使您從您教會成員來
信中所提到的狀況中得到康復。非常感謝
您。我等待著包裹的到來。數以百萬的靈魂
和生命被您的佈道和福音文獻所感動。為神
的工作感謝您。願神更多地賜福於您和您的
網站。我總是為您的健康和家人禱告。也請
為我祈禱。謝謝。
巴皮•拉朱
巴皮‧拉朱在印度喀喀納達市向印度教男子散發阿拉摩
印度•賈干皮塔
牧師的福音文獻。

密蘇裡州
托尼‧阿拉莫基督教會:
我真不知道怎樣感謝你們回復我的信。這真
是一個恩賜，你們永遠在我祈禱的名單中。自
從托尼和我一起在德克薩卡納城到現在，已經
很久了。阿拉摩牧師教我認清了所有的假冒基
督教。這些人仍四處可見，但我現在已經知道

了他們的真面目。托尼在他的見證《枯骨》中談
論了他們。
請向托尼轉達我的問候。他總是在我的祈禱
中。神保佑你們大家。
真誠的，
亞瑟‧韋爾
密蘇裡州‧杰斐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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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喪失了靈魂，如果不悔
改 12，他們都將在地獄的火湖
中度過永生。「在那裡［地
獄〕必要哀哭［和〕切齒了」
（馬太福音25:30）。
耶穌告誡我們，「凡立志
在耶穌基督裡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後
書3:12） 13 。但是我們被拯救
的要高興，因為我們會在天
國中度過永恆（馬太福音5:1012 ） 。「神為愛他［謹守祂的
誡命〕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
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
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
書2:9）。基督徒正確的生活

方式就是神在「使徒行傳」中
提出的模式。我們已經像那樣
生活近五十年了，從來沒有飢
餓或找不著棲身之地的經歷。
基督徒的社區生活，是「使徒
行傳」中提到的方式，是一種
嚴於律已的生活方式，但它也
是敬虔的、任何生活必需品都
不會匱乏的生活方式（使徒行
傳2:42-47、4:31-37）。我是站
出來反對這世界之「神」（撒
旦）的兩個見證者之一。與我
們一起這樣祈禱，以在聖靈中
獲得再生：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
個罪惡的靈魂 14。我相信耶穌
基督是神的兒子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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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我相信神用聖靈

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裡復活 17，
此刻祂作為神，聆聽著我的
懺悔和本次祈禱 18。我敞開心
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
我的心中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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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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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聖經上說，您不會拒
絕任何人，而那也包括我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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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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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2 以西結書18:27-32、路加福音13:1-5、約翰福音3:18、使徒行傳17:30-31、約翰一書1:8-10、啟示錄20:10-15 13 腓利比書1:29、帖撒羅尼迦前書3:3-4、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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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8:11 、歌林多前書15:3-7 18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19 歌林多前書3:16、啟示錄3:20 20 以弗所書2:13-22、希伯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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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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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