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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我們星球上盤旋
托尼•阿拉摩著
前，上帝已經知道大衛王
「神的車輦累萬盈千
的想法。聖經上是這樣說
［成千上萬的天使〕；主
的:歷代志上21:1-2節説，
在其中。」( 詩篇68:17 )。
「撒但敵對以色列人，
十分明顯，上帝的車輦就
使大衛定意進行戶口普查
是今天的飛碟，就是那些
［ 而神說因為他們人數衆
被人們稱之為不明飛行物
多故無法數清的（希伯來
的东西。它們並不是來自
書11:12 ） 〕，大衛命令軍
其他的星球，而正是上帝
1
隊的元帥約押和其他民眾
天使 ，它們千百年來在監
督地球。它們監測並懲處
的統治者［領導人〕說：
托尼暨蘇珊·阿拉摩管弦樂團和合唱團在70年
那些違犯上帝戒律和迫害
『你們要到以色列各地，
代和80年代初的電視節目
並壓迫上帝子民的人。
從最北邊的但城到最南邊
希伯來書1:10-14節說，「主 們稱之為不明飛行物），上帝的 的別是巴，數點人民；我要知道
啊 ， 主 啊 ， 您 起 初 立 了 地 的 根 天使能夠隨時隨刻盡知地球上所 人民的數目。』」大衛王心裏是
基；天也是您手所造的。天地都 有聖人的事蹟和壞人的惡行。即 順從撒旦的，正像夏娃一樣，他
要滅沒，您卻要長存。天地都要 使上帝知曉萬物，祂仍決定讓天 們在心裏說，「我將和至高的神
像衣服漸漸舊了；您要將天地捲 使來監督地球，監測世上一切。 一樣，而且我將知道神所知的數
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 正是這樣，祂才能在第一時間知 量。 」上帝因爲夏娃和亞當不聽
變了。惟有您永不改變；您的年 道應該在什麽時刻、派遣哪些天 信或不服從祂而發怒，從而以死
數沒有窮盡。所有的天使中，神 使去賜福聖人們，或去警告、詛 亡、地獄和在火湖中度永恆的咒
從來沒有對哪一個說過［像祂僅 咒、或毀滅那些惡人。
語詛咒所有人。那麽大衛聽從撒
對耶穌那樣說的〕：你坐在我的
例如，在創世紀32:12節中， 旦命令這樣的悖逆和罪過 2上帝又
右 邊 ， 等 我 使 你 仇 敵 作 你 的 腳 上帝對後來被祂稱為以色列的雅 怎麽會容忍呢？上帝用同一尺度來
凳？天使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 各說，「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 評判每一個人 3。如果祂因爲亞當
遣 為 那 將 要 承 受 救 恩 的 人 效 力 後裔如同海邊的沙，多得不可勝 和夏娃的不服從而詛咒他們，如
嗎？」
數。」然而，在國王大衛違背上帝 果祂也因爲曾一度得祂歡心的大衛
因為上帝的車輦（大多數人 的意願、決定清點所有以色列人
(轉第2頁)
1 創世紀18:20-22、19:1-25、民數記22:21-35、撒母耳記下24:10-16、列王記下6:8-17、歷代志下20:1-29、32:1-22、詩篇34:7、35:4-5、68:17、但以理書6:21-22、撒迦利亞1:7-21、2:1-5、4
章、馬太福音28:1-7、使徒行傳5:17-24、12:1-12、21-23、啟示錄7:1-2、8章、9:1-5、13-21、14:6-11、15-20、15:1、5-8、16章、18:1-6、21、19:17-18、20:1-3 2 創世紀2:16-17、3:1-19、羅
馬書5:12-18、歌林多前書15:22、47 3 利未記19:15、申命記1:17、16:19、撒母耳記上26:23、列王記上8:32、歷代志下6:23、19:7、詩篇9:8、箴言24:23、28:21、以賽亞書45:21、使徒行傳
10:34、羅馬書2:11、以弗所書6:9、歌羅西書3:25、雅各書2:1-10、彼得前書1:17、啟示錄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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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我們星球上盤旋
(接第1頁)

王不服從祂而詛咒他，那祂也會因
爲不服從祂而詛咒你、我和每一個
人4。
大衛命令約押去清點以色列
人的數目，「約押回答［大衛〕：
『願上主使以色列的人口比現有的
多一百倍。陛下，他們都是你的僕
人，你為甚麼要做這事使全民犯罪
呢？』可是王堅持要約押服從他的
命令。於是約押出去，走遍以色
列全國，然後回到耶路撒冷。約押
向大衛王報告，以色列能打仗的壯
丁有一百一十萬名［1,100,000 〕 ；
猶大能打仗的壯丁有四十七萬名
［470,000〕。約押沒有調查利未支
族和便雅憫支族的人數，因為他
不贊成［上帝也不贊成〕王的命
令。」（歷代志上21:3-6）。
「上帝不喜悅這件事，因此他
懲罰以色列。大衛對上帝說：『我
做這事犯了大罪；求你饒恕我！
我的行為是愚蠢的。』上主對大
衛的先見［先知〕迦得說：『去告
訴大衛，我給他三個選擇［三個詛
咒〕。他選甚麼，我就做甚麼。』
迦得去見大衛，把上主說的話告
訴他，並且問大衛：『你要選哪一
樣？三年的饑荒？或被敵人追殺
三個月？還是讓上主用祂的劍施行
攻擊──在國中有三天瘟疫，差祂
的天使在以色列各地造成死亡？現
在你決定，我該怎樣回覆上主。』
大衛對迦得說：『我很為難。我不
願被世俗之人處罰；我寧願讓上主
親自懲罰我，因為上主有豐盛的憐
憫。』」（歷代志上21:7-13）。
「於是，上主降瘟疫在以色
列人當中，有七萬人死亡。祂又派
一個天使［這一個天使駕馭著一架
4 創世紀3:1-19、出埃及記23:20-21、申命記11:2628 、28:61-63、撒母耳記上12:14-15、15:22-23、撒母耳記下
11章、12:1-23、約伯記36:7-12、耶利米書12:16-17、18:910 、羅馬書2:5-13、6:12-16、以弗所書5:3-6、帖撒羅尼迦後
書1:7-9、希伯來書2:1-4

飛
飛碟〕去毀滅耶路撒冷。但天使正
要執行時，祂改變了主意，對天使
要
［ 同時也是守護者〕說：『住手
吧，夠了！』那時候，天使［守
護者〕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打麥
場上。大衛舉目觀看，看見那天使
［守護者〕站在半空中，手中握著
劍，正要毀滅耶路撒冷。」（歷代
志上21:14-16a）。
「大衛和長老們都穿著麻衣
［這意味著他們在禁食〕，面伏在
地上叩拜。大衛禱告說：『上帝
啊，我才是那做錯了事的人，是我
下令調查戶口的。這些無辜的人民
並沒做甚麼錯事。上主──我的上
帝啊，求您懲罰我和我的家人，饒
恕您的子民吧！』於是，上主的天
使告訴迦得［先知〕，要他命令大
衛到亞勞拿的打麥場去，在那裏
為上主築一座祭壇。大衛照著迦得
的話，順從上主的命令就去了。」
（歷代志上21:16b-19）。
「亞勞拿和他四個兒子正在打
麥場上打麥；那四個兒子一看到天
使就都跑去躲起來［就像今天的人
們有時看到飛碟──不明飛行物、
上帝的天使在他們頭上盤旋時會做
的一樣，而這些东西並非來自其他
星球，而是來自天國！〕。亞勞拿
看見大衛王向他這邊走來，就離開
打麥場，上前俯伏在地上叩拜［當
亞勞拿看到天使，又看到大衛，
他感覺到天使和大衛之間有著緊密
聯繫。亞勞拿害怕了，就拜倒在大

衛跟前〕。大衛對他說：『請你把
打麥場賣給我，我好為上主築一座
祭壇，使瘟疫停止，我會按價錢付
給你。』亞勞拿說：『陛下，拿去
吧，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這裏有
牛可以作燒化祭，又有打麥板可
當柴燒，還有麥子可以作素祭。我
把這些都給你。』可是大衛王說：
『不！我一定要按足價向你買；我
不要向上主獻上你的東西，不要獻
上白白得來的祭牲。』於是大衛用
六百個金幣向亞勞拿買下打麥場。
他在那裏為上主築了一座祭壇，
獻上燒化祭和平安祭。大衛禱告上
主，上主就垂聽他的祈求，從天上
降下火來，把祭壇上的祭牲燒了。
上主吩咐天使把劍收起來，天使順
從了。」（歷代志上21:20-27）。
「大衛知道上主聽了他的禱
告，於是在亞勞拿打麥場的祭壇上
獻祭。……［一般的祭祀場所在
很遠的地方，〕但大衛不敢到那
裏敬拜上帝，因為他怕上主天使
的劍。」（歷代志上21:3-30）。還
有其他許多聖經中的經文都顯示
了上帝使用祂的天使行使詛咒和
毀滅5。
舊約先知那鴻以他僅知的方
式描述今日的高速公路和汽車。那
鴻書2:4節說，「戰車［車輛〕在
街道上奔馳，在廣場上亂闖。它
5 創世紀19:1-25、民數記22:1-35、25:1-9、撒母耳記下24:117、列王記下19:35、歷代志上21:9-30、歷代志下32:1922 、啟示錄7:1-2、8章、9:1-5、13-21、14:8-11、15-20、16
章、18:1-2、21、19:17-21、20:1-3、21:9

馬拉維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您好!我要告訴您，您的包裹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刻送到了。我
們在姆三迪玆交易中心散發了這些文獻，許多人接受耶穌為他們的
主。阿門。
我們由衷地希望，請你們不要猶豫，繼續給我們團隊的成員提
供更多的聖經，<彌賽亞書>和供散發的通訊報，還有T恤衫。
我們總是在為受迫害的阿拉摩牧師和教會祈禱。
您的教友弟兄，
伊万思·瑙立亞
馬拉維·林貝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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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像火炬一樣閃光，像閃電一樣飛
射。」這些就是在聖經中描述時間
終止期時高速公路上汽車運行的預
言。
上帝創造萬物，但是祂只在地
球上而不是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上創
造了生命。因此，認為飛碟和不明
飛行物來自其他星球是絕對荒唐和
謬誤的。它們都來自天國。
上帝希望人們相信祂的存在
同時相信祂說的話即聖經。這是
上帝最想要的。當你違背祂的任
何誡命時，祂就知道你不信祂。
關於祂的天國和祂的地球，上
帝在創世紀1:14-15節裏這樣說：
「 上帝又命令：『天空要有光
體來分別晝夜，作為劃分年［只
為地球〕、日，和季節［只為地
球，而不是為任何其他的星球〕
的記號，並且在天空發光照亮大
地［ 不是火星、木星、水星、或

印度
親愛的基督兄弟姐妹們：
向你們致以神聖的問候。今
天我們收到了你們美好的文獻。
我們喜出望外，因為我的洗禮照
片也刊登在你們的通訊報上！
在你們的祈禱支持下，三
月四、五、六日，我們非常成功
地在這裡舉行了福音宣講會。我
這裡寄上一些照片。在這次會議
上，我們大力宣揚了神的權柄和
祂的威嚴。有很多的印度教徒在
會議上接受了神的拯救計劃。
我們都在這裡為阿拉摩牧師
的健康和你們的教會祈禱。願神
保佑你們。
你們的基督弟兄，
索門・拉居・喀拉
印度・安德拉邦

網上阿拉摩基督教會
www.alamoministries.com

任何其他的星球〕。』一切就照
著祂的命令完成。」你別想逃避
在你稱之為「大地母親」上正在
發生的、而且越演越烈的腐敗和
暴力，別指望能到其他根本無法
維持生命的星球上去居住。你在
地球上得不到平安，因為我們是
一群腐敗的人。心中沒有主，我
們只能永遠腐敗。而且，請你清
除掉頭腦中關於來自其他的星球
不明飛行物（ 飛碟）的想法;他
們其實是天使（守護者）。如果
你迷信這種謬論，上帝已經給了
你強烈的錯覺，因為祂在帖撒羅
尼迦後書2:8-12節中提到：「那
時，不法者［魔鬼、撒旦、反基
督者〕要出現，可是主耶穌再來
的時候要用口吹氣殺死他，並以
光輝的顯現消滅他。那不法者要
帶著撒旦的權力［懦弱和卑劣力
量〕來到，行各種奇蹟異能，顯
假的預兆［比如像述説天使或
不明飛行物是來自其他星球、
其他星球上有生命、你們很快
就能到其他星球上去逃離地球
上的罪惡腐敗等謊言〕。（那
不法者）並且對那些將要滅亡
的人使用各種詭計［說什麽同
性婚姻沒什麽不好。墮胎、一
級謀殺也不錯 6 。男女同性戀可
以7。通姦8和婚前性行為9沒事。
酒精或藥物迷醉也沒什麽大不
了10。滑稽劇不錯11。偷竊12和褻
瀆也可以13 。不必全心、全情、

全意、全力愛主 14 。不事奉主沒
有什麽過錯。貪圖也可行15〕。這
是因為他們不接受，不喜愛那會
使他們得救的真理。因此，上帝
給他們一種強烈的錯覺，讓他們
去信從虛謊［像來自其他星球的
不明飛行物之類的謊言，彷彿是
其他星球上有生命〕。結果，一
切不信真理、以罪惡為樂的人將
被定罪［下地獄在火湖中渡過永
恆〕 。」
我們再回到創世紀第1章:「於
是上帝創造了兩個大光體：太陽支
配白天；月亮管理黑夜。祂又造了
星星。祂把光體安置在天空，好照
亮大地［而不是任何其他星球〕，
支配晝夜，隔開光和暗。上帝看光
體是好的。」（創世紀1:16-18）。
你們現在相信什麽？你們相信
美好，即上帝關於真理的話語呢，
還是邪惡，撒旦的謊言呢？你們相
信上帝用地上的塵土創造了我們，
還是相信科學家（進化論）呢？你
們相信上帝還是碳年代檢測儀呢？
換言之，你們相信這個世界如主所
說的有六千年的歷史，還是相信無
神論者說的地球有數百萬或數十億
歲的謊言？如果你們相信謊言而不
是上帝的話，你們已經得到強烈的
錯覺，向地獄邁步了16。為你們著
想，希望這是不正確的。如果你們
想得拯救，與上帝――天父、聖子
和聖靈同在，跟所有通過聖子耶穌
(轉第4頁)

6 創世紀9:5-6、出埃及記20:13、21:12-15、22-23、利未記24:17、民數記35:16-21、30-33、申命記5:17、27:24-25 、詩
篇139:13-16、箴言1:10-16、6:16-18、耶利米書1:5、馬太福音19:18、馬可福音10:19、路加福音18:20、羅馬書13:9 、加
拉太書5:19-21、提摩太前書1:9-10、雅各書2:11、約翰一書3:15、啟示錄 9:20-21、21:8、22:14-15 7 創世紀19:1-13 、2425、利未記18:22、20:13、申命記22:5、23:17、士師記19:22-25、羅馬書1:20-32、歌林多前書6:9-10、提摩太前書1:910 、提摩太後書3:1-5、猶大書7 8 出埃及記20:14、利未記18:20、20:10、申命記5:18、22-24、列王記上14:24 、15:1112 、箴言6:29、32-33、耶利米書5:8-9、以西結書18:10-13、22:11、瑪拉基書3:5馬太福音5:27-28、15:19-20 、19:18 、
馬可福音7:21-23、路加福音18:20、羅馬書13:9、歌林多前書6:9-10、雅各書2:10-12 9 歌林多前書5:9-11 、6:9-10 、1318 、7:2、10:7-8、歌林多後書12:21、以弗所書5:3、歌羅西書3:5-6、帖撒羅尼迦前書4:3-5、猶大書7、啟示錄2:14 、2022、9:20-21 10 申命記21:20-21、箴言23:21、29-35、31:4-5、以賽亞書5:11、22-23、28:1-4、那鴻書1:9-10、路加福
音 21:33-36、羅馬書13:12-14、歌林多前書5:10-12、6:9-10、加拉太書5:19-23、帖撒羅尼迦前書5:6-8、提摩太前書
3:8-9 、提多書1:7-9、2:1-5、彼得前書4:1-5、彼得後書1:5-8 11 傳道書 2:1-3、7:2-6、馬太福音12:36、以弗所書5:3-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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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5:19 、撒迦利亞5:3、馬太福音15:19-20、19:18、馬可福音7:21-23、路加福音18:20、19:45-46、羅馬書13:9、歌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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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我們星球上盤旋
(接第3頁)

基督、信仰了上帝而受拯救的人們
一起在天國度永恒，那就這樣禱
告：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罪
惡的靈魂17。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
的兒子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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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相信神用
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裡復活20，
此刻祂作為神，聆聽著我的懺悔
和本次祈禱21。我敞開心扉，邀請
您，主耶穌，進入我的心中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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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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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聖經
上說，您不會拒絕任何人，而那也
包括我25。因此，我知道您已經聽

見了我的祈禱，我知道您已經答覆
見
26
了我，我知道我已經被拯救了
了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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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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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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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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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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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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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 、約翰一書1:7、啟示錄
5: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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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路加福音22:69、使徒
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22 歌林多前書3:16、啟示錄3: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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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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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6:35 、37-40、羅馬書10:13 26 希伯來書11: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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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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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馬太福音28:18-20、約翰福音3:5、使徒
行傳2:38、19:3-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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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