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願、自我感情以及充滿各種欲望的世界。所有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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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是上昇到一個權力地位為神統治人世盡力。第五步
則是為神統治人世盡力直到最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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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主吧！願神賜你以厚福。
托尼．阿拉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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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杉磯地區教會： 13136 Sierra Hwy., Canyon Country, CA 91390 • (661) 251-9424
紐約市教會： 16 E. 32nd St., 2nd ﬂoor, between 5th Ave. and Madison Ave.,

New York, NY 10016 • (908) 353-1431
阿肯色斯教會： 4401 Windsor Dr., Fort Smith, AR 72904

1005 Highway 71 South, Fouke, AR 7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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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頁的《聖經預言的彌賽亞》一書。
該書展示了自舊約全書問世後耶穌三百三十三個預言。
我們也有阿拉摩牧師錄音資料。
這篇文獻表達了真正的救世計劃（使徒行傳4:12）。請傳遞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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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 call) (479) 782-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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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四月版權所有。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注冊商標2005年四月。
Chinese—Beware of Receiving Blessings from the Vatican—Its Clergy—Especially Their Popes

警惕
來自梵蒂岡的、
它的牧師們、
特別是它的教皇們
的賜福
教皇派艾斯九世把金玫瑰（「賜福」）送給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國
王，不到一年，國王喪失了王位和國家。
同一個教皇把他的賜福送給了奧地利凱撒，不到一年，凱撒失去了威
尼斯帝國，又在薩多瓦城打了敗仗。
同一個教皇把金玫瑰（「賜福」）送給了西班牙的王后伊莎貝拉，
在很短的時間內，她失去了王位，死在流亡途中。同一個教皇把金玫瑰
（ 「賜福」）送給了法國的尤金麗皇后，不到一年，皇帝和皇后的皇
位被奪，後來雙雙死在流亡途中，他們唯一的兒子也在非洲被祖魯人殺
死。
巴西的女王儲接受了教皇的賜福，結果她生下一個殘疾嬰兒，她也在
流亡中死去。
教皇為墨西哥皇帝麥克希米蘭祝福，麥克希米蘭被他的人民趕下臺殺
掉了。
教皇又為皇帝的遺孀祝福。她卻成了不可救藥的瘋子，死在流亡中。
1870年，教皇為一艘遠航去南美洲的載滿了修女的汽船祝福。它卻
永遠沒到達目的地，全船人員都喪命了。
教皇為博蘭傑將軍祝福，但不到兩個星期，博蘭傑流亡，最後自殺身
亡。
謝曼太太，美國將軍謝曼的妻子，接受了金玫瑰（來自教皇的「賜
福」）。結果證明那是致命的，她不久以後死了。
1895年，在維托利亞，大馬士革大主教向西班牙的陸軍和海軍送上
教皇的賜福，結果西班牙損失了兩支艦隊和兩支陸軍。

1897年，駐法國的教皇大使為巴黎的大「慈善」集市賜福。不到五
分鐘，一場大火燃燒起來，一百五十名皇親國戚，包括奧地利皇後的姐
姐，都葬身在火海中。
可憐的奧地利皇后接受的金玫瑰（來自教皇的「賜福」），替她敲響
了喪鐘。她在瑞士被謀殺，她唯一的兒子在那之前也自殺了，她的侄兒
後來又失去了王位，而奧地利帝國統治也不復存在了。
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訪問了教皇並接受了作為友好象徵的教皇利奧十
三世簽名的照片。可是，立刻傳來英國軍隊在索馬里蘭潰退的消息，英
王的健康從此一蹶不振。
教皇為英國全權特使鄧百公爵祝福。可是就在當天，災難降落在駐南
非的英國軍隊頭上，墨森公爵嚴重受傷，而國會中的天主教徒們得此消
息卻一陣歡呼。
1906年，巴騰堡的埃納公主為她的宗教更改和婚姻接受了教皇的
祝福。在婚禮當天，她僥幸地躲過了天主教叛亂份子的暗殺，但是大約
十三個人無辜地死去，並有八十人受傷。她的婚紗禮服上灑滿了鮮血。
她至少有一個兒子也身受重傷。1923年5月29日，教皇把金玫瑰（他的
「賜福」）給了西班牙王后（巴騰堡的埃納公主），1931年5月，她和
她的丈夫艾方索十三世國王，喪失了王位而逃出了西班牙。
1902年教皇在塞爾維亞的娜塔利王后的宗教更改後為她祝福。她最
後卻以一個逃亡者的身份結束了她的流亡日子，塞爾維亞的國王，她唯
一的兒子也被謀殺。
葡萄牙王后，奧爾良家族的一員，也接受了教皇的賜福。結果，她的
國王丈夫和她最年長的兒子在馬車中在她的身旁被謀殺，她失去王位，
和小兒子逃去了英國 。葡萄牙從此成為共和制。
1912年，教皇為泰坦尼號祝福，它卻在處女航中沉沒。
1924年，英國大地主戴爾·愛德華皈依了天主教。1926年，他去羅
馬接受了教皇的賜福，而四天之後卻去世了。
1928年，教皇為意大利號飛艇祝福，給了飛行員一把十字架以安放
北極。結果卻是致命的，飛艇失事，摔成了兩節，一半乘務員喪生，而
諾比利將軍受了重傷，後來受到一個意大利調查委員會的譴責。那是當
時的最大慘劇。
在墨索里尼屠殺了阿比斯尼亞的民眾並劫掠了他們的國家之後，教
皇讚美意大利人是「偉大和美好的人民」。墨索里尼落了個不體面的下
場，他的屍體被倒吊著示眾，並遭到肢解。
1963年7月2日，美國的肯尼迪總統得到教皇保羅六世的接見並得到
賜福，可是同年11月卻在德克薩斯州遭到暗殺。
接受教皇賜福結果自作自受的典型事例之一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結
局。幾年前，教皇訪問了這兩個不幸的國家。雖然飢荒和水災在這兩個國
家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除了現在的霍亂流行之外，在人們的記憶中，
再也沒有比1970年襲擊兩國的那場劇烈的和摧毀性的大水更具災難性。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所有這些事例都表明了它們的出現並不是
偶然的。那麼，教皇的詛咒是甚麼呢？是的，它們是逆向施效的，就像
下面的事例所說明的。
教皇派艾斯九世詛咒意大利的解放者維克多·愛麥虞埃國王和使意大
利得以自由並定都羅馬的意大利政府。結果意大利崛起成為了一個現代文
明國家。只有在教皇為墨索里尼和他的軍隊賜福時意大利才受到重創。
蓋瑞波迪被教皇逐出教會，就是因為他愛國主義的奮鬥，特別是因為
他推翻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他成為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過去和現
在，到處都傳頌著他的名字，矗立著他的紀念碑。
教皇用來對付亨利八世國王、伊麗莎白女王、弗蘭西斯．迪瑞克爵士
和他的隨從們的詛咒，給英格蘭帶來的卻是不可勝數的好處；而與之同
時，愛爾蘭受到「罪孽教皇」的祝福而至今仍然在承受這個苦果。
不言而喻，珍惜生命和靈魂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像迴避毒藥一樣地迴避
梵蒂岡和教皇，不與羅馬有任何交流和生意往來。
聖經——神的話，說道，「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 使徒行傳16:31）。主耶穌基督是神道的全部（約翰福音1:1、14、示
錄19:13）。信任神道的全部，你們就會得救。所有那些在聖靈中再生
的人們，與天父以聖靈同在的基督就生在他們心中（約翰福音3:3-7、歌
羅西書2:9-10）。 這份禮物，這個永恆生命的奇蹟在你們祈禱後馬上就
是你們的。

禱告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罪惡的靈魂 1。我相信耶穌基督是
在世的神的兒子 2。我相信為了饒恕我的一切罪孽，祂死在十字架
上，灑下了祂寶貴的鮮血 3。我相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裡
復活 4，此刻祂坐在神的右邊，聆聽著我的懺悔和祈禱 5。我敞開心
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心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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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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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聖經上說，您不會拒絕任何
人，也包括我9。因此我知道，您已經聽見了我的話，我知道您已經
答復了我，我已經被拯救了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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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的感激之情11。
1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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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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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6 歌林多前書3:16、啟示錄3: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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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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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6:35、37-40、羅馬書10:13 10 希伯來書
1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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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完成了獲得拯救的五個必要步驟中的第一步。你的第二個步驟
是拒絕自我，為了改造自己而每日身負十字架，也就是要遏止你的個人

1897年，駐法國的教皇大使為巴黎的大「慈善」集市賜福。不到五
分鐘，一場大火燃燒起來，一百五十名皇親國戚，包括奧地利皇後的姐
姐，都葬身在火海中。
可憐的奧地利皇后接受的金玫瑰（來自教皇的「賜福」），替她敲響
了喪鐘。她在瑞士被謀殺，她唯一的兒子在那之前也自殺了，她的侄兒
後來又失去了王位，而奧地利帝國統治也不復存在了。
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訪問了教皇並接受了作為友好象徵的教皇利奧十
三世簽名的照片。可是，立刻傳來英國軍隊在索馬里蘭潰退的消息，英
王的健康從此一蹶不振。
教皇為英國全權特使鄧百公爵祝福。可是就在當天，災難降落在駐南
非的英國軍隊頭上，墨森公爵嚴重受傷，而國會中的天主教徒們得此消
息卻一陣歡呼。
1906年，巴騰堡的埃納公主為她的宗教更改和婚姻接受了教皇的
祝福。在婚禮當天，她僥幸地躲過了天主教叛亂份子的暗殺，但是大約
十三個人無辜地死去，並有八十人受傷。她的婚紗禮服上灑滿了鮮血。
她至少有一個兒子也身受重傷。1923年5月29日，教皇把金玫瑰（他的
「賜福」）給了西班牙王后（巴騰堡的埃納公主），1931年5月，她和
她的丈夫艾方索十三世國王，喪失了王位而逃出了西班牙。
1902年教皇在塞爾維亞的娜塔利王后的宗教更改後為她祝福。她最
後卻以一個逃亡者的身份結束了她的流亡日子，塞爾維亞的國王，她唯
一的兒子也被謀殺。
葡萄牙王后，奧爾良家族的一員，也接受了教皇的賜福。結果，她的
國王丈夫和她最年長的兒子在馬車中在她的身旁被謀殺，她失去王位，
和小兒子逃去了英國 。葡萄牙從此成為共和制。
1912年，教皇為泰坦尼號祝福，它卻在處女航中沉沒。
1924年，英國大地主戴爾·愛德華皈依了天主教。1926年，他去羅
馬接受了教皇的賜福，而四天之後卻去世了。
1928年，教皇為意大利號飛艇祝福，給了飛行員一把十字架以安放
北極。結果卻是致命的，飛艇失事，摔成了兩節，一半乘務員喪生，而
諾比利將軍受了重傷，後來受到一個意大利調查委員會的譴責。那是當
時的最大慘劇。
在墨索里尼屠殺了阿比斯尼亞的民眾並劫掠了他們的國家之後，教
皇讚美意大利人是「偉大和美好的人民」。墨索里尼落了個不體面的下
場，他的屍體被倒吊著示眾，並遭到肢解。
1963年7月2日，美國的肯尼迪總統得到教皇保羅六世的接見並得到
賜福，可是同年11月卻在德克薩斯州遭到暗殺。
接受教皇賜福結果自作自受的典型事例之一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結
局。幾年前，教皇訪問了這兩個不幸的國家。雖然飢荒和水災在這兩個國
家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除了現在的霍亂流行之外，在人們的記憶中，
再也沒有比1970年襲擊兩國的那場劇烈的和摧毀性的大水更具災難性。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所有這些事例都表明了它們的出現並不是
偶然的。那麼，教皇的詛咒是甚麼呢？是的，它們是逆向施效的，就像
下面的事例所說明的。
教皇派艾斯九世詛咒意大利的解放者維克多·愛麥虞埃國王和使意大
利得以自由並定都羅馬的意大利政府。結果意大利崛起成為了一個現代文
明國家。只有在教皇為墨索里尼和他的軍隊賜福時意大利才受到重創。
蓋瑞波迪被教皇逐出教會，就是因為他愛國主義的奮鬥，特別是因為
他推翻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他成為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過去和現
在，到處都傳頌著他的名字，矗立著他的紀念碑。
教皇用來對付亨利八世國王、伊麗莎白女王、弗蘭西斯．迪瑞克爵士
和他的隨從們的詛咒，給英格蘭帶來的卻是不可勝數的好處；而與之同
時，愛爾蘭受到「罪孽教皇」的祝福而至今仍然在承受這個苦果。
不言而喻，珍惜生命和靈魂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像迴避毒藥一樣地迴避
梵蒂岡和教皇，不與羅馬有任何交流和生意往來。
聖經——神的話，說道，「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 使徒行傳16:31）。主耶穌基督是神道的全部（約翰福音1:1、14、示
錄19:13）。信任神道的全部，你們就會得救。所有那些在聖靈中再生
的人們，與天父以聖靈同在的基督就生在他們心中（約翰福音3:3-7、歌
羅西書2:9-10）。 這份禮物，這個永恆生命的奇蹟在你們祈禱後馬上就
是你們的。

禱告
我主，我神，饒恕我，一個罪惡的靈魂 1。我相信耶穌基督是
在世的神的兒子 2。我相信為了饒恕我的一切罪孽，祂死在十字架
上，灑下了祂寶貴的鮮血 3。我相信神用聖靈的力量使耶穌從死裡
復活 4，此刻祂坐在神的右邊，聆聽著我的懺悔和祈禱 5。我敞開心
扉，邀請您，主耶穌，進入我的心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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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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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聖經上說，您不會拒絕任何
人，也包括我9。因此我知道，您已經聽見了我的話，我知道您已經
答復了我，我已經被拯救了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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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的感激之情11。
1 詩篇51:5、羅馬書3:10-12、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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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徒行傳4:12、20:28、羅馬書3:25、約翰一書1:7、啟示錄5: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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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路加福音22:69、使徒行傳2:25-36、希伯來書10:12-13 6 歌林多前書3:16、啟示錄3: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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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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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馬太福音21:22、約翰福音6:35、37-40、羅馬書10:13 10 希伯來書
1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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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完成了獲得拯救的五個必要步驟中的第一步。你的第二個步驟
是拒絕自我，為了改造自己而每日身負十字架，也就是要遏止你的個人

意願、自我感情以及充滿各種欲望的世界。所有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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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是上昇到一個權力地位為神統治人世盡力。第五步
則是為神統治人世盡力直到最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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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主吧！願神賜你以厚福。
托尼．阿拉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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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杉磯地區教會： 13136 Sierra Hwy., Canyon Country, CA 91390 • (661) 251-9424
紐約市教會： 16 E. 32nd St., 2nd ﬂoor, between 5th Ave. and Madison Ave.,

New York, NY 10016 • (908) 353-1431
阿肯色斯教會： 4401 Windsor Dr., Fort Smith, AR 72904

1005 Highway 71 South, Fouke, AR 7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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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頁的《聖經預言的彌賽亞》一書。
該書展示了自舊約全書問世後耶穌三百三十三個預言。
我們也有阿拉摩牧師錄音資料。
這篇文獻表達了真正的救世計劃（使徒行傳4:12）。請傳遞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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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 call) (479) 782-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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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四月版權所有。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注冊商標2005年四月。
Chinese—Beware of Receiving Blessings from the Vatican—Its Clergy—Especially Their Popes

警惕
來自梵蒂岡的、
它的牧師們、
特別是它的教皇們
的賜福
教皇派艾斯九世把金玫瑰（「賜福」）送給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國
王，不到一年，國王喪失了王位和國家。
同一個教皇把他的賜福送給了奧地利凱撒，不到一年，凱撒失去了威
尼斯帝國，又在薩多瓦城打了敗仗。
同一個教皇把金玫瑰（「賜福」）送給了西班牙的王后伊莎貝拉，
在很短的時間內，她失去了王位，死在流亡途中。同一個教皇把金玫瑰
（ 「賜福」）送給了法國的尤金麗皇后，不到一年，皇帝和皇后的皇
位被奪，後來雙雙死在流亡途中，他們唯一的兒子也在非洲被祖魯人殺
死。
巴西的女王儲接受了教皇的賜福，結果她生下一個殘疾嬰兒，她也在
流亡中死去。
教皇為墨西哥皇帝麥克希米蘭祝福，麥克希米蘭被他的人民趕下臺殺
掉了。
教皇又為皇帝的遺孀祝福。她卻成了不可救藥的瘋子，死在流亡中。
1870年，教皇為一艘遠航去南美洲的載滿了修女的汽船祝福。它卻
永遠沒到達目的地，全船人員都喪命了。
教皇為博蘭傑將軍祝福，但不到兩個星期，博蘭傑流亡，最後自殺身
亡。
謝曼太太，美國將軍謝曼的妻子，接受了金玫瑰（來自教皇的「賜
福」）。結果證明那是致命的，她不久以後死了。
1895年，在維托利亞，大馬士革大主教向西班牙的陸軍和海軍送上
教皇的賜福，結果西班牙損失了兩支艦隊和兩支陸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