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稅局、聯邦調查局、美國勞工部、黑手黨和工會都與梵蒂岡有關？
羅馬教皇是所有政府機構和梵蒂岡的超級老板？

羅馬教皇的秘密
托尼．阿拉摩著

梵蒂岡正在把自己裝扮成白雪
公主，但是聖經卻說梵蒂岡是個妓
女、「大淫婦」、邪教（啟示錄
19:2） 1。梵蒂岡把包括美國在內的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機構，都當作她
那些窮兇惡極的幫手。她在政府中
得到的權力和控制力愈大，她就愈
能隱藏在「白雪公主」的偽裝後，
以便利用政府並使其承受對她那些
惡行的指責。
理由很簡單：執行法律以便迫
害、誹謗、毀滅及審查非羅馬天主
教的每個人和每種思想，這樣梵蒂
岡便可以作為被撒旦授權的王后掌
控世界。（再次重申，這個「王后」是《聖經》中所說
的「大淫婦」。）
為了操控世界政權和教會，蛇蠍般的梵蒂岡長期以
來利用眾多狂熱、受過良好訓練並充滿獻身精神的追
隨者，滲透世界及美國政府的每個角落。現在她不僅
控制著由她建立的聯合國 2 ，也控制著白宮、國會、
州、聯邦、地方及社會的政府機構、美國勞工部、
國稅局、聯邦調查局、最高法院、司法部門、武裝力
量、各州、聯邦和其他級別的警察機構，以及國際銀
行和聯邦儲備銀行系統（又叫作光明會〔Illuminati〕
和阿劍脫〔Agentur〕）、工會 3、黑手黨和大多數重
要的新聞媒體。
目前這個邪教正在以其邪惡而不公正的天主教法律
取代美國憲法。根據該法律，任何一個非天主教徒將
被處死。拉斐亞特將軍─—那位最受人尊敬的喬治．
華盛頓總統的助手和將軍─—曾經預言過，「如果美
國人民的自由權被毀滅，將會是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
的所為4。」
羅馬天主教基爾若大教主大約五十年前在奧大利亞
的一次講演中所描繪的詳細藍圖，今天在我們面前活靈
活現地呈現其頂峰狀態：
「我們每個人的首要責任是為羅馬天主教徒
弟兄謀利，這是羅馬天主教的座右銘。我們必
須在每一次選舉中擊敗所有的異教徒。羅馬教
皇說負面戰術是無效而有害的。羅馬教皇要求

不久以後所有政府官員和工作
人員應該是百分之百的羅馬天
主教徒。我們必須謹慎行事，
從而當羅馬天主教徒被秘密地
授予比新教徒、猶太人和其他
異教徒更多的政府職位時，我
們不會受懷疑。」
梵蒂岡屠殺了幾百萬人民，神就
是這樣說的（啟示錄18:24）。歷
史證明了這一事實。羅馬天主教在
歐洲宗教裁判期間，拷打、致殘和
謀殺了六千八百萬民眾5。估計約十
萬異教（新教）徒在聖巴薩羅繆日
大屠殺中遇難6。林肯總統在內戰中
指責羅馬教皇時曾說：
「如果沒有羅馬教皇追隨者的陰險秘密的
影響，這次戰爭絕無可能。由於羅馬教皇的緣
故，我們的高貴兒子們的鮮血染紅了我們的土
地。」林肯又說：「我可以允許人們由著自己
的良心行事。但是我決不會把良心的自由給于
教皇和他的追隨者，只要他們通過他們所有的
議會、神學者和法令告訴我：一旦他們發現了
機會他們就會被良知命令著去燒死我的妻子、
勒死我的孩子、然後割斷我的喉嚨 7。」
正因為林肯多次揭露梵蒂岡，他才會被置於死地，
正如他自己所預言。是的，林肯是教皇的追隨者在梵蒂
岡的指示下暗殺的 8。自林肯時代以來，梵蒂岡就從未
改變。
甘迺迪的致命錯誤
當梵蒂岡問甘迺迪總統：「你是遵守梵蒂岡教令還
是美國憲法？」時，甘迺迪回答說：「美國憲法」 9。
這是甘迺迪總統的致命錯誤。正如暗殺林肯總統一樣，
暗殺甘迺迪總統也是由梵蒂岡指示、然後經過教皇的追
隨者籌劃並實行的。任何了解甘迺迪迪暗殺詳情的人後
來也遭到處置。
在美國民眾大聲疾呼要求調查暗殺真相的時候，大
法官厄爾．華倫（梵蒂岡秘密的哥倫布騎士團成員）
被聘來負責調查。他含混其辭、敷衍了事，他理所當
然地會那樣做。過了一段時間，他終結了調查。正如

1 啟示錄17:1-5、15 2《二十世紀的梵蒂岡帝國主義》（The Vatican Imper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埃弗若．曼哈頓，167-170頁 3《二十世紀的梵蒂岡帝國主義》，
埃弗若．曼哈頓，162頁 4《在羅馬教會的五十年》（Fifty Years in the “Church” of Rome），查爾斯．齊尼魁，483頁（也可查閱未經刪改的1886年版原文，以PDF格式存放的第
342頁） 5《煙障》（Smokescreens），傑克．奇科，35頁 6《一個基督教徒眼中的世界歷史》（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Christian Perspective），卷二，埃．貝卡，1981，352
頁 7 《在羅馬教會的五十年》，查爾斯．齊尼快，498、503頁（也可查閱未經刪改的1886年版原文，以PDF格式存放的第352、355頁） 8《在羅馬教會的五十年》，查爾斯．齊
尼快，512頁（也可查閱未經刪改的1886年版原文，以PDF格式存放的第361頁） 9《梵蒂岡USA》（Vatican USA），尼諾．洛貝落，揣登出版公司，79、161-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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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機場通過嚴格的安檢）。但是在六十年代，當梵蒂
岡訓練的提姆西．李而瑞14 帶著我們國家的年輕人吸毒
時，移民局和海關卻好像束手無策，就像他們現在無法
檢驗出通過黑手黨輸入我們曾經美好家園的成千上萬磅
的毒品。黑手黨透過梵蒂岡洗涮那些非法、以不正當手
段竊取的不義之財（一切黑市金錢）。也許這正如林肯
總統所預言：「我看到美國的地平線上有一片黑雲，那
片黑雲來自羅馬15。」
看看聖經在談到這些製造腐敗和流血事件的反基督
份子時是怎樣說的：
「我又看見那女人〔梵蒂岡〕喝上帝子民
的血和那些為耶穌作證而殉道的人的血而酩酊
大醉。我看到她的時候，大大驚奇」（啟示錄
17:6）。
「她怎樣奢侈，炫燿自己，就怎樣折磨她，
叫她受盡痛苦。因為她不斷地對自己說：我是
坐在寶座上的王后，我不是寡婦，我絕不會有
悲愁！」（啟示錄18:7）。
包括州、聯邦、地方和社會在內的政府機構
「有相同的目標：他們要把自己的能力權柄交
給那獸」（啟示錄17:13）。那「獸」就是那
反基督的世界聯合政府，它為撒旦所控制，而
這些政府機構以執行它的命令的方式把權柄交
給它。
這些就是聖經啟示錄所描述的，在耶穌重返人世之
前不久發生的一些情景，而耶穌回到人世後時間將會靜
止。過去神用洪水毀滅世界16，用大火和硫磺毀滅了所
多瑪城和蛾摩拉城17。在這兩次事件之前，神派遣使者
傳遞了災禍降臨的信息。今天，神以祂無限的悲憫向所
有的羅馬天主徒發出警告：「出來吧，我的子民！從那
城〔羅馬城－羅馬天主教的象徵〕出來吧！不然，你們
會分沾她的罪行，分受她的災難！」（啟示錄18:4）。
如果你是神民的一員，如果賜予生命的神的靈魂已經使
你永生，請聽從上帝的話，從羅馬天主教那個邪教裏出
來。為什麼呢？因為不這麼做就是悖逆上帝，而悖逆與
行邪術一樣18。
許多受梵蒂岡操縱的州和聯邦政府機構，如國稅
局、職業保健局（OSHA）、美國勞工部和工會，騷擾
成百上千的工商業，從而逼得它們破產或關門，毀滅了
我們國家的經濟支柱19。千百萬美國民眾因此失業和挨
餓，而梵蒂岡的企業卻沒有受到任何騷擾，一派欣欣向
榮，因為梵蒂岡在操縱政府機構。看看神是怎樣說祂將
會拋入地獄的反基督份子們的：
「凡看見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
說，使大地戰抖，使列國震動，使世界如同荒
野，使城邑傾覆，就是這個人〔反基督份子〕
麼？」（以賽亞書14:16-17）。

教皇所說：「負面戰術是無效而有害的」。記住，甘
迺迪總統是林肯的崇拜者和學生，他和林肯先生都知
道梵蒂岡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付出了三千多萬條生命（六百萬猶
太人死於希特勒的大屠殺中）的代價10，是由梵蒂岡聯
合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這些羅馬天主教邪派11 成
員—起策劃和發起的。它不是為了基督教而是為了反基
督的梵蒂岡，去贏得世界。
今天，中、南美洲的動盪、經過羅馬教皇追隨者訓
練的卡斯特羅統治下 12 的古巴和整個加勒比地區的暴
政、以及黎巴嫩和愛爾蘭的恐怖主義都是梵蒂岡的傑
作。現在你們知道神為什麼把羅馬天主邪教稱作「世上
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啟示錄17:5）了吧？
梵蒂岡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民眾明白
這個戰爭是梵蒂岡的又一次宗教審訊，所以他們不得不
使用他們擅長的轉移戰術——開放約翰伯奇協會，利用
它去讓所有人認為罪惡的根源是共產主義（也是梵蒂岡
發起的），而不是真正的罪犯梵蒂岡。他們取得了極大
的勝利。
梵蒂岡還發起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恐怖活動組織。
其目的是讓民眾在恐怖組織犯下那些不可理喻的、瘋
狂的悲劇活動中精神錯亂，而無視梵蒂岡忙於侵蝕各
國政府使其臣服於天主教權力之下。每當恐怖新聞播
出時，人們會如此震驚，從而對梵蒂岡妄圖取代美國
憲法和剝奪民眾宗教自由（投入監獄，關閉學校和教
會）的消息無動於衷。控制我們的宗教和政府，才是
梵蒂岡真正關心的事。越是瘋狂、越是離奇、越是不
可理喻、越是無法解釋的恐怖事件就越理想。受梵蒂
岡控制的重要的新聞媒體會竭盡全力使你們為此而精
疲力竭。現在他們這些技倆被揭發了出來，不久他們
就會動用他們的媒體和剛加入他們的美國總統，成為
制止這些他們製造出來的恐怖活動的動力，讓人們相
信他們才是神聖的好人，絕對不會資助諸如此類的事
（最新消息：就像象羅馬教皇的追隨者特瑞．威特去
黎巴嫩談判人質釋放一樣）。
吉姆．瓊斯─—一個裝扮成基督徒的羅馬天主教執
事─—成了梵蒂岡的犧牲品。他同他的教眾並不是如媒
體所宣傳的那樣喝了下毒飲料（Kool-aid）自殺的，而
是在梵蒂岡指示下被謀殺了。製造這一事件的意圖是讓
全世界對無辜的基督教靜修徒13 產生懷疑。
聖經箴言6:16-19說道：「有七件事是上主所
憎恨，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傲慢的眼睛，撒謊
的舌頭，殺害無辜的手，策劃陰謀的心，奔走
邪路的腿，編造假証，在朋友間挑撥是非。」
神憎惡的這一切，正是邪惡的梵蒂岡所有的。
由於美國海關和移民局現在已經受到梵蒂岡操縱，
你們可能注意到人們要出美國的國門變得很難（我們必

10《信息年鑒》（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1982，98頁 11《煙障》，傑克．奇科，19頁 12《煙障》，傑克．奇科，35頁 13《出賣》（Double Cross），奇科出版公
司 14 PBS電視台深夜專訪節目，提姆西．利爾瑞專訪，1983年7月 15《在羅馬教會的五十年》，查爾斯．齊尼魁，510頁（也可查閱未經刪改的1886年版原文，以PDF格式存放
的第359頁） 16 創世紀6-7章 17 創世紀19:24-25 18 撒母耳記上15:23 19《梵蒂岡的億萬財產》（The Vatican Billions），埃弗若．曼哈頓，214-2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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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個包括政府、教會、和媒體在內的統一世界25。
在溫哥華召開的統一世界教會年會上，那些支持同
性戀的攤位和宣傳品、支持巫術的攤位和宣傳品、酗
酒、和其他一些邪惡的舉動，讓我們教會的一些會友震
驚。而羅馬邪教卻寬恕這些舉動。這些邪惡的人們把那
些宣揚真正神道、那些不與惡魔同流合污、那些為真善
美奉獻的人們叫做邪教26。這些邪惡的人們崇拜這個統
一世界的組織和它那邪惡的領袖——教皇……
聖經上說：反對主的羅馬教皇高抬自己，企
圖使自己超過主。他甚至坐在耶魯撒泠的猶太
教聖殿裏，自許是主（帖撒羅尼迦後書2:4）。
「那不法者要帶著撒旦的權力來到，行各
種奇蹟異能，顯假的預兆，並且對那些將要滅
亡的人使用各種詭計，因為他們不接受，不喜
愛那會使他們得救的真理」（帖撒羅尼迦後書
2:9-10）。
他們跪下來吻他的戒指和腳 27 並叫他「聖父」，這
在聖經裏是不允許的28。他們服從他的所有願望。把我
們這些遵照聖靈而行、順從神的每一個心願的人們叫做
邪教，他們可能已經犯下不可赦免的罪孽——褻瀆聖
靈，這是本世和來世都決不可赦免的罪行（馬太福音
12:31-32）。但是撒旦對人們褻瀆聖靈的行徑感到高
興，因為他早已褻瀆了聖靈。
野獸的印記
撒旦希望你們與他一起在地獄裏度過永生29。為了要
想你們在地獄度過永生，來看看他通過州和聯邦政府機
構準備了什麼花招：政府將實施一個新的法律，要求每
個人去政府機關在手上或者額頭上打下印記（譬如使用
隱形電子印記）。沒有這個印記的人將無法進行任何買
賣。神把這印記叫做「獸的印記」（啟示錄19:20）。
梵蒂岡會對這個印記使用一些很美妙的名稱，諸如「和
平的印記」、「愛的印記」、「團結的印記」、或者
「友誼的印記」。神說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印記我們將會
下地獄（啟示錄14:9-11）。
教皇這個超級老闆跟他的聯邦和州政府機構一起會
說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個印記，我們就會被不允許進行買
賣。但是我相信神會哺育我，就像祂在西奈沙漠哺育希
伯來子孫四十年那樣。神會為了祂忠實的，抵抗教皇、
他的政府機構和印記的跟隨者再施神跡。
雷根總統也像其他的世界領袖一樣中了梵蒂岡的邪
術。他突然向羅馬這個大妓院（這個邪教的大本營和總
部）派出了我們美國的大使。
總統先生，您和那些追隨羅馬教皇的統一世界教會
的領袖們在一起混得太久了，他們給您提供了一些糟糕
透頂的意見。是不是梵蒂岡的金錢和支持使您成為了這

聯邦當局認可梵蒂岡的奴工營
梵蒂岡擁有眾多價值億萬的企業，其中之一的釀酒
業，就像奴工營。但是這些奴工營中沒有任何勞工問
題，因為他們非法無償使用勞動力（成千上萬的羅馬
天主教僧侶）。聯邦政府機構卻不允許非天主教徒為
了敬奉神而向他們的教會自願奉獻勞動力。是的，他們
的企業發達了，因為在他們的Christian Brothers20，La
Salle，和Benedictine品牌的烈酒和葡萄酒蒸餾場（奴工
營）中和從加州的那帕谷一直到紐約州的其他許多工廠
中，政府機構對他們不正當使用勞工的問題不聞不問。
梵蒂岡操縱下的國稅局和美國勞工部現在逾越了政
教分離的界限，企圖從各個方面毀滅所有原旨基督教會
（信奉聖經教導的教會）和學校。取消他們的免稅優惠
權就是其中一項。然而，這個反美國、反美國憲法的組
織（國稅局）卻把免稅權以國內收入法501(C)3條為名
給予美國所有的共產主義組織。他們從來沒有打算取消
這些優惠21。梵蒂岡操縱下的國稅局還保證羅馬天主邪
教和其他所有與之相關的宗教組織，是美國唯一無需繳
納房產稅以及他們那些億萬資產企業營業稅的組織22。
國內收入法第892條就是這樣規定。羅馬天主教是每年
受到聯邦政府給予地方教區學校幾百萬元財政資助的唯
一宗教23，而這些都來自我們的稅收。正像基爾若大主
教所說，「我們每一個人的首要責任是為羅馬天主教徒
弟兄謀利」和「我們必須在每一次選舉中擊敗所有的異
教徒」。
梵蒂岡利用共產黨毀滅了俄羅斯東正教會，她利用
納粹黨企圖去消滅猶太人和他們的會堂（因為梵蒂岡反
對任何非羅馬天主教）。
國稅局——羅馬邪教的稅務機構
羅馬教皇的追隨者發起了國際銀行系統24，又叫做光
明會和阿劍脫，卻為此埋怨猶太人。梵蒂岡的座右銘
是：「有錢的人管理國家」。梵蒂岡發動了所有排除
非羅馬天主教的戰爭（宗教審訊），並且從她的銀行貸
款給各國使他們有錢打仗。我們美國人卻愚蠢地允許這
個邪教稅務機構進入我們的國家（國稅局僅忠誠于梵蒂
岡）。
在聖經中，根據神的法律，每隔五十年就要免除一
次無法償付的全部債務。這一年就叫做禧年（利未記
25:10）。讓我們沖破邪惡羅馬那些令人窒息的法規的
束縛，回到神的法律和聖子基督耶穌的身邊。讓我們來
一次解債（禧年）。這個債是在撒旦（羅馬邪教）唆使
下強加給我們的，把我們投入財務禁錮的束縛之中。我
們並沒有發動這些戰爭，我們並不想要這些戰爭，我們
並沒有借過那些錢財。為什麼我們要承受這些財務禁錮
的痛苦呢？這些戰爭都是羅馬天主教的審訊，要讓世界

20《梵蒂岡的億萬財產》，埃弗若．曼哈頓，182頁 21 直至1987年，美國所有的共產主義組織都免稅。現在因為我的文章，他們取消了所有共產主義黨派的免稅權。但是，梵蒂
岡共產黨人以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偽裝深深地潛伏在政府中，他們已經不再需要免稅權了。更別提政府撥款給他們的「假慈善」機構和給予天主教會學校和天主教共產主義組織的億萬
美元政府資助。 22《梵蒂岡USA》，尼諾．洛貝落，87頁 23《梵蒂岡USA》，尼諾．洛貝落，79頁 24《梵蒂岡USA》，尼諾．洛貝落，45-47頁 25 但以理書7章、8:23-25、
帖撒羅尼迦後書2:3-12、啟示錄12:12-17、13章、14:8-11、15:2、16:13-14、16、19、17章、18章、19:1-3、11-21、20:1-4、7-10 26 詩篇97:10、羅馬書12:9、歌林多前書
10:21、歌林多後書6:14-18、以弗所書5:3-12、雅各書4:4、約翰一書1:5-6 27《教會和政府關係的危機（1050-1300）》（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布萊恩．
提爾尼，普倫提斯－豪而出版社，49頁 28 馬太福音23:9 29 彼得前書5:8、啟示錄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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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邪教的一分子呢？您願意為了金錢和暫時的權力而出
賣您永恒的靈魂，將自己和我們國家加入這個反基督的
組織嗎？
神問道：「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靈魂，
有什麼益處呢?」（馬可福音8:36）。您因為向羅馬派
出美國大使而在神面前惹了大禍，除非您痛改前非，
並且公開宣布撤回您的決定，讓神和民眾完全了解您
的立場。
總統先生，我恭敬地以耶穌的名義告訴您這些事。
我們將近世界的末日，政客的日子完結了。我們都需
要讓民眾了解事實。聖經說不接受神旨責備的人是愚
昧的（箴言12:1）。總統先生和世界上所有的總統及
國王們，我們都將接受審判，我相信這個日子很快就
要來臨。
真正的上帝的選民相信神
我不是神學院的學者。我是一個真正的上帝的選
民。耶穌的血洗刷了我的罪孽，心中充滿了聖靈。我被
神派來宣講耶穌在十字架上獻身、復活、並永生，不久
將再次降臨人世30。上天賦予我全權來宣講這一切。
一個真正的上帝的選民相信聖經上神的訓導，而大
多數猶太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拒絕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
的事實，然而在舊約中有三百多篇關於彌賽亞預言的經
文，而耶穌基督印證了所有這些預言。有的猶太人皈依
了羅馬天主邪教。梵蒂岡希望他們成為猶太教士去以色
列國會充當他們的間諜。一些猶太教士今天正是那裏的
間諜。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波蘭是個深受梵蒂岡控制的國
家。倘若梵蒂岡這麼喜歡猶太人，當時和今天，它為什
麼允許把主要針對猶太人的屠殺場設在波蘭？為什麼梵
蒂岡要偽造反猶太文件《錫安長老協定書》（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把梵蒂岡統治世界的欲望歸咎
于猶太人？為什麼它要把梵蒂岡的國際銀行家——光明
會和阿劍托的陰謀歸咎于我們猶太人31？如果這個反猶
太的羅馬天主邪教這麼喜歡猶太人，為什麼梵蒂岡在以
色列國會裏安插裝扮成猶太教士的間諜？神說：
「我的子民哪，你們的領袖沒有好好地領導
你們，以致你們不知往哪個方向走」（以賽亞
書3:12）。
彌賽亞第二次降世的時間就要來臨，你必須懺悔或
走向滅亡32。懺悔是指接受彌賽亞和贖罪——耶穌為了
你的罪孽而流下的血33；滅亡是指如果你不懺悔就會走
向地獄34。
許多宗教首領帶著千百萬民眾走向地獄，因為他們
同反基督份子和邪教的關聯和對他們的贊許，「他們的
良心像是給熱鐵烙死了」（提前4:2）。有些教皇的追
隨者裝成基督教徒。這些人和他們的組織一起被梵蒂岡

重賞，因為他們率領著忠實無知的追隨大眾加入撒旦的
統一世界教會，結果這些民眾將會以基督團契、和平、
忠與教會領袖、或愛的名義接受「獸印」 35。民眾很容
易地被領進這個詭計而且認為他們才是正確的，因為
「他們不接受，不喜愛那會使他們得救的真理」（帖撒
羅尼迦後書2:10）而且沒有真正追隨神的話。因為這一
點，神說祂將會「給他們一種強烈的錯覺，讓他們去信
從虛謊。結果，一切不信真理、以罪惡為樂的人將被定
罪下地獄」（帖撒羅尼迦後書2:11-12，請參照帖撒羅
尼迦後書2:3-12）。
這些偽善的首領們熱愛羅馬天主教的金錢和政治關
係。這些東西使他們可以在全國和全世界的電視上出頭
露面，並且幫助他們為自己建立小小的王國，掛名於諸
如電視網、大學、村莊、和其他許多虛浮的商業機構和
所謂的基督教團體。神說：
「用詭詐之舌求財的，就是自己取死」（箴
言21:6）。
這些首領們抬舉教皇並支持他。他們經常拜訪羅馬
的教皇，邀請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加入他們的幾乎全部
社會功能並且無恥地讓他們在電視和電臺上亮相。他們
鼓動雷根總統把我們的國家與反基督的梵蒂岡聯合。梵
蒂岡與這些宗教領袖們互相吹捧因為他們都一樣是撒謊
者。當你們打開電視機的時候很容易見到他們，而且我
認為你們知道他們是誰。
為那些瞎眼的追隨者們祈禱吧，因為他們「倚靠虛
謊無益的話」（耶利米書7:8）；因為那些瞎了眼的首
領們「不說真話，他們教舌頭學習說謊」（耶利米書
9:5），引導那些瞎眼的追隨者們；耶穌說他們二者都
會跌入深坑（路加福音6:39）。耶穌還說：
「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
火湖裏」（啟示錄21:8），而且他們不能進入
天堂，天堂不容「那些犬類的、行邪術的、淫
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編
造虛謊的」（啟示錄22:15），因為他們像欺騙
了夏娃和現在的世界的撒旦一樣36。人會死亡就
是因為夏娃相信了撒旦的謊言。
耶穌不是為攜帶和平而來，而是為了帶一
把劍（馬太福音10:34）。祂來向我們顯示光
明和黑暗的區別、美好和邪惡的區別、真理和
謊言的區別和基督及其追隨者和反基督份子及
其追隨者的區別。祂說，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
而不會跟其它生人走（約翰福音10:3-5、啟示
錄14:4）。你們聽到耶穌的聲音還是教皇的
聲音？你是耶穌的羔羊還是反基督份子的山羊
呢 37？你們喜歡聽謊言還是聖經的真理？
你們當中許多人向這些反基督組織繳納十一稅來支

30 馬太福音10:7-8、28:18-20、馬可福音16:15-20、路加福音24:46-48、使徒行傳1:8-11、10:38-43、歌林多前書1:17-24、2:1-5、9:16-17、歌羅西書1:25-29、提摩太後
書4:1-2 31《世界歷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休．湯瑪斯，哈普－羅出版，498頁；《1866-1945的德國》，G．克瑞格，牛津出版，84頁 32 約珥書2:28-32、馬太
福音24:3-51、路加福音21:7-36、提摩太後書3:1-5、彼得前書4:7、啟示錄6:12-17、14:6 33 馬太福音26:28、羅馬書3:22-26、5:8-21、歌羅西書1:13-14、20-23、希伯來書
9:11-14、10:5-17 34 箴言15:24、馬太福音3:12、13:24-30、37-43、47-50、22:13-14、24:42-44、48-51、路加福音3:17、6:19-31、13:26-28、啟示錄20:11-15 35 啟示錄
13:15-18、14:8-11、15:2、16:1-2、19:20、20:4 36 創世紀3:4-5 37 馬太福音25:31-46、約翰福音10:1-1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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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們。應該支持基督，而不是反基督份子，否則你們
就會跟他一起因為贊成謊言而下地獄。一些教皇的追隨
者裝扮成基督徒到不同的新教教會中活動，搜集錢財，
從而他們可以在耶路薩冷為反基督派重建所羅門神殿。
可是一些無知的基督徒們卻不認為像夏娃那樣被欺騙是
邪惡的，於是向他們捐錢，而不是慎重地、正確地把十
一稅捐向真正的基督教會。耶穌說，「我的民因無知而
滅亡〔下地獄〕」（何西阿書4:6）。
當神的話被廣泛傳播時，羅馬天主教發言人憤怒地
說他們「不能相信現在居然還有人散佈仇恨、偏見和歧
視等等」。可是，這些梵蒂岡大使們真正說的，是他們
不懂如今為什麼還有民眾宣講神的話、真理，還有人有
膽量揭露撒旦（正是他們）。與梵蒂岡合併的那些背離
上帝的基督徒聲辯說「在聖經中，神或者聖子耶穌基督
根本沒有反抗撒旦或者命令他們的子民反抗撒旦（事實
恰恰相反）」。
在聖經中，從創世紀篇到啟示錄，神、聖子基督耶
穌、基督教的鼻祖、先知們、信徒們、和使徒們對於
撒旦都予以反抗，無論他何時提出虛妄的主張38。我們
在耶穌的命令下使用這把劍（神的話）去忠心地、勇敢
地反抗撒旦從而來防衛和維護上帝的真理39。耶穌在誘
惑山上用聖經的真理來回應撒旦虛妄的主張（馬太福音
4:3-11），上帝命令我們應該同樣這麼做。
聖靈通過保羅說，「要傳道」（提摩太後書4:2）。
不要遺漏有關反基督份子、假先知要求我們去回應撒旦
的經文部分，和那些要求我們黨人們犯錯時應該去訓斥
和譴責他們的經文。耶穌說如果我們想走向天堂，就必
須按照神所說的一切話生活（馬太福音4:4）。這就是
說我們不能遺漏有關反基督份子、假先知等的話，因為
耶穌說過當我們知道了聖經上的真理，真理就讓我們得
以自由（約翰福音8:32）。但是反基督份子和他的假先
知們不希望你們得以自由，因為他們的主子就是撒旦，
而撒旦喜歡把民眾禁錮在罪惡之中。如果他們不喜歡禁
錮民眾，那麼為什麼在我們宣講那將使民眾得以自由的
神道時他們會那樣的憤怒？如果他們不屬於撒旦，為什
麼把宣講神道說成是邪惡、仇恨、偏見、和歧視？
反基督份子和他們的假先知們說我們不必去熱誠地
侍奉神。他們說遵循神的戒律、宣道、和熱誠地實踐神
的話是罪過。但是在啟示錄中，耶穌命令我們要充滿激
情，否則祂會把我們從口中吐出（啟示錄3:16）。激
情和勇敢是神和祂的子民的準則。無論神要我們去做
什麼，我們都應激情滿懷、全心全意地去做（馬太福音
22:37，歌羅西書3:23）。假如任何民眾被任何神道得
罪了，神說那他們就是像野獸一樣愚昧。神還說那些被
神道得罪的或者拒絕神道的是罪孽40。抗拒神道就是抗
拒基督，並且我們只有接受並信奉神道，也就是接受並

信奉基督，才能得以拯救。「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
必得救」（使徒行傳16:31）。
梵蒂岡通過她的黑手黨，首先用色情、賣淫、毒
品、製造和販賣酒精飲料使人酗酒等而毀滅了我們美
國的道德。現在梵蒂岡又假裝正直，通過美國政府推出
新的法律對她自己在全國和全世界所製造的污穢進行審
查。
這是這個邪教玩弄的迷惑人心的、卑鄙的伎倆，讓
你們去相信她是美好的、正派的、純潔的和虔誠的。
這也是她第一次企圖在全世界發動的審查行為41。她的
審查行動的第二個目的將會是審查所有的言論，包括
聖經，要按照她所希望的那樣去斷章取義，而這正是聖
經反對的42。她知道這個世界還沒有意識到她的邪惡行
動，而且這個世界還不知道這些污穢猥褻的東西是她製
造的，還會因為這些精心策劃的「高尚」行為向她鼓
掌、向她致敬。就這樣，她把對她的詭計毫不知情的大
眾從神那裏誘惑到自己身邊。
她的目的是領著這些瞎眼的人們走向地獄。痛苦喜
歡有夥伴，撒旦和他的追隨者們不想被孤單地在地獄
被燒毀。他們想要你、親愛的人們，去分享他們在地
獄中永久的煎熬43。你是否希望得到他們為你計劃的東
西？或者你希望得到耶穌為你所準備的、遠離所有的
邪惡、遠離欺詐、遠離所有可能的危害，與神共享永
恒的歡樂44？
懺悔你的罪惡，追隨上帝
別為這個世界生活，它是如此的暫短45。了解宇宙的
創世者和統治者希望你所擁有的歸宿，為這個目的而奮
鬥。你必須抵制撒旦所做的，在他的羅馬天主邪教的幫
助下統治世界的計劃46。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像魔鬼
和羅馬教皇一樣的邪惡和反叛上帝——羅馬教皇甚至自
稱為上帝。立刻行動，懺悔你的罪惡，追隨上帝。不要
像魔鬼一樣，因為對他來說已經太遲了。他將永遠在地
獄受煎熬（啟示錄14:11）。
「來吧！我們來理論！雖然你們的罪污朱
紅，我卻要使你們像雪一樣的潔白。雖然你們
的罪污深紅，我卻要使你們跟羊毛一樣的白」
（以賽亞書1:18）。
為了顯示祂對我們的愛，神把祂最心愛的兒子送去
為我們而死。耶穌是那樣的愛我們，為我們祂獻出了祂
的生命、為我們流血，使我們的罪孽可以被洗淨而得到
寬恕47。如果我們像神和聖子基督耶穌愛我們那樣地去
愛世人，那麼，我們就會拋棄我們的罪孽和原來敗壞的
生活方式，正確學習神道，把神的真理傳給這個被謊言
矇騙了如此長久的世界。這樣世人可以得到拯救，並得
到神賜予的新生。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學到了正確神道
的傳導者，他們怎麼會知道呢48？

38 馬太福音4:3-11、16:21-23、啟示錄22:18-19 39 以弗所書4:27、6:17、帖撒羅尼迦後書2:14-15、提摩太後書1:13、提多書3:10、希伯來書4:12、雅各書4:7 40 以西結書
20:21-24、撒迦利亞7:11-13、雅各書2:10-11、約翰一書3:4 41《教會和政府》，卷37，第1節，1984年1月，16頁 42《梵蒂岡帝國》（The Vatican Empire），尼諾．洛貝落，
68頁 43 馬太福音22:13、25:30-46、馬可福音9:43-44、路加福音3:17、帖撒羅尼迦後書1:1-9、彼得後書2:4、9、啟示錄14:10-11 44 以賽亞書64:4、歌林多前書2:9、啟示錄
7:16-17、21:3-4、22-27、22:1-5 45 詩篇103:15-18、約翰福音12:25、雅各書1:9-12、約翰一書2:15-17 46 但以理書7:7-11、23-26、啟示錄14:8、16:10-11、17:15-18、
18 章、19:20 47 馬太福音26:28、使徒行傳13:38-39、希伯來書9:22、26、約翰一書1:7 48 羅馬書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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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邪教中出來的投誠者說，百分之六十八的梵蒂岡神
職人員都犯有男女同性戀和私通罪。所有這些行為都是
神絕對禁止的，而且如果他們不懺悔就將導致他們的靈
魂下地獄 50。長期以來，許多著名人物都把梵蒂岡叫做
「腐敗的陰溝」。
我認識一個在梵蒂岡工作了許多年，並且僅向教皇彙
報工作的前高級天主教牧師。他對我說，教皇約翰．保羅
二世當年在波蘭克拉克而城作牧師時，當地工廠的工人對
他很憤怒，因為據說他在去那裡訪問時，騷擾工廠托兒所
的幼童。很多工人們想要殺死他，並宣稱他們不希望他再
去他們的工廠訪問。如果他去工廠訪問的話，有些工人會
向他投擲破油布。他們還說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是個同性
戀者。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梵蒂岡操縱下的美國聯邦政府
會通過反對歧視同性戀的所有新規定了。
當他還是一個牧師時，教皇保羅二世寫了一本關於淫
慾的書，他在書中好像引用聖經般地反復地引用弗洛伊
德的話。弗洛伊德是一個皈依了羅馬天主教的猶太人，
是世界上一個惡名彰著的變態者。撒旦通過梵蒂岡操縱
的統一世界政府、教會和媒體，扶持他同整個精神病學
界成名。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病學家同事們宣稱不應該
有「罪孽」和「內咎」這些概念。這樣梵蒂岡就可以利
用這些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讓他們把自稱信奉神的
超自然力和神會向人顯靈的人們送入精神病院。這些心
理學者及精神病學者和梵蒂岡的重量級新聞媒體，聯合
嘲弄那些敢于以神道揭露梵蒂岡，並相信聖經中神所說
的每一句話的人們。他們相信神授予基督的門徒使人復
活、治愈病痛、驅逐魔鬼的能力，他們也相信他們必須
獲得新生、並抵抗和揭露惡魔以及神在啟示錄裏稱為
「大淫婦」的梵蒂岡邪教。弗洛伊德和保羅二世的謬論
如出一轍，正如教皇在他自己的書中所承認的。
現在，他已經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成了羅馬天主邪教
和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的統治者，他能夠根據自己的想法
制定任何法律。他制定了強迫年青男女在大學宿舍中共
用廁所的法律，希望我們生活在他的扭曲的性幻想中。
他在看到人們在法律的迫使下過著這種生活而欣喜。這
些在梵蒂岡推動下通過的，將人的靈魂引向地獄的變態
的新法律由她的兩個政府機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和
教育部實施 51。這些機構的名稱聽起來冠冕堂皇，正像
梵蒂岡假扮白雪公主形象一樣。
在神和撒旦的精神戰爭中，神的子民受到撒旦追隨者
的迫害，但是我們欣喜若狂，因為耶穌說，「要歡喜快
樂，因為在天上將有豐富的獎賞為你們保存著；從前的
先知也同樣受過人的迫害」（馬太福音5:12）。我們是
世界上最強大的原宗基督教組織，並且以此為榮。
有些出版社曾經出版書刊，發表有關我們教會的謊
言，並把我們稱為邪教。因為他們露骨的謊言，又因為
我們必須捍衛有關我們基督教會的真相，我們不得不查
驗這些出版社，結果發現了它們都受教皇追隨者的控
制。雖然這些出版社當中有些甚至出版聖經，他們根本

「如果你們拒絕我，背叛我，就要喪生刀
下。我這樣宣布了」（以賽亞書1:20）。
如果你想得到拯救，做這個禱告吧，那麼你將會得
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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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已得拯救，向著天堂，舉起雙臂，讚美主吧。
當你作過這個祈禱並得知自己獲得拯救之後，請閱讀
英文詹姆士王版或中文和合版的《聖經》。請儘快給我
們打電話或者寫信，以便在如何通過聖靈的洗禮而得到
神力，如何完全地令主滿意方面得到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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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的更多秘密
梵蒂岡是那麼神秘，大多數牧師、修女、低級神職
人員和聯邦政府機構的低級員工們都不知道他們是這個
世界最大邪教的一部分，也不知道毒品、賣淫、色情、
酗酒、以及黑市，所有骯髒的東西都可以追溯到梵蒂岡
和受她操縱的政府機構 49。從這個最大的教派——羅馬

49 啟示錄17:1-6、18:2-3、23-24 50 馬太福音15:18-20、羅馬書1:20-32、歌林多前書6:9-10、18、10:8、以弗所書5:5、希伯來書12:16-17、13:4、啟示錄21:8 51《梵蒂岡
USA》，尼諾．洛貝落，78-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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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聽從聖經的教導。耶穌說不要錯誤地指責別人（路加
福音3:14）。
「你們無權虐待我的子民，無權欺詐窮人。
我 ——至高上主，萬軍的統帥這樣宣布了」（以
賽亞書3:15）。
你們難道不知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嗎（加拉
太書6:7）？你怎樣對待別人，神會加倍來對待
你……主說祂必報應那些迫害祂的子民的人（羅
馬書12:19，希伯來書10:30）。
黨人們散佈關於我們的謊言，我們感到歡樂，因為耶
穌說我們的報酬巨大（馬太福音5:11-12）。
受梵蒂岡操縱的聯邦政府機構和她的重要新聞媒體
也讓我們享受了極大的歡樂和天堂裏的豐碩的回報，因
為他們聯合著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我們送上法庭，並在過
去十五年中不斷地製造謊言中傷我們。在調查中，我們
發現了這些重要的新聞媒體 52，當然還有前面所述的那
些政府機構，都被梵蒂岡秘密控制或者已經擁有了。耶
穌啊，我們要感謝你並讚美你，因為你向我們顯示了這
些事實，並答應給我們賞賜。在詩篇裏，作者大衛王寫
道 53：
詩篇2:2-5中說，世上的君王一齊來商議，要
攻擊神和他的子民，他們說要毀掉這些神的子
民。上主從天上的寶座發笑，祂譏笑這些人的愚
蠢。祂在盛怒下告誡他們，在氣憤中使他們驚惶
失措。
與神抗爭的人的可怕的報應
把那些不幸的、與神、聖子、基督耶穌、聖靈和神的
子民的相抗爭的人們包括在你們的祈禱中吧，因為，他
們如果還要執迷不悟，他們將要得到令人顫慄的報應。
我們，就像天國中的聖父和聖子基督耶穌一樣，並不希
望任何人下地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教導所有的人以主
耶穌基督之名祈禱，祈禱這些人能夠接受基督作為他們
個人的拯救者，並開始為祂行善，而不是為撒旦做那些
無用之功，其結果將是走向那無邊的地獄並受永遠的煎
熬。（我們不是為魔鬼或者那些褻瀆聖靈的人所祈禱，
我們決不為他們祈禱〔約翰一書5:16〕。）我們的教會
在擴大，正如耶穌說的在迫害之下會更加茁壯地成長。
如果神如此熱愛這個世界，我們又怎麼能不愛呢？這篇
揭露的文章是帶著愛心寫的，要讓那些珍貴的靈魂不再
受梵蒂岡和她的同謀的欺騙，被打上獸印走向地獄54。
發現了羅馬天主邪教和她的同謀者真相的每一個人，
有史以來直至今天，都被叫做異端的、惡毒的、危險
的、詭秘的、歧視其它教派的等等，而且成為她大規模
人身攻擊的對象。
他們還說我們有梵蒂岡狂想症。難道林肯和甘迺迪都
有梵蒂岡狂想症嗎？今天，千百萬民眾中的每一個遭到
受梵蒂岡操縱的美國聯邦和州政府機構騷擾的人，再加

上那些失業者和飢餓的人（有的是因為飢寒交迫才被逼
著偷竊而坐牢的），難道他們都得了梵蒂岡狂想症嗎?
因為這一揭露，羅馬天主邪教就裝出似乎他們反倒是
被迫害的樣子，她會無辜地呼喊「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
們身上？」，她知道這麼做會得到那些對她的行為一無
所知的人們的同情。我對魔鬼和他的邪教沒有任何同情
之心。我沒有寫作聖經，我只不過是宣講它。神不恨善
行，只是憎恨惡行55。
梵蒂岡和她的追隨者都有資格得到奧斯卡的最佳無辜
和虔誠表演獎，還有把她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最佳化妝和
服裝設計獎。在白雪公主的外衣下，是流膿潰爛的膿瘡
和癬疥。她表面上甜蜜地笑著說，「我愛你，弟兄」，
可是在背地裏，她卻藏起了那雙滴著耶穌殉難者鮮血的
手56。
這裡是一個梵蒂岡怎樣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例子。
當她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梵蒂岡的又一次宗教裁判）
就要失敗的時候，她有一次趕快幫助藏匿了一千個猶太
人，就這樣，在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之後，她可以說，
「我們隱藏並且保護了猶太人；我們是愛猶太人的」。
這就是梵蒂岡作為的真相。
說到電影獎，梵蒂岡已經涉足電影業很長時間了57。
深受強大的羅馬天主教說客影響的好萊塢給我們提供
了如《聖女之歌》、《與我同行》和一大批為羅馬天
主邪教歌功頌德的電影。另一方面，他們極力推銷像
將新教福音傳道人作為反面形象的《靈與慾》（Elmer
Gantry）這樣的電影。你們還記得一個叫《法網》的電
視節目嗎？這個節目有時暗指殺人放火的犯罪嫌疑是基
督徒。 58而且天主教牧師總是由那些受尊敬的、拿高額
酬金的大明星扮演，像賓．科洛斯比和白瑞．費則羅。
你們能看到，我們在許多方面遭受到梵蒂岡（統一世界
教會和全世界政府的領袖）的心理打擊。
為了繼續裝扮白雪公主，梵蒂岡運用她的新聞媒體推
銷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她敬奉為神的教皇——這個邪教
的首領塗脂抹粉的一個三小時的宏片巨製。我敢保証，
向他扔破油布的意外情節，肯定是被劇本刪除掉了。
羅馬天主邪教中有很多善良的人們，他們並不富裕，
有的甚至非常貧窮，他們並不想在天主教會中謀求更好的
職位。這些人的大多數是謙恭的。這些普通的民眾完全不
知道羅馬天主邪教已經犯下和正在犯的罪孽，他們僅知道
那是一間真正的教會。因為神知道他們的心是誠摯的，
祂對這些無知的人們說他們要從那邪教裏出來（啟示錄
18:4）。讓我們為他們不久就會這麼做而祈禱吧。
我們要對邪惡的、統治羅馬賣淫院的超級老闆（教
皇）和賦權予她的政府們做一次無情的提示：你們的統
治將是非常短暫的。主是這樣說的。
「還不到一個鐘頭，這一切財富竟都喪失
了！」（啟示錄18:17）。

52《二十世紀的梵蒂岡帝國主義》，155頁 53《梵蒂岡文件集第二卷》（The Documents of Vatican II），沃特．艾伯特，S.J.，319頁-331頁；《二十世紀的梵蒂岡帝國主義》，
150頁；《洛克菲勒檔案》（The Rockefeller File），艾倫，第6章；《誰敢把它叫做陰謀》（None Dare Call It Conspiracy），G．艾倫，第5章；《可利爾百科全書》（Collierʼs
National Encyclopedia），1936，s.v.「光明會」；《天主教百科全書》（Catholic Encyclopedia），s.v.「光明會」，「Ingolstadt」 54 啟示錄13:16-18、14:9-11、19:20 55 詩
篇7:11、45:6-7、箴言8:13、摩5:15、羅馬書1:18、希伯來書1:8-9 56 啟示錄17:1-6、第18章 57《梵蒂岡USA》，20-21頁 58《煙障》，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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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不同的人。但是梵蒂岡卻把這種殺戮叫做「聖戰」而赦
免它，再一次證實了她違反聖經，是一個惡毒的邪教。
五十年前，基爾若大主教說：
「正因為我們天主教掌管了郵局，郵政部才有
辦法監查任何非羅馬天主教徒的所在地，和他們
的活動。只要我們的人控制住郵局，我們就不需
要擔心他們的非法秘密活動被人發現了。」
知道了這些事實，郵政部目前企圖取消讓我們教會使
用大宗費用郵件折扣的權利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們在
非法地壓制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權利。這是梵蒂岡正
在迅速地、靜悄悄地企圖予以廢除的我們最後的兩項憲
法保障。州和聯邦機構、新聞媒體及各國的法律系統在
梵蒂岡的指使下，一定會說《教皇的秘密》是「仇恨」
文章，他們會告訴你們我是仇敵。但是，像使徒保羅一
樣，我會說，「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仇敵
麼？」（加拉太書4:16）。
公佈真相、讓民眾能夠躲避撒旦通過羅馬教皇用他
那仇恨的、獨裁的羅馬教令條款而非我們正統的美國憲
法，在世界的殘酷統治，讓全世界的民眾能夠躲避這獸
印和地獄之火，這難道是仇恨嗎？耶穌說，告訴真相是
愛，並且命令我們到世界各國去宣講真理 63，「你們必
曉得真理，因為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
8:32）。
你們可以相信教皇，或者相信我。我向你們揭露的
只是教皇的秘密的一部分。神說過教皇組織是大地上一
切祂所憎恨之物的發起者，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祂
所有的所憎之物。你可以去讀英文詹姆士王版或中文和
合版的《聖經》，來看我是否在告訴你們真理。相信
神。「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使徒行傳
16:31）64。

「燒婬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啟示錄
19:3）。
「接著，我看見三個邪靈，好像青蛙，分別從
戾龍的口、獸的口、和假先知的口出來」（啟示
錄16:13）。
黨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時，猶太祭司的職位
就不復存在了59。除了猶太人之外，在聖經中找
不到神把祭司的權力交給意大利人、波蘭人、或
者其他任何人種的地方。在十二個雅各後裔的猶
太家族裏，神僅讓利未家族的人擔任過祭司60。
這顯示了梵蒂岡指派神父的行為是沒有經文根據
的，而這所謂的指派神父的權力是他們自己捏造
出來的。當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並說「成了」的
時侯，祂成了唯一的大祭司，並從而取消了猶太
祭司的職位（約翰福音19:30）61。
梵蒂岡想從羅馬遷到耶路撒冷。1973年9月26日，
《休士頓紀事報》報導了貪婪政治權力的亨利．基辛格
建議「耶路撒冷成為國際城市，讓教皇擁有控制宗教聖
地和宗教活動的權力」來協助梵蒂岡這個超級邪教。
聖經從未提及過什麼煉獄（你只是在那裡暫時受苦，
你可以從那裡上天堂或是下地獄）或者任何諸如此類的
地方，而是明白無誤地說，「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
死，死後且有審判」（希伯來書9:27）。神將判你上天
堂或者地獄，再沒有其他的地方 62。你們不能買到升天
之路，也不能買到出地獄之門。
在新約中，也從來沒有提及要去殺死那些和我們的信
59 以賽亞書53:7、馬可福音15:37-39、希伯來書2:14-18、3:1-4、4:14-16、5:1-6、
7:19-28 60 出埃及記28:1、30:30 61 希伯來書2:14-17、3:1、4:14-15、5:5-10、
7:26-28、9:11-28 62 羅馬書2:5-6、5:18、14:10-12、歌林多後書5:10、希伯來書
9:27、猶大書1:6、14-15

若想查閱阿拉摩牧師的著作以及我們的國際廣播

63 馬可福音16:15、路加福音9:60-62、使徒行傳10:42、羅馬書10:13-15、歌林多前
書1:17-18、帖撒羅尼迦後書4:2 64 啟示錄17:3-15、18、18:2-1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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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獻表達了救世的真正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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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2006版權所有。世界牧師托尼•阿拉摩注冊商標198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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