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兽印记
…已现当前！

Herbert W. Armstrong 著

你最好知道你的身上是否有了这个印记！没有它，任何人都不得作买卖！没有它，你可

能会被折磨致死！但是有了它，你就要遭遇最后的七灾！

有人说这个神秘的“印记”是一角钱硬币上象征权利的符号。二战期间，许多人认为它

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徽。而在大萧条新政时期，很多人说这是罗斯福的美国国家复兴署（NRA）

的标识！

我们这代人从未曾对什么事情如此感兴趣，又如此犯难过。尽管牧师们和传道者曾对此

传讲过上千次，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上百万人对此充满了好奇。

传道者在传讲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会提到一段经文，仅此一段！

常读到的唯一一段经文

这是常被引述的一段重要经文：

“他（第二只“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

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启示

录 13：16-17）



传讲者习惯性地仅凭自己的想象来妄断文义。这段大意看上去是你若没有这神秘的印记

便不能做买卖，因为我们都想要做买卖，所以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去受这印记！

但是他们却忘了给你看另一段经文：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

这七灾中发尽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启示录 15：1，6；16：1-2）

若你确有“兽印记”，你就会遭受可怕的惩罚，毫不留情——你将遭受七灾！

怎么能知道它是什么！

圣经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与其由着那些并未理解其真实意义的人们仅从一段

经文出发，至神对这一秘密的启示于不顾，将仅凭想象所得到的荒谬论断强加于受骗的大众，

倒不如让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解释这一印记的真正含义的吧！

没错，神对我们说了很多次！圣经里准确明了地揭示并解释了它是什么！但是，要想找

出神给的答案，我们必须将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经文汇总到一起！

首先，从常被引用的这一段经文来看（启示录 13：16-17），请注意：这“印记”应该

是很受欢迎的——为多数人所喜欢，所追求的——且为世俗所公认的——因为除非受了这

“印记”，否则便不得“做买卖”。

人们都想“做买卖”。经文中“做买卖”的字面意思指的是有能力买——而不是说人们

购买生活必须品的那些店铺不收钱了，对于那些拒受“印记”的人，他们将没有买的能力，

无法维持生计，赚不到钱，也做不了生意。

“兽印记”指的就是有做生意，做工和维持生计的能力。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神对此给我们揭示的真相——提及这问题的所有经文。

这兽是什么？

先来看看这个“兽”字。“印记”是“兽”的印记。这在该段的第一句话中就描述过：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

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

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启示录 13：1-2）

这个怪“兽”是什么？一本名为《谁是怪兽？》的小册子指出了，这兽是但以理书第七

章中所描述的四个兽中最强大的一个，它象征着罗马帝国。因篇幅有限，此处不多赘述。如

有需要，可将这本小册子免费邮寄给你。

但以理书第七章揭示了这些兽象征着各民主政府或世界上的各大王国。但以理书的头一

“兽”像狮子，象征着尼布甲尼撒的迦勒底帝国，又称巴比伦。第二个像熊，象征波斯帝国；

第三个有四个头，像豹，代表亚历山大的希腊马其顿帝国及在其死后分裂的四个国家；第四

个与其他的兽大不相同，罗马帝国吞并了其他帝国，其在物质与军事实力上都胜过其他帝国。

启示录第 13 章中描述过，这兽的口像狮子的口一样大；脚像熊的脚；形状像豹。它所

代表的帝国拥有但以理书中所述的一切“兽”的力量。这就是罗马帝国。

请注意，“龙”将自己的座位，能力和大权都给了这个帝国。启示录 12：9 和 20：2 都

很清楚地告诉过我们，“龙”就是魔鬼撒旦。那么，这就是撒旦用来控制和愚弄世界的政治

武器。

谁的印记？

要注意了！这“印记”是兽的印记——这“兽”就是罗马帝国。启示录第 17 章中描述

了这兽后来的情况，有个“女人”——大教会——跨在它上面，指挥它，控制它。但这印记

是罗马帝国的印记——而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

这是事实一，请记住。



但在第 11句中描述了另一只“兽”（启示录 13）。这兽有两角，如羊羔，说话好像龙。

圣经明显地揭示了这第二只“兽”才是罗马天主教会。这教会是宗教性的世界帝国，即

教政。详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罗马教廷”一文。

它接管了第一只兽——即罗马帝国的一切权利，并予以实行、运用。公元 554 年以后，

确如预言所说，罗马教会接管并统治了 1260年！

再来看看第 15-16 句：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

叫众人……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启示录 13：15-16）

这里的教会被愚弄了——魔鬼骗了她，利用了她，也欺骗了全世界。请注意，事实上，

教会并没有杀这些人——他们只是因她而死。而且也是她让她管辖的所有人都受了兽的印记。

罗马之印

请注意上文为我们所揭示的：

1）“他”——是建立罗马教廷和教政的天主教会，并效法了罗马帝国的教会。

2）“叫”所有人都受此印记。强迫人们受此印记的是教会而非民主政府。

3）就是这一力量让圣徒蒙难。

4）它叫人们受这“兽”的印记——即罗马帝国的印记，而非教会的印记。

5）这印记是受在右手上和额头上的。

所以这印记是罗马帝国之印，而罗马教会就是，或将是导致西方世界接受此印的始作俑

者。

两次殉难

下面，请注意圣徒的被害时间。从中可知，被迫受兽印记的时间。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阿，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

（启示录 6：9-10）

从此处的描述可知，近现代时期，中世纪的殉教者们已然死去。他们知道“上帝说过，

我要复仇”。他们了解，对于这迫害并欺骗大众的假教会，神的审判将会是启示录第 18章中

提到的，在基督再次降临之时，于羔羊的面前倒出的七灾。见启示录第 18 章。此处描述了

这些死去的圣徒大声喊着“要到几时”基督会再次降临，通过七灾为他们报流血的仇。据历

史记载，有五百万到一亿的圣徒因信奉圣经，甘愿听从神的教诲，并拒绝遵从人和魔鬼的教

政而被害。现在，请注意，在七灾和基督降临之前，有什么事情必将再次出现！

“于是有白衣（象征正义与纯洁）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

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启示录 6：11）

直到第二次大规模的殉难发生之后，基督才会降临并向假教会复仇！

注意！已发生了一次殉难。那些圣徒已经遇害。待耶稣回到人间——即他对假巴比伦及

其教会进行审判之时——他们将会复活。但是圣徒们还将遭受一次全局性的迫害并为之殉难，

就在基督降临，对魔鬼复仇之前！一共有两次大规模的殉难！

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殉难就是这场大的灾祸（马太福音 24：9,21-22）。这场灾难并不是

神之怒火——最后的七灾。而是撒旦的怒火（启示录 12：12），是由即将成立的叛道教会“欧

洲联合国”倡导的，并用来折磨真正的神之子民！这是对那些由神选定的不会被欺骗的神之

圣徒的迫害，折磨和杀戮（马太福音 24：24）。除非这场大灾祸持续的时间能够缩短，否则

将无人幸免。多亏了那些被害的神之圣徒，灾祸的持续时间定被缩短。

神将出面。基督会“很快降临”。

印记——彼一时，此一时

现在来比较这几段经文：



启示录第 17 章中描述了这个教会，即骑在兽上的大淫妇，约翰写道：“我又看见那女人

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第 6 句）

同样：启示录 20：4 中记载——“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

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

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已经或必将遇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拒受兽印

记——拒绝朝拜教会及其帝国！他们信的是神，而不是人！他们的生命是由神主宰的。他们

是神之国，而非人之国，的孩子，继承者，和未来的子民。但是——一定要注意！——如神

之旨意所言，他们要做人之政府的臣民。不能反抗——只能屈服并接受惩罚。他们受尽折磨

——惨遭杀害！但他们遵从的是神的政府，而非与之相反的人之政府。而且，当基督以王中

之王的身份再次降临，一统世界之时，他们都将成为神的小牧师与小国王，统治世界！

这揭示了什么，你明白了吗？一千年前，那些殉难者被杀的原因是他们拒绝朝拜罗马天

主教会，拒拜偶像，拒绝接受异教徒的信仰与习俗，拒不信奉所谓的“圣罗马帝国”，——

他们也拒受兽印记！

这意味着，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人们为了不被杀害，而被迫接受兽印记！一千多年以来，

兽印记一直完整地存在着并强加在人身上！

但是，因为受了兽印记的人就要遭受基督降临时的七灾，那可怕的印记就会再次强加在

人身上！而那些拒绝接受它的人也将会在即将来临的大灾祸中殉难！

现在，我们才找到了一丝破解这难题的眉目！

第三位天使的忠告

很快地，世人就会蒙受心灵的黑暗，任何人不许传讲基督真正的福音。我们必须珍惜为

神服务的时间——因为心灵的暗夜就要降临，到那时便不能为神服务了。

那时，神将会派天使带着他的最后忠告到这些受假教会统治的叛国中去，最后见证他们

造的罪。启示录第 14 章中的预言记录了三位天使所带来的忠告。请注意第三位天使带来的

最后忠告：

“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最后的七灾，灭顶之灾，毫不留情！（启示录 14：9-10）

这表明，尽管殉难者以外的所有人是在一千多年前受这印记的，可它仍然是当今罗马叛

教者的标识，并再次强加在人身上。那些拒绝接受它的，也会再次被杀害。而那些接受它的

人必将遭受神的怒火，毫不留情！

亲爱的读者，请务必尽快选出你所要追随的一方——是在罗马天主教统治下，以欧洲联

合国的方式唤醒的未来的法西斯罗马帝国——还是要追随神！

服从之印

现在我们明白了，兽之印记与服从谁有关——我们应该服从神，还是反对神之诫命而服

从人的统治。

这关乎神之诫命！

请注意，这里有两类人——一类人受了印记，另一类人拒受印记并受到迫害。现在请关

注那些对于拒绝接受魔鬼之印的描述：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 14：12）。

就是这个意思！本章的第 9-11 句描述了第三位天使的忠告，那些受兽印记的人必将受

到神之七灾的惩罚。下面的第 12 句说的是那些不受印记的圣徒才是守神诫命的人。所以那

些受印记的，是拒绝守神诫命的。因而，兽印记就是拒守神诫命，或拒守任一条诫命的意思，

因为违背一条诫命，就等于违背了全部诫命（雅各书 2：10）。

所以说，一类人受兽印记。



另一类人守神诫命。

悖逆之印

因此，无论兽印记是什么，都是悖逆神之政府——神之诫命。

此处给出了进一步的证明——那些胜了兽印记的人：

启示录 15：2-3：“我看见彷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搀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

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

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阿，你的道途义哉，诚哉。”

这里指的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奴役一事。摩西是基督的化身。法老是兽的化

现。神降在埃及的灾祸与之降于巴比伦的最后七灾相近。以色列人站在红海之滨，奇迹般地

得到了神的救赎。此处，玻璃海象征着神之圣徒。

他们唱摩西的歌，和羔羊（基督）的歌。摩西代表律法和神之诫命，羔羊（基督）代表

真谛和救赎。

记住，兽是魔鬼统治下的人民政府。启示录第 12 章提到撒旦大怒“因为魔鬼知道自己

的时候不多。”（启示录 12：12）。随后，他开始迫害，折磨真正的教会——神之圣徒。这发

生在基督再次降临之前（第 13句）。请注意，撒旦的发怒对象：

“龙（撒旦）向妇人（教会）发怒，去与他其馀（最后一代）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

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第 17句）。

再次证明，那些守神诫命的——服从神的统治，奉行神之言的——圣经，是耶稣基督的

书面见证——他们是魔鬼迫害与杀害的对象，而假教会和复活的法西斯帝国则是他杀人的刀！

但是撒旦很了解自己。他会为自己受一个印记，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迫害乃至被杀害，正

如神为有罪的该隐做了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一样（见创世纪 4：15）。没有受撒旦印

记的人——兽印记——都要遭受撒旦之灾祸的怒火。

谢天谢地，多亏那些被神选中的人，灾祸持续的时间定会缩短！

遭受七灾的一类人

这里提到两类人。受兽印记的一类人会遭受神降下的灾祸。那么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明确

谁会是那些遭受神之怒火的人，以及神要惩罚他们的原因，我们就能明白这印记是什么。

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让基督徒们远离淫乱，贪婪和拜偶像等悖逆神诫命之事。他接着

说，“因这些事”（悖逆神律），“神的忿怒（最后的七灾）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以弗

所书 5：6）

很明显！神的愤怒，即最后的七灾，会降临到那些不服从神，悖逆神诫命的人身上。就

是说，七灾会降临到那些受兽印记的人身上！

那些遭灾的就是悖逆神诫命的，也是受兽印记的！很明显，兽印记代表悖逆神命。

歌罗西书 3：5-6 中也提到：“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

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歌罗西

书 3：5-6）

再来看旧约的几则预言：“耶和华的大日临近（神的忿怒，最后的七灾）……那日是忿

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

罪了我。”（西番雅书 1：14-17）。他们何罪之有？

“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壹书 3：4），即悖逆诫命。

真相呼之欲出！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真相呼之欲出！



1）“印记”指的就是拒不遵守或悖逆神之诫命。雅各书 2：10-11 中记载，神告诉我

们，如果我们悖逆了一条诫命，我们就触犯了神律，即违背了一切诫命！

2）罗马帝国就是这“印记”的始作俑者。它才是兽印记，而不是骑着兽的女人。

3）是罗马教会愚弄人民令其受这印记的。

4）撒旦赐予罗马帝国以宝座和权利，撒旦利用这一政治工具来愚弄全世界。

5）那些拒受印记的，不得“做买卖”，即经商，做生意或做工。

6）拒受印记的人，因其拒绝接受印记，守神诫命，而遭受或定会遭受迫害！

7）因此，结论显而易见，这“印记”是由源于罗马帝国异教的罗马天主教会强加给民

众的，狡诈的魔鬼利用它来骗取民众触犯神的十诫。这与人们做工，做生意，维持生计息息

相关。

撒旦是个狡猾的骗子。他的谎话像真的似的！他从神诫命中选择了一条鱼目混珠，并且

让人难辩真假！他所选的是凡夫人最不在意的一条！他虽然没在拜偶像，渎神，或偷盗，妄

语，杀戮，淫乱上面弄虚作假，却领着人们犯了这些罪。

他选的是哪条诫命？哪条诫命与人们做工或做生意有关呢？

可能只有一条诫命，也是人们认为无足轻重的一条，就是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

为圣日……第七日是神的安息日。”除非能从神的话中得到特殊启示，否则没人知道守哪一

天有什么区别。

礼拜天一词源于何处？并非源自罗马天主教会，而是源自罗马帝国的异教，早于天主教

会的诞生！这天，那些古异教徒们于日出之时聚集在一起，面朝东方，（就像他们现在在复

活节早上所作的一样），膜拜旭日东升。康斯坦丁是罗马帝国的国王，并非主教，他将礼拜

天定为“基督休息日”。是罗马教会强迫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说法！

圣徒为何受害

为了守第四条诫命，守安息日，上百万的圣徒被处死。公元 363 年，罗马天主教于老

底嘉会议通过了这项法令：“基督徒不得犹太化，休安息日，必于那日工作，于礼拜天休息。

若但发现犹太化者，将其逐出基督教。”

教会导致他们被杀。一旦被教会驱逐（成为异教徒），帝国的国民警卫队就会折磨他们。

除非放弃信仰，否则就会被折磨致死！

罗马帝国就串改了这条诫命！但以理书 7：25 的预言描述了这“兽”和小角（罗马教

廷）的出现，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即改变有关节期的神律，即安息日的时间。

印记到底是什么？

印记到底是什么？圣经中它的用法与“标识”相同，有一两处这两个词是交替使用的。

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印记”是强加在身上的身份标记。养牛的人在牛身上打上印记，作为

标记。“标识”是自愿接受并使用的一种身份的标识。正如药商会在店前挂个牌子，写明商

店的类型和所有人，如＂琼斯药店＂。

这“兽”与教会勾结，为西方世界打上印记。那些服从神，守安息日的将被杀害。他们

不得“做买卖”。但是神并没有强迫任何人。神说，“愿意的可以来”。神让我们自己决定

是否服从于他，接受基督，并成为他的子民。

但是，能将我们标记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是神的吗？

神的标识

是的！毫无疑问。



在神和以色列订立并签约以后。旧约的有效期是有限的，它已被新约取代。但此后，通

过流血牺牲才得以订立并签署的约定，不在旧约的范围之内。

四十天后，神为自己和其一切臣民订立了新的，独立的，完全不同的约定，且永远有效。

出埃及记 31：12-17 有此记录。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我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世世代代仍在延续（见免费小册子＜预言中的联合国＞）。那么

它何以成为标识？它能为我们鉴别谁是神吗？还是它能把我们确认为神的子民？“……使你

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要理解这些话的真实意义！这标识能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它告诉我们神是

谁。如何能知？请注意第七句：“这是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

舒畅。”这是个纪念日，神在创世之后于此日休息。圣经中，神一直将自己定义为造物主。

我们如何区分真神和假神？真神创造了假神，创造了一切事，一切物。一些人崇拜太阳。但

是，是真神耶和华创造了太阳，并支配着它。一些人崇拜由石头，木头或大理石雕刻的塑像。

但却是真神创造了这些雕像所用的材质，甚至是雕刻它们的人类。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而

不是犹太人的。圣经并没有将其称为“犹太人安息日”。它将神确立为造物主。

安息日是为人所设。耶稣如是说（马可福音 2：27）。于造人之时，设立此日（创世纪

5：1-3）。是基督，耶和华创造了它！所以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人！设立它的目的在于让人

了知真神，不拜偶像！历史证明，任何不守神之安息日的，就是拜假神，不明真神！以色列

自不守神之安息日时起，就在拜偶像。（以西结书 20：5，11-13，17-21）

正因不守安息日，神令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受奴役！

但是回去看以西结书 31：17-17。这个标识也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属于我们所遵

从者，如罗马书所言！这标识能让我们知道他就是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为圣

的意思是离苦得乐。安息日可令我们超凡入圣，因遵从神，归属于神而获得安乐。若不遵从

神，守安息日的意义何在？会有人甘愿违背世俗，宁遭迫害，甚至乐于被人区别对待吗？无

神论者会守安息日吗？是安息日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综上可知，守神诫命的就是神的子民。世人对其余的九诫都能依教奉行。惟独违反了第

四条，能让人超凡入圣的一条，能成为神之子民的一条，就是安息日，神的标识。

请注意第 16 句，这是“永远的约定”。这是个约定！是旧约所没有的——摩西的律法

之外的！这是和以色列人签订的，是个独立的，永远的约定。

请注意第 17 句：“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个约定。永

远的约定！

和血肉之躯的以色列人签约之后，任何破坏这一约定的都将被处死。如今，因未利人和

法官等属死的职事尚未成行（歌林多后书 3:7，8），也因无论是不是以色列人都接在属灵的

以色列这颗树上（罗马书 11:24），所以拒绝守这约定的将被处死——第二次死亡。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你

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 10：28,29）
右手和额头

神告诉我们罪的刑罚就是死！违背律法就是罪。即便我们仅违背了这一条诫命，我们也

是有罪的。刑罚就是死！

罗马教会让人受罗马异教的印记——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守礼拜天——而悖逆的刑罚就



是死。历史记载五亿人被处死。

世人的想法中（额头）只有这一条诫命没有接受，没有奉行（用手工作或休息）。只有

这条诫命能分辨出哪些人有兽印记，哪些人有神的标识。

启示录一书用了很多象征手法。右手象征工作或劳动者——额头象征智慧或思想。即，

我们的思想所坚信的，和用手来奉行的。

那么神的标识又是怎样获得的呢？也是印在额头和手上的！

关于每年神之安息日的记载如下：“……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纪念，使耶

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出埃及记 13：9）

申命记 6：1,6-8:“这是诫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系在手上

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申命记 11:18:“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

经文。”

也见箴言 7:2-3和启示录 7:3-4；14:1。

这就是十足的证据！是的，真相显而易见！

安息日就是神的标识，象征对神的遵从，高于任何诫命。它是通过象征手法印在手上和

额头上的，和印在右手和额头的兽印记一样——守礼拜天的异教！

守礼拜天——圣诞，新年，复活节等——都是兽印记！

罗马天主教会于中世纪就让所有人都屈从于“圣罗马帝国”，受这“印记”。她可曾停过？

只是现在，她没有能力再将这印记强加给每个人。但是今年夏天，我们在欧洲看到这兽

从它的“无底之坑”爬上来，要做最后一搏。这就是欧洲联合国——十国联盟。它将成为教

会和国家的联盟——而罗马天主教会也将再次骑上这“兽”。

现在请注意但以理书 7：21，22：“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

常在者（基督的再次降临）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

是的，兽印记会再次强加在人身上！没有它，没人能做工，或作生意。那些拒绝它的也

将再次遭受可能来自党国秘密警察们的折磨和迫害，而他们是听命于教会的！

如今，一切国民都被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教徒们欺骗了。

而今，美国，加拿大，英国——以色列国家——正向“巴比伦”走去。

神给了我们最后的警告：“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

受的灾殃！”

如果你受了这印记，拒绝在额头和手上受神的标识，你必将遭受神降下的灾殃，毫不留

情！是的，就是你！

但是，如果你遵从神——若你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你必将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受

神的庇佑（路加福音 2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