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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被提,大灾难,圣城,主的宝座 的异象 
Chinese Simplified: Visions of the Rapture, Tribulation, the Holy City, & the Thrones of GOD and satan. The testimony of an 8 year old girl 
who encountered Jesus Christ.   (Janet Balderas Canela, Puerto Rico) 

 

一位八岁小女孩与耶稣基督的见证.(珍妮．巴得洛．肯尼拉) 

原文是西班牙语录音带,经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插图是后来加添,不属于原

见证的一部分.这见证已由独立并且可信赖的先知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亲爱的弟兄们,愿主在这时候保佑你们所有的人.让我们来阅读圣经哥林多后书

12:1-4,主 圣洁的话.奉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

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

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主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主知道.他被

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我要跟你们说我的经历,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五日,我在教会里体验到 主的能力进入我的生命里.我倒在

地上,感受到主的同在.我感觉到主正在预备我,然后他开始显示我异象.  

最先的一个异象,我看到两条路,一条路很宽,有很多人走在上面,但是,他们正走

向败坏的结局.另一条路很窄,我看到也有许多人沿着这条道路走,一面走一面赞

美,将他们的荣耀以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主.  

然后主给我另一个异象,天使与龙的争战,龙将火和邪魔丢向这个地球.  

之后,我看到另外一个异象,是非常光亮的黄金做成的时钟.

时钟指在 12 点正.但是,我看到有一只手,把时钟拨回到 11

点,主告诉我:”看啊,我的仆人,我把时间拨回来,因为我的子民没有照我的心意准

备好,我把时钟拨回来,因为我的子民没有照我的心意来赞美我.因此,照着我的大怜

悯,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使每个来到我脚前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 

然后主又给我另一个异象,虽然那时我还躺在地板上.我看见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向

我走近.他伸长他的手,接近躺在地板上的我,然后,我觉得主把我带进他的膀臂中,我觉得他把我的灵魂

带出我的身体,到了他的膀臂中.于是我们便一起骑着马,马向上前行,停在一个地方不高也不低.他对我

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曾告诉过你,我要带你跟着我,现在就是实现我所说的,因为从我口中所说的我必

完成. 从我口中所说的我必定做到. 我的仆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带你来这里. 但首先我要给你看我的伤

痕,所以你才会认真的,不忘记我所为你做的这一切.” 

我们到达主的宝座,主给我看祂手脚上的钉痕和肋旁被刺的地方,他还给我看祂如何被鞭打.我看见祂所

有的伤疤和鞭伤.祂说,”看啊!我的仆人,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不相信所有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许多人忘

记了我为你们死在各各它的十字架上,我感到心痛,我的仆人啊!当我的子民不承认我,我感到心痛,那就

像是把我的伤口再次掀开,那真是伤害我,那就像他们再一次要把我钉上十字架.”我看到主在哭,当我们

让主伤心时, 祂感觉到痛苦.  

http://64.233.179.104/translate_c?hl=zh-TW&u=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3Fsearch%3D2%2520Corinthians%252012:1-4%3B%26version%3D31&prev=/search%3Fq%3Dtestimony%2B8%2Byear%2Bold%2Bgirl%2Bencountered%2BJesus%2BChrist%26hl%3Dzh-TW%26lr%3D%26sa%3DG%20Corinthians%2012:1-4;&versio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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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 

他说,”仆人,我会给你看很多东西,我会给你看黄金的街道和水晶

海,所以你可以去告诉我的子民,我已经为他们准备如此的豪华.” 

很快的,我们到达一个地方,有美丽的街道,真是美丽. 这里我从未

在地球上摸过或见过.街道都在发亮!主说:”我的仆人,摸摸这黄金

的街道,因为你和我的子民都会住在这里,我的子民们很快就会来到

这里.”我看到主和我坐骑在一起的倒影.  

我们到了水晶海,它好美丽. 当我和主坐骑经过那珍贵的海时,祂跟我说:”我的仆人,这一切是不是为我,

这一切都是为我的子民. 所有你可以触碰得到的,都是为你们准备的,因为我深爱我的子民.”接着他

说,”来!我的仆人,因为我还要给你看其它的东西.” 

我们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我能看见 主的荣耀,感觉到他的权力.这是一个美丽的大场面.我看到有很多

桌子,所以我就问主,”主啊!为甚么要有那么多桌子”? 他说,”仆人,记住羔羊的婚礼,记住,我们将用

这些桌子来庆祝羔羊的婚礼.”我看到无数的桌子,而我却看不到尽头.每张桌子都有天使,所以我问

主:”主啊,为什么在每张桌子和椅子上都有一个天使”? 主说:”我的仆人,这些天使都在布置桌子,这

些天使就要准备好每一张桌子,因为我已经预备了一切.” 

亲爱的弟兄们,那些桌子是那么的明亮,所有都由黄金做成,桌子布置得非常漂亮.我看到每一位天使, 如

何的放置叉子,刀子,汤匙,玻璃杯,碟子,都是黄金做的,好漂亮. 主告诉我,”仆人,告诉我的子民作好准

备,因为我很快就会来带走他们与我在一起,所以他们能够来到这里,和我一起享受羔羊的婚礼”  

那里是如此的美丽,极大的荣耀和尊荣,可以感受到主的同在. 主说,”仆人,来这里,因为我要告诉你其

它的事.”我们到达一个地方,有很多美丽的门,好多好多美丽的大门. 我问:”主!门的里面是什么”? 

他说,”这些门的里面是我的门徒,这些门的里面是我的使徒,这些门的里面是那些在地上与我同行,赞美

并荣耀我名的人.” 

-玛丽亚- 

我们再坐骑前行,到了一扇半开的门,主说:”仆人!来

这里,到这里来,因为这门的背后是玛丽亚.挨近去她的

身边,听她在说些什么,因此你可以去告诉我的子民,玛

丽亚现在承受的是何等的痛苦.”我靠近去,看见一位

年轻女仕,一位美丽的年轻女仕,好漂亮,她的脸是那么

漂亮. 她跪在地上,朝向一个很小的窗户望去.她是看

着地球的表面,怀着巨大的痛苦在哭泣.  

她说:”你们为何崇拜我?为什么？我又没有任何的能

力!你们为何崇拜我?我什么也不能做!不要崇拜我!不

要向我跪拜!我不能救你!那唯一可以救你,唯一能够赎回你的是耶稣,是祂为为全人类而死!很多人说我

有能力,我可以创造奇迹,但是那是一个谎言!我什么也不能做!全能的主满意我,他用我的子宫,使得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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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世上,拯救世人,但我没有任何能力.我什么也不能做! 不要向我跪拜!不要崇拜我!因为我不值得敬

拜. 唯一配得你们跪拜和尊崇的是耶稣!他是唯一能够医治和拯救你们的!” 

我可以看到这年轻的女仕,怀着极大的哀痛,充满了痛苦并且哭泣着. 她说:”不要!不要!不要崇拜我!为

什么你们向我跪拜?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暸解吗!亲爱的弟兄们,看着这年轻的女仕是一件大事,看她这

样的痛苦和哀伤并哭泣.  

-长袍和冠冕- 

主呼唤我,”仆人到这里来,因为我要继续给你看东西.”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可以感受到主

的荣耀同在. 我看到一件一件的白袍,好白,好美丽!我伸手摸着白袍,主说:”仆人,触摸这些衣裳,因为

这些衣裳全是给你们的”  

我看到很多的衣服,触摸起来很细腻,它们洁白又发亮,我在地球上所看过摸过的无法与之相比. 主说:”

仆人,这些衣裳都是给你们的”泪水从主的脸颊上滑下. 主说,”仆人,有许多的白袍将留在这里,等待着

有人来穿.有许多的衣袍,将继续留在这里,等待着一个身体.”“主啊!为什么”? 我问,”因为有许多人

都不愿照我的心意敬拜我,有许多人都不理会我为你们所有人所作的这一切事情. 仆人啊!有许多的白袍

将继续留在这里,等待着一个身体,因为在我的王国里,我不接受任何肮脏.在我的王国里,我只许可圣洁

的东西,因为我在圣经中明写着,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们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 1:16)  

我看着这许多白袍,每一件都有金色的名字写在上面. 我摸着比较小件的衣袍,大小尺寸还有不同,我

说,”主啊,这些小的衣袍,是要给谁穿的”? 主回答说:”仆人,要记得所有我的孩子们,要记得我是为每

一个人预备的,我不特别抬举某一个人,这些小小的衣袍,是为那些赞美我名的孩子们预备的,那些喜欢到

我的殿中荣耀我名的孩子们,因此我为他们准备了大事. 凡寻求我的,来到我的脚前的,我就赐给他们永

生.” 

我们又开始骑,很快的到达一个庞大的地方,有许多头冠.有豪华

的皇冠,闪光的皇冠,于是我说,”主啊!那些头冠如此美丽.是要

给谁戴的?”主说,”仆人,你所触碰的这些头冠,是要给那些赞美

我的名,给那些照着我的心意行,真正荣耀我名的人.” 

主给我看其它的头冠,但我注意到它们只是一个框架. 然后主

说,”仆人,看这边!”我开始看到有别的头冠,但这些头冠是由荆

棘作成,所以我说,”主啊,不要让我戴荆棘的或是那只有框架的!”主告诉我,”仆人,在这个地方有三种

类型的头冠:豪华并闪亮光的头冠,你看得见,也摸得着的是给那些真正赞美我的名,给所有那些真正从内

心荣耀和赞美我名的人.他们在我的葡萄园里努力工作,喜悦来服事我的家,他们愿意付出辛劳,忍受艰苦,

相信我在圣经里跟他们说的话,专心来讨我的喜悦.那只是一个框架的头冠,你看得见,也摸得着的,是给

那些没有用心想要认识我,没有真心想要暸解圣经的人,这是给那些不喜欢来到我的家中,不喜欢禁食,不

喜欢守成,也没有荣耀我名的人,这框架的头冠是给那些只用嘴唇赞美我,而不是体贴

我的心意用心赞美我的人. 我的仆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可以欺骗我,也没

有地方可以躲藏我. 仆人啊!那些荆棘的头冠,你可以摸到也可以看到的,是给那些戏

弄我的话语的人,给那些批评圣经的人,给那些我一直给他们机会却不愿意相信的人,

给所有那些反驳我话语的人.” 

http://64.233.179.104/translate_c?hl=zh-TW&u=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3Fsearch%3D1%2520Peter%25201:16%3B%26version%3D31&prev=/search%3Fq%3Dtestimony%2B8%2Byear%2Bold%2Bgirl%2Bencountered%2BJesus%2BChrist%26hl%3Dzh-TW%26lr%3D%26sa%3DG%20Peter%201:16;&versio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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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被提的异象- 

之后,主说:”仆人!我会给你看教会被提,我会给你看我如何再来.”我问

主:”主啊!我已经看见很多了,为甚么你还要我看更多”? 我们到达上帝的

宝座,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天使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们开始下降,主和我停在

一片非常漂亮的白色云层上. 主发号施令天使前来接收教会,主告诉我:”

仆人!仔细看,因为我再回来的时候,事情就会这样发生,这将是我的再来” 

我看到人们从地球上的四极,被提上升,他们赞美主的圣名. 所有这些人都

被上帝的能力包围着. 他们都身穿白袍上升又上升. 他们唱着一首非常美

丽的歌,”圣洁,圣洁,主啊! 你是圣洁,谢

谢天父!因你提升了我们!谢谢主, 因你提

升了我们!” 

我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人,高的,矮的,黑的,白的,所有的人,和所有这

些天使都向上升到主和我所在的云上,所有的人和天使都向主充满感

恩,大家都说:”圣洁!圣洁! 主啊你是圣洁!”这是一件极伟大的事情,

我看到那么多人,感觉上我认识他们.他们都被上帝的荣耀包围着.  

  

-大灾难的异象- 

之后,我们来到了上帝的宝座室,主说:”仆人!到这里来.”我们离开宝座室来到一个地方,有很小的窗户. 

主说:”仆人!现在往下看.”我看到可怕的凄凉,如此巨大的悲凉,整个地球都荒凉,并且充满了痛苦. 主

说,”看啊仆人,这就是我把我的子民从地球上提走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 我再来之后,这事就会发生,

我的教会将在这里与我一起.”我看到得地球是如此巨大的荒凉.  

我看到人们短暂的欢喜了一刻,但是后来,我看到父亲寻找他的儿子,母亲寻找她的女儿,但他们无法找到

他们,因为全能的上帝已经提走他们,亲人寻找其它亲属,但是他们无法找到. 人寻找自己的邻居,也无法

找到,因为主已经将他们提上来了.  

有可怕的事在全地球上发生. 我看见一位牧师不断的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问主:”主啊!为何

这个人,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主回答说:”仆人!这个人是一位牧师,但他没有认真的面对我要

再来的这一件事,以为我会继续拖延下去,然而他没有被提,他被留下来了,他一直不认为我现在会来,他

以为还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才会再来.这就是他为什么被留下的原因.“ 牧师跑遍了各处,说:”主啊,

为什么我被留下来?如果我是一个牧师,我在教堂也有一个职位,而教堂走空了,只有我被留下来?我为什

么要留下?”主说,”仆人,我现在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以为我会延迟我的再来,然而他被留下来了.” 

我看见这人被迫害. 他说,”我唯一想要的,就是被基督带走!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与主在一起,因为我不

想活在这里遭受巨大的苦难!”他不断的跑到各个地方,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我被留下来了呢?主啊!提

我走,我不想在这里受苦!”主说,”仆人!我现在不能做任何事情,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跟他说,告诉他,

我很快的就要再来,但是他不相信我,现在他被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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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到处都有很多的人在跑.这么多的人都在跑,他们绝望

的试图寻找平安,但他们无法找到. 他们高喊,”我们要上帝

的话!我们渴慕生命的话!”但为时已晚,因为主已经提走祂

的教会.  

我看到好多好多年轻的男孩和女孩穿越丛林,穿越山区,试图

寻找平安.他们希望平安,但他们无法找到平安.主告诉我为

什么,”仆人!我已经提走我的教会,现在是撒旦来控制人

了”,撒旦已经辖管了地球,全地上到处都是折磨!人们从一

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人们想靠着吃对方才得存活,并且打架拉扯对方的头发.他们相互指责伤害对方,

因为他们要寻求平安,但他们无法找到!他们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主已经把他的教会提走了.  

在地球上发生这样可怕的时期,我看到这些可怕的事情,许多的人彼此伤害对方,说:”我要爱!我要平

安!”但为时已晚!主告诉我,”你看!我的仆人,我曾经花时间向这些人的心中叩门,但他们并不想寻求我,

现在他们这些人被留下来的,我不能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了.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教会提走与我

同在了,当我所有的子民跟我在天堂里享受羔羊的婚宴时,所有这些留在这里的人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和痛

苦,届时将会有哭泣和咬牙切齿.因为他们不想听从我的话,他们喜欢嘲笑和批评我的话.” 

-生命册- 

之后,主给我看一本很大又美丽的书,非常的光亮是由黄金做成的. 

我问,”主啊,那本大书,是什么?”他告诉我:”仆人!在这本书里是

那些赞美我的人的名字,是那些已经向我悔改归正,并寻找我的真理

的人. 这本书是生命册,在这本书里记载的是所有那些聚集来赞美

我和荣耀我的人名.”这本书好大,并且已经写上许多金字.主说:”

看啊!我的仆人,许多的名字,我没有抹去,因为我怜悯他们,有许多

人已经离弃了我,但因着我的大怜悯,我没有涂抹他们的名字,因为

我不愿意让任何人灭亡,唯愿每个人都有永生.”我手摸着这本书,

看到好多人的名字写在里面.  

 

-地狱- 

之后,主告诉我:”仆人!我会给你看地狱.”我说:”主啊!不要.我将无法承受,你所显示给我的已经够多

了.”然而主告诉我:”仆人,我会给你看地狱,如此你才会去告诉教会和人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天堂,但

也有一个地狱.”我们开始下降又下降,我们距离地狱仍很遥远时,我已经开始听到尖叫吶喊声和极大的

呻吟. 我说:”主!带我离开这里,因为我将无法面对这些”! 主回答说:”看啊!我的仆人,不要害怕,因

为我与你同在”! 我们通过隧道往下降. 那个地方是极大的黑暗,那种黑暗,是我从来没有到地球上见过

的.  



6 

 

我们走过一些墙壁,我听到有许多的灵魂在吶喊,因着痛苦和折磨而尖

叫. 主说:”仆人!我们向前行.”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喊起来.

我问主:”主啊,为什么要停在这里?”他回答说:”你看!仆人,仔细的

看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你在地球上的一个亲戚.”我回答说:”主,他

是谁?我不认得这个人.”主说:”这个人是你在地球上的祖母,她是你

的亲戚,但她非常的不相信我,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她在这里.” 

她说:”请给我水,带我离开这里,因为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痛苦,我好口

渴.”但是我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哭. 我说:”主啊,

照着你无限的慈悲和你无限的善良,带她走离开这里吧!为什么她在这

里,我的父母告诉我她是在天堂啊?”  

主说:”仆人!牧师告诉你的父母,你的祖母已经去了天堂.但那是一个谎言. 因着她过去向图像鞠躬,她

拜偶像,看啊!这些偶像不能救她. 有很多时候,我向她的心里说话,只要她愿意接受,我就会进到她的里

面去帮助她,然而她选择了嘲笑我的话,她决定跟随周围世界的环境比较好,而不要来尊敬我的名字,这就

是为什么她现在在这里. 她从来没有想要接受我的话,她从来没有想要悔改. 牧师告诉她遗留下来的亲

属,说她已经飞到天上,并且她已经在天上有大宅,但那是一个谎言. 看啊!我的仆人,她现在在这里.”她

痛苦的哭着说,”给我水!带我离开这里!”主说:”仆人!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了,这个灵魂已经不属于我

了.”我们转身走开,她向我们喊叫,”不!不要留下我在这儿!给我水!带我离开这里!”主已经说了,祂不

能做什么.  

我们继续看着这么多人,死亡的灵魂试图抓住主的衣服,他们说:”救我们离开这里”! 但主告诉他们:”

离开我吧!因为你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你是属于撒旦和他的魔鬼.”这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灵魂,

这么多! 

 

-撒旦的座位- 

我们继续坐骑到达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主说:”看!仆人,我要给你看撒旦的宝座.”我告诉他,”不要,

主!我不想看它的宝座!”主回答说:”仆人,不用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我们来到了好可怕好可怕的

地方,我看到一个庞大的椅子,撒旦坐在上面.他有很大的指甲, 撒旦大笑又大笑,他不能停止大笑. 我还

看见到处都有邪魔,我看见大小不同的鬼,我看到空中执政的,掌权的,我看见恶势力,以及许多各式的邪

魔.我看见撒旦下令给他的妖鬼,命令它们到地球上去挑起各样的坏事.  

我看到那些邪魔到地面上挑起撞车,杀人,打架,离婚和一切邪恶的事,然后便下到地狱来向撒旦报告一切

他们所做的,撒旦会大笑又大笑,撒旦给鬼魔奖品,鬼魔便开始庆祝,赞扬撒旦并向他唱歌.  

我看见撒旦有这么多的计划要来摧毁基督徒,有大计划要来摧毁上帝的仆人,我看到庞大的教堂和教友,

充满着现代化的潮流,主说:”你看!仆人,这些教会是被魔鬼控制,他们将无法上来与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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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让我看见邪魔挑起这么多的杀人事件,那些灵魂就都来到地狱,这可怕

的地方. 我看见大火炉,主说:”看啊仆人!这是火湖,这里就是地狱.”  

每次邪魔挑起杀戮,所有死亡的灵魂下到这个地方,火将他们吞噬,他们会

被火熔化.死亡的灵魂会因此痛苦并恐惧而哭嚎,然后妖魔会回到撒旦的

宝座前,报告他们所做的一切,撒旦会大笑又大笑,并奖赏给邪魔,邪魔在

撒旦面前又唱又跳,尽其所能的向撒旦庆贺,撒旦自豪的高兴大笑,因为所

有的灵魂相继到达地狱. 他们一秒接一秒不断的掉进来,撒旦如此的自豪,

他不能停止不笑.  

我感觉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邪魔,很多的恶势力. 我说:”主请带我离

开这里,我受不了了.”邪魔用矛刺折磨那些亡灵,亡灵们会尖叫:”不要

刺我!让我们安息,我们不要再被折磨了,我们要平安!”然后邪魔会大笑.  

  

-圣城- 

我们离开那里,主说:”你看!仆人,我要让你看圣城,所以你可以去

告诉我的子民,我已经为他们准备的是何等的亮丽辉煌.“我们向上

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美丽的树木,松树那么的高,一切是

那么美好,我可以感觉得到平安的宁静.  

在城门口有一道美丽的彩虹,道路两旁有很多天使,我们走进了门,

主说:”仆人!这是圣城”. 我们走着,直到我们走到了一个花园,满

是美丽的玫瑰花,我从来没有在地球上看见过的.  

我放开主的手,我跑进花园,拥抱

鲜花,它们是如此的细致,它们的

香味芬芳,我正想摘一朵花,但主说:”仆人!不要,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 

只有等我的子民们来到这里,你才能够摘这些花卉,当我的教会来到这

个地方,那时你才能够取下这些鲜花.”我回答说:”主,我只想带一朵

花回地球,给所有的教会看看.”但主说:”不!仆人,因为我的子民还没

有来到这里.”我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美丽花朵.  

然后,我们坐骑经过美丽的绿草地,主坐在草地上,露出美丽的笑容,他

说:”仆人!这一切你能摸到看到的,都是我为我的子民准备的”.  

然后我们坐骑到一个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树,上面结满了果实.我说:”主啊,这棵树?这树有什么特别的意

义吗?还有所有这些果实?”我过去想摘取一个果实,但主又告诉我一遍,”不要!我的仆人,你还不能摘取

那些果实,因为这棵树是生命树,当我的子民们来到了这里,你就可以从这棵树摘取果实吃. 同时你不能

带走任何东西,直等到我的子民们来到这里.”这树上的果实真是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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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继续骑,我看到许多美丽的蝴蝶和动物. 主说:”仆人!所有这里的一切都是要给我的子民. 去

告诉我的子民,很快的,他们将来到这里,遨游在这圣城里.” 

我们继续前进,到达另一个美丽的地方,有许多巨大的树木和松柏. 主说:”仆人!这一切都是为我的子民

而造. 仆人!来这里,因为我要给你看一个奇迹.” 

我们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充满了天使,有一个天使,他的嘴里含着一个很大的号

角. 我说:”主!那天使,代表着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主回答说:”你看!仆人,这天使

是在等候命令,这个天使正在等待我给命令,所以他可以立刻吹响号角,而当这个天使

开始吹响号角时,我的子民将被提升,并被转变. 但仆人啊!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这号角吹响时只有那些警醒的人才听得到!所以,去告诉我的子民们要警醒,告诉我的

子民们不要觉得无所谓,因为如果你的灵仍然昏沈,你不会听到号角吹响,去告诉我的

子民,灵要敏锐,对于那些仍然继续迷胡无心警醒的人,我将无法提升他们.” 

天使是如此大又美丽,在他的背后也有许多天使,他们的号角比较小一点.那些号角全

是由黄金做成,而且非常的光耀夺目. 主说:”仆人!去告诉我的子民们,要时时儆醒,

因为我随时即将下令吹响号角.” 

我们又再坐骑前行,主说:”看啊!仆人,我要给你看我父的

宝座.我没有让你看过,但是,我现在要给你看,因此你可以

去告诉我的子民们,我父是真实的,我也是真实的.”我们开

始步行. 主,天使和我一起走,当我们距离天父的宝座仍然

还很遥远,我已觉得无法继续前进,浩大的能力和荣耀使我

无法再前进一步. 天使们扶持着我一步又一步的朝向天父

的宝座,我觉得我自己轻如一片羽毛,几乎无法走路, 只有

靠天使扶着我. 

我们到达了天父的宝座,我可以感受到庞大的能力从宝座上

传下来. 大能力的闪电从宝座上射出,非常的光耀. 如此大

的能力围绕着宝座,呈黄金的样式不断的释放出来. 有人坐在宝座上,但我看不到他的脸,我承受不了从

宝座上来的能力.我只能看到天父的腰间以下.但从他的腰部以上我不能承受去看,接着我扑倒在地. 我

扑倒在地因为我无法承受如此的能力和荣耀.  

之后,我看到二十四位长老赞美并荣耀主的名. 

我看到巨大的天使长也尊崇主的名. 二十四位长

老跪下并说:”圣洁,圣洁, 主啊!唯有你是圣

洁”!天使们永远不会疲倦的荣耀赞美主,长老们

也是从未停止荣耀主的名. 宝座上发出烈火,在

宝座那儿有许多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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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离开,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天使. 我说:”主!那天使是谁”?主回答

说:”你看仆人,这是天使迦百列,再看看另一位天使,这是米迦勒.”他们是如此高大又俊

美. 主说:”仆人!告诉我的子民,天使迦百列和天使米迦勒确实的存在.”  

然后主说:”仆人!来这里,因为我要给你看鞭子”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主拿

出一条鞭子,是从树的末梢取下. 他抽打一把很大的椅子,并说:”仆人!这是为了那些不

听我话的,这鞭子是为那些不想顺服我的人,既然他们不想服从我的话,那么我会用这个鞭

子鞭打他们,因为我惩罚那些我所爱的人.”我看见主用鞭子抽打椅子. 我说:”求天父不要用鞭子打

我!”他回答说:”仆人啊!那么就好好听话,因为凡那些不听的,我必管教.”(启示录 3:19 凡我所爱的,

我斥责并管教.所以要殷勤并悔改).  

然后主带我到了一个宝贵的地方,一个浩大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更多的黄金冠冕.那些冠冕都已经写上

了名字,并且镶满了珍珠!主说:”仆人,来看,这冠冕是给我的仆人易也 阿维拉,这另一个冠冕是给我的

仆人阿土 加西亚”这些冠冕很珍贵! 有一冠冕上写着”埃达华地罗”,另一个写着”米格度朗”,再另

一个写着”阿曼多杜兰.”“主啊!现在我可以得见,摸得着所有这些仆人的冠冕.”我还看见冠冕给”巴

洛品多”,和”拿户萨迪奥.” 

主说:”仆人!在这里我许可你看到的冠冕,是给那些在我的葡萄园里为我工作的仆人,我已为他们准备,

所以你可以看到传讲我话语的仆人,我给他们的回报是大的.”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冠冕,每一个冠冕都有

名字写在上面.  

我摸着另一个冠冕,但我看到这个冠冕的宝石开始松脱掉落.”主!不要给我这一个冠冕! ”主说:”看哪!

这些冠冕就是给那些不想在我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仆人,那些选择自己的心意,而不寻求我的心意而行的人,

他们的冠冕正呼应他们的行为,没有心在我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他们冠冕上所积存的宝石也在松动剥

落.”(启示录 3:11)  

然后主带我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看到很多人正在睡觉,他们身上穿着

非常洁白的袍子. 我问:”主啊!这些人是什么人”?主回答说:”看哪!

仆人,所有在这里的人是在地上去世的人,现在他们安息在这乐园里,当

我发出命令,号角将吹响,那些死了的人,要先被提,然后是那在地球上的

人.”那儿有很多的人,他们穿的衣服装都非常的洁白.(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7)  

没有任何人讲话的声音,他们只是在睡觉,深深的睡眠. 主告诉我:”仆

人!他们正在休息,但当号角吹响,他们会先被提,然后是那在地球上的人一起跟着被提,来与我同在,然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庆祝羔羊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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