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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要 懼 怕 ！ 我 是 首 先 的 ， 我 是 末 後 的 ， 

  又 是 那 存 活 的 ； 

我 曾 死 過 ， 

現 在 又 活 了 ， 直 活 到 永 永 遠 遠 ； 

並 且 拿 著 死 亡 和 陰 間 的 鑰 匙 。耶穌基督說。

在一九九二年，韓裔美籍的秋多馬

成爲重生的基督徒，經歷了非常特殊的事

她信主兩年後，

耶穌向她顯現。

帶她到天堂十七次，也到過地獄兩次。

秋多馬詳細地記載親身經歷；

「天堂是如此真實！」，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出版。

僅僅一年之內，



就名列國際暢銷書，

也名列美國屬靈書籍前十名。

一個家庭主婦，英文又不好，

如何能在短短的一年內， 

成為國際知名的暢銷書呢？

或許我們更應該問的是

爲何這些奧秘現在讓你聽到？

以下是秋多馬去天堂真實的見證。

天上的父，謝謝祢，讓我做見證。哈利路亞！

我在一九九二年成為基督徒，

去過了幾次教會，就愛上主耶穌，

於是渴望把剩下的一生都爲祂而活！

我要述說親身經歷「天堂是如此真實」這本書。

主耶穌親自帶我去天堂，

共十七次，都是變成新軀體去的，

新軀體就像我十五、六歲年輕的時候。

去天堂之前，我要述說祂如何預備我。

一九九四年，祂用聖火恩膏我全身，一個月之後，

我在教會做禮拜，敬拜的時候，祂向我顯現。

一九九五年，復活節主日，祂恩膏我使我全身抖動。

從此，我每在教會敬拜或禱告時，身體就會搖擺。

就像現在，我的身體在前後搖動，

如果我不這麽做，腹部就會覺得很緊，

好像要爆發一樣，所以我才要前後擺動。



所以請不要以爲我的身體出了問題，

這是聖靈所感動的，因爲我在講耶穌基督。

之後，祂就以聖靈爲我施洗。

賜我新方言、唱靈歌、聖潔喜笑，

我被恩膏澆灌了三個小時，倒在地上起不來。

因爲這能力，實在是太強了。

之後幾個月，拉利牧師（Larry Randolf）爲我說預言。

他告訴我說上帝要以特殊的方式來使用我.

他的預言真的實現了，而且超過千倍之多。

之後，一九九六年一月開始，

主耶穌來造訪我，祂以我肉眼可見的向我顯現。

祂來了十次，告訴我祂會怎樣的使用我

來參與祂的計劃，這些都寫在書裏。

但祂沒有告訴我，祂會帶我去天堂。

十次顯現後，一九九六年二月，

祂開始帶我去天堂，以我改變的新軀體。

一個像祂靈體的新軀體。

每一次祂帶我到天堂， 

都會先帶我到地上的一個海邊。

第一次祂帶我上天堂，

先帶我到海邊，讓我看見，

一池清澈的水，如同水晶。

然後祂讓我看到閃亮的巨大隧道，才帶我到天堂。

通過隧道後，秋寫著：



主和我走在一條路上，直通山頂。

我們走到了一棟白色大建築物前，

有一白色巨大的門，

我們通過門，走入建築物，

經過一條長走廊，來到一個非常大的房間，

我們進去後，我才發現，

我穿的袍子和在海邊時所穿的不一樣了，

我也感覺到頭上有重的東西。

伸手往上觸摸，才發現是一頂美麗的冠冕，

不知什麼時候被戴上的。

我注目仰望主，

祂坐在寶座上，穿戴光芒的袍子和金冠冕。

有許多人和我在一起，屈膝跪下，

俯伏在主面前。

房間牆壁都是閃爍發光的大石頭，

五顔六色的光彩充滿房間

讓人覺得溫暖、快樂，又有神秘感。

然後，就如同我一瞬間被帶到山上，

進入白色建築物，我發現我又回到海邊了。 

第一次祂只讓我看祂的寶座室。

從天堂回來以後，

我們就坐在地上的海邊沙灘上。

祂開始說話，祂說我們剛才去的地方是天國，

只有順服和清心的人才能到那裏去。



祂說傳福音是非常重要的，祂安靜了一會兒，

然後說，那些不十一奉獻的，是不順服的基督徒。

這是第一次去天堂，最後祂說的話。

秋又到天堂十六次，每一次她都寫著：

我以改變的新軀體，和主一起走在海邊，

祂就帶我去天堂。

我們走進珍珠門，

進入白色大房子裏換衣服，

換衣服後，我們走過黃金橋。

這對我來說，已經習已為常了。

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

到天堂都會經歷同樣的過程。

之後祂又帶我到天堂十六次。

每一次祂都讓我看不同的東西。

每當祂讓我看特別的東西時，

祂總是這麼說： 

“這是我所預備的，我知道兒女們喜歡什麽。”

祂讓我看海邊，說 “女兒你看，這海邊有多美，

我知道你們喜歡。”然後，祂帶我去釣魚，

“我知道你們喜歡釣魚，”

“我所預備的，都是他們喜歡的”。

我真發現，天堂的一切比地上還要美上千倍，

有很多東西地上也有 就如，道路，建築物，樹木，

草叢，石頭，花草，和天堂外邊崎嶇的地方。



實在是太多了，講不完；

它們真的比地上的，美上千倍，實在真美。

天堂的美麗實在難以形容，我沒有辦法形容，

只能說非常非常美。

我才明白耶穌是多麽愛每一個人。

他向我說話，好像在告訴我：

“你看我多愛我的兒女們，”

“這些都是我爲他們所作的。”

這就是爲什麽祂要帶我去天堂，看祂爲兒女們所預備的一切。

讓每一個人都知道，天堂在等待著我們。

祂再來之前，要讓基督徒都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能興奮的期待要去那邊。

所以祂要讓我看見。

祂並沒有徹底的，告訴我一切事情，

只讓我看見其中的一部分。

祂告訴我的話，簡短又有重點。

祂是我們慈愛的上帝。主啊，讚美祢！

秋到過天堂，也到過地獄兩次，

她這樣寫著：

我看見冒著濃濃煙霧的深坑，

就像火山口，

裏面有火焰不斷的噴出來，

一大群人發出淒厲的尖叫哀嚎聲，

都因嚴重燒傷而非常痛苦的慘叫。



他們都赤裸，沒有頭髮，站得非常近，

他們蠕行像蟲子，被火焰團團包圍。

沒有人可以從這坑裏逃出去，坑的牆壁極深，

坑壁都燃燒著熾熱的火炭。

雖然主沒有說話，

但我知道我站在地獄的邊緣。

在天上祂讓我所看見的， 

都是讓人興奮及可畏的事。

但接下來祂讓我看地獄，祂帶我去地獄。

我首先看見的是裏面充滿了火，又深又黑的無底坑。

那裏的人都是裸體，也沒有毛髮。

他們沒有毛髮，也沒有衣服穿，全身赤裸著，

他們彼此之間都站得非常的近，

似乎他們都在互相推擠，

都是爲了躲避火焰。每一次他們移動，火焰就如影隨形

前前後後的跟著，到處都充滿著火，

這些人都站得那麼近。

他們看起來那麼痛苦、哀傷，我忍不住爲他們大哭。

祂第二次帶我去地獄，我又看見同樣那些人，

我聽見有人出聲，我望過去，好多東方人在那裏。

有一位女子，一直向我招手，說“好燙，好燙……”

我看著她，我們眼目互相對看，哦，那是我的媽媽！

當我發覺那是我的母親，我的心一沈，立刻哭了出來！

我從未感覺過那樣的痛苦，非常地心痛。



痛得我不知道該怎麽做才好。

她一邊說好燙、好燙，一邊向我招手。

在我看來，她似乎是希望我下去幫助她。

我還看見其他的人，有我的爸爸，

我的繼母，我的小侄兒，他很早就去世，

還有我認識的兩位朋友。

哦！那是多麽痛苦的回憶啊！我只能不停地哭、哭、哭。

這時主耶穌告訴我，“女兒，我讓你看見這些是有原因的，”

“其實我傷心比你更深！”

我回答說，“主啊，我的母親，”

她年輕就去世了，她病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不覺得她是個壞人。

主說，無論一個人有多好，,

他若不認識我，只能來到這裏。

我心裏在想，爲何祢要讓我看見這些，來傷我的心呢？

我心這麽想，卻永不會生祂的氣。

我看不見祂的臉，但我知道祂和我一起在哭。

我感受到祂很傷心，之後祂觸摸我的頭，牽著我的手，

我們就一起離開那裏，我一邊走一邊不停的哭。

在書裏，我把細節解釋得更清楚。

接下來的，天堂之旅，祂讓我看見另外一件悲傷的事，

就是被墮胎的嬰兒。祂帶我到一個地方是一個龐大的建築物，

看起來像倉庫，我們走進去，我看見的全是嬰兒。

一個個細細小小、赤裸的嬰孩。他們全都並肩地躺在一起。



哦，我開始哭，主啊！爲何有這麽多的嬰兒？

主說他們都是被墮胎的嬰兒，我就問祂將如何安排他們。

祂說若他們的母親得救，來到天堂，

她就可以把孩子接回去。

在她第十七次到天堂，

耶穌告訴秋這是她最後一次到天堂了。

秋這麽寫著：祂的話深深觸動我的心，

我的心真痛！因為我愛我的主，

祂站了起來，我知道是離開的時候了。我一直不斷地哭，

但我心裏肯定地知道，我會永遠和主在一起，

而祂也會在地上一直伴著我。

在更衣室裏，主的天使擁抱我。

在這樣一個充滿愛的地方，實在令人興奮

無論何時都滿溢著關懷和諒解。

更衣的時候，我猜想亞伯拉罕，

和那位天使都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來天堂了。

我走出更衣室，天使再次擁抱我。

這位天使有金髮，飄逸的白袍，表情既仁慈又柔和。

我走向主的時候，天使對我微笑著。

主第十七次帶我上天堂，祂讓我看白雲。

那是我最後一次遊歷天堂。

主耶穌對我說，“這是最後一次你來這裏了。”

“下一次你再來，就是末世了。”

我也感覺到，那將是末世了。



我就開始哭泣，因爲我不想離開那裏。

我抓著主的手臂，請祂不要叫我離開，

我不想走，因爲我想要常常來。

我非常非常地傷心，因爲我再也不能去那裏了。

有時和祂去天堂，雖有憂傷的事，

但仍有喜樂，平安，我無法解釋從祂來的喜樂平安。

雖然憂傷，我心裏仍然有喜樂和平安，

多麼深的愛，我為此哭了許多天。

聖經說耶穌基督了為祂的教會，會再來。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 “因爲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這就是“被提”。

大約兩個星期之後，主耶穌

又帶我的靈體和祂到那海邊去。

我們坐在老地方，聊了一陣子。

祂告訴我，要讓我看異象。

祂才說完，我就有一個異象的聲音。

每次祂讓我看特殊的異象，我都會有異象的聲音。

從我體內和腹部傳出來。

這異象聲音很大聲，而且持續很久。



然後我就聽見喧鬧聲，非常非常地大聲。

我覺得好像整個世界都要垮下來了，聲音大得可怕。

我擡頭一看，整個天空都是白色的。

人們穿著白袍到處飛來飛去，他們忽然地出現，

很快的又出現又消失，整個天空裏充滿了人。

我才知道那是“被提”。

我又笑、又哭、又叫，真是太興奮了。

然後，我看見我的孫女才十個月大，沒有什麼頭髮，

忽然間她從房間裏飛出了窗外，

身上穿著白袍，頭髮長出直到肩膀。

你可以想像我當時有多興奮。

接下來，我又看見另外一個孫女，

她只有四個月大，也是沒有頭髮，

她也同樣的飛出了窗外，身穿白袍，

頭髮也是長到了肩膀。

我大叫，大哭又大笑，實在是太令人興奮了。

我一生從來沒這麽興奮過，整棟房子都可以聽見。

幸好我丈夫不在家。

若他在的話，一定以爲我哪哩不對勁了。

然後上帝再讓我看不同的景象。

這幅景象很悲哀，很恐怖。

聖經提到聖徒們被提之後，苦難的日子會來臨。

馬太福音 24:21 耶穌說“因爲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

“只是爲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這時期就是“大災難”。

後來主耶穌又讓我看見另一個異象，

就是，那些沒有被提的人。我相信當中有很多是基督徒。

他們在到處逃跑。

因爲凡不是基督徒的，都沒有跑，

到處都有警察，到處都是人，

他們逃跑，害怕，驚恐的表情，逃向車子、

逃向船隻、逃到山上。

他們不知道去那裏才好。

他們好像正在被怪物追趕一樣，

非常的懼怕，那景象實在是很恐怖，很恐怖。

然後主耶穌告訴我，

祂說我剛才看到的， 

跟到時候會發生的實際情況，根本無從相比。

之後祂又說，

“我的子民們都已經被提了，撒旦將要接管這個世界，”

“牠要每個人都接受牠的“六六六”印記。”

任何不願意接受那印記的，都會被砍頭。

凡那不願意接受“六六六”獸印的人，

就把他們的心給耶穌， 

他們要和主永遠地在一起。啓示錄 20:4。



而每一個接受“六六六”獸印的人，

他們都會被扔進火湖裏，永遠不得釋放，

晝夜被火焚燒，毫無止息。啓示錄 14:11。

大家應該知道這些事會發生，

並且記住，選擇被砍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被砍頭之前，他們會受盡百般的折磨，

因爲撒旦不會讓他們那麼輕易地殉道。

所以，凡聽見這篇訊息的人，

我要呼諭你，若還沒有與 耶穌建立神聖的關係，

請把握現在拯救你自己，

最後，如果你沒有被提，無論代價如何，

千萬不要接受“六六六”的獸印。

寧可忍受短暫的折磨，強過永遠在地獄的火裏受焚燒的痛苦。

請你，請你慎重考慮我的話。

「天堂是如此真實！」這本書

正被翻譯成三十多國語言

並發行到世界各地。

這本書也有MP3聲音版本，可以從網路上 下載。

這本書的銷售很好，已成為國際暢銷書。

主使用趙鏞基博士，來翻譯這本書，

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一般是需要六到七個月的。

書出版的那一天， 

在韓國引起轟動，立刻成為全國最暢銷書。

全能的上帝，大能的使用趙鏞基博士。



他的教會有將近八十萬名會衆。

上帝揀選他，參與在這本書的事工上。

主啊 讚美祢，這本書是主耶穌給末世的書。

祂要每個基督徒都讀這本書，並對人作見證，

許多人正在如此做，

他們買一本，買十本，甚至幾百本，

並說這本書是最好的見證，僅次于聖經之外。

我收到了好多的電子郵件，都沒有時間去做自己的事了。

特別是當我收到十二、三歲 

孩子們的電子郵件，

他們告訴我，他們非常愛這本書。

他們因這本書而改變，更愛耶穌了，並稱這本書是耶穌的書。

有人問我，是否可以退學，去做上帝的工作？

我說千萬不可以退學。

“你應該讀書，上帝希望你接受教育。” 
我都如此告訴他們。
但無論做什麽，都要為上帝而做。
當我回復他們的郵件時，他們都是那麼的高興。
你知道嗎？千千萬萬的生命正因這本書而改變，
因為這本書是耶穌的書。

祂對這本書的應許從頭到尾都實現了。

祂告訴我從開始到最後，他會負全部責任。

我告訴祂，我擔心很多問題，

祂問我，“你為何擔心？這是我的書，”

“我會負責的”； 祂總是這麽跟我講。.



的確從開始到最後，祂一直都在照顧。

凡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這是耶穌的書

而祂也真的提供了一切的需要。

所以這本書照祂的應許，全都實現了。

現在只剩下我的舞蹈事工了

祂教導我舞蹈事工三年，

這是聖潔的舞蹈，在教會跳舞了兩年。

至今三年半了，我還在等候。

事奉上帝，等候是最困難的

你知道嗎？我等了七年，這本書才出版。

有時我還會想，主是否會讓這本書出版。 

結果，主真的照祂的話成就。

完成天堂之旅後，耶穌給秋多馬一個特別的應許。

結束天堂之旅的時候，正是我準備好書的原稿的時候。

祂帶我到那海邊，我們在那裏談了大約兩個小時。

他告訴我每個星期一都會來帶我。當時是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從那時起，祂從來沒有失過約。

每個星期一凌晨祂都來帶我改變的新軀體到那裏。

祂在淩晨十二點過後幾分鐘叫醒我。

祂讓我全身顫動半個小時，整整半個小時，不多也不少。

祂一出現，我就以屬靈的身軀和祂去海邊。

當我們去到那裏，大多是祂說話，而我聆聽，

我的屬靈身軀又歌唱、又舞蹈。

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刻。



聖經記載約翰福音 3:16

耶穌死在十架上，是因爲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所以，羅馬書 10:9 說 

“你若口裏認耶穌爲主，”

“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你就必得救。”

我聽過好多人這麽說： 

“誰會管我死後的事，嘿嘿嘿”之類的話。

我說“你最好考慮清楚。” 因為我去過那裏，

你死後只會去兩個地方，不是天堂，就是地獄。

他們說，“嘿，誰在乎我死以後？”

他們說得好像死後就一切都沒有了。

我就說，你最好考慮死後的事，爲什麽呢？

因爲就算你死身體死了，你的靈和魂卻是永遠不死

所以你會有一切的記憶，痛苦，快樂，

喜樂等等，就像你活著一模一樣。

他們還是不信。哎！他們還會生我的氣呢！

我說，希望有一天你們能記得我曾經說過的。

“你們認識耶穌嗎？”他們說：“我們知道神。”

我說，耶穌就是上帝。祂是天父，祂是聖靈，祂是一切。

你若不認識耶穌，只知道神，是不能上天堂的。

我一直一直地說，他們多半都不要聽。

我只有說，“好吧 你現在不信，”



我希望有一天你會相信的

無論我怎麽勸，他們都不願意接受救恩的禮物。

我只有說，好吧！

你現在不願意接受這救恩的禮物，

但有一天，你會知道上帝的子民都被提升天。

那時你就明白我所講的了。

但我請你在那時候，千萬別接受“六六六”的數字。

但你若接受了，你就會陷在地獄永遠永遠的火刑裏。

所以請你千千萬萬不要接受“六六六”這個數字。

請你記得好嗎？他們有一些人答應了。

我向很多人傳講這些。

你若從來沒有作過救恩的禱告，我想爲你禱告，

請你跟著我重復。主耶穌，

我相信祢是上帝的獨生子，祢爲我死。

請進入我的心中，作我的主和救贖主

我請求祢赦免我一切的罪，

用祢的寶血潔淨我，

從這一刻開始掌管我生命的一切。

耶穌，求祢聖靈充滿我，賜我能力，用我來榮耀祢。

我要用我一生來服事祢、愛祢、遵從祢，

並幫助別人生命也得著改變。

天父，感謝祢讓我成爲祢的兒女。

奉耶穌的聖名禱告。阿們。哈利路亞！

凡和我一起禱告的人，



請你一定要去教會，聽牧師講上帝的話，

每天認真讀聖經。

一天禱告好幾次，和主耶穌建立 好的關係。

謝謝，阿們，哈利路亞！

我們代表秋多馬的事工，願您深深蒙福。

「天堂是如此真實！」，耶穌說 

祂要再來提走聖徒，比我們想像的更早。

所以，準備好，讓我們把榮耀頌讚全歸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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