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被提,大災難,聖城,主的寶座 的異象
Chinese Traditional: Visions of the Rapture, Tribulation, the Holy City, & the Thrones of GOD and
girl who encountered Jesus Christ. (Janet Balderas Canela, Puerto Rico)

satan.

The testimony of an 8 year old

一 位 八 歲 小 女 孩 與 耶 穌 基 督 的 見 證 .( 珍 妮 ． 巴 得 洛 ． 肯 尼 拉 )
原文是西班牙語錄音帶,經翻譯成英文,再翻譯成中文,插圖是後來加添,不屬於原
見證的一部分.這見證已由獨立並且可信賴的先知進行了核查和確認.

親愛的弟兄們,願主在這時候保佑你們所有的人.讓我們來閱讀聖經哥林多後書 12:1-4,主 聖潔的話.奉
聖父, 聖子, 聖靈的名”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我認得一
個在基督裡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
有主知道.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主知道.他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秘的
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我要跟你們說我的經歷,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五日,我在教會裏體驗到 主的能力進入我的生命裏.我倒在
地上,感受到主的同在.我感覺到主正在預備我,然後他開始顯示我異象.
最先的一個異象,我看到兩條路,一條路很寬,有很多人走在上面,但是,他們正走
向敗壞的結局.另一條路很窄,我看到也有許多人沿著這條道路走,一面走一面讚
美,將他們的榮耀以及上帝當得的榮耀歸給主.
然後主給我另一個異象,天使與龍的爭戰,龍將火和邪魔丟向這個地球.
之後,我看到另外一個異象,是非常光亮的黃金做成的時鐘.
時鐘指在 12 點正.但是,我看到有一隻手,把時鐘撥回到
11 點,主告訴我:”看啊,我的僕人,我把時間撥回來,因為我的子民沒有照我的心
意準備好,我把時鐘撥回來,因為我的子民沒有照我的心意來讚美我.因此,照著我
的大憐憫,我再給你們最後一個機會,使每個來到我腳前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
然後主又給我另一個異象,雖然那時我還躺在地板上.我看見有一個人騎著一匹馬
向我走近.他伸長他的手,接近躺在地板上的我,然後,我覺得主把我帶進他的膀臂
中,我覺得他把我的靈魂帶出我的身體,到了他的膀臂中.於是我們便一起騎著馬,馬向上前行,停在一個
地方不高也不低.他對我說:”看啊!我的僕人,我曾告訴過你,我要帶你跟著我,現在尌是實現我所說的,
因為從我口中所說的我必完成. 從我口中所說的我必定做到. 我的僕人,這尌是為什麼我帶你來這裡.
但首先我要給你看我的傷痕,所以你才會認真的,不忘記我所為你做的這一切.”
我們到達主的寶座,主給我看祂手腳上的釘痕和肋旁被刺的地方,他還給我看祂如何被鞭打.我看見祂所
有的傷疤和鞭傷.祂說,”看啊!我的僕人,你們當中有很多人不相信所有我為你們所做的,你們許多人忘
記了我為你們死在各各它的十字架上,我感到心痛,我的僕人啊!當我的子民不承認我,我感到心痛,那尌
像是把我的傷口再次掀開,那真是傷害我,那尌像他們再一次要把我釘上十字架.”我看到主在哭,當我們
讓主傷心時, 祂感覺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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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他說,”僕人,我會給你看很多東西,我會給你看黃金的街道和水
晶海,所以你可以去告訴我的子民,我已經為他們准備如此的豪
華.”
很快的,我們到達一個地方,有美麗的街道,真是美麗. 這裏我從
未在地球上摸過或見過.街道都在發亮!主說:”我的僕人,摸摸這
黃金的街道,因為你和我的子民都會住在這裡,我的子民們很快尌
會來到這裡.”我看到主和我坐騎在一起的倒影.
我們到了水晶海,它好美麗. 當我和主坐騎經過那珍貴的海時,祂
跟我說:”我的僕人,這一切是不是為我,這一切都是為我的子民. 所有你可以觸碰得到的,都是為你們準
備的,因為我深愛我的子民.”接著他說,”來!我的僕人,因為我還要給你看其他的東西.”
我們來到一個美麗的地方,我能看見 主的榮耀,感覺到他的權力.這是一個美麗的大場面.我看到有很多
桌子,所以我尌問主,”主啊!為甚麼要有那麼多桌子”? 他說,”僕人,記住羔羊的婚禮,記住,我們將用
這些桌子來慶祝羔羊的婚禮.”我看到無數的桌子,而我卻看不到盡頭.每張桌子都有天使,所以我問
主:”主啊,為什麼在每張桌子和椅子上都有一個天使”? 主說:”我的僕人,這些天使都在佈置桌子,這
些天使尌要準備好每一張桌子,因為我已經預備了一切.”
親愛的弟兄們,那些桌子是那麼的明亮,所有都由黃金做成,桌子佈置得非常漂亮.我看到每一位天使, 如
何的放置叉子,刀子,湯匙,玻璃杯,碟子,都是黃金做的,好漂亮. 主告訴我,”僕人,告訴我的子民作好準
備,因為我很快尌會來帶走他們與我在一起,所以他們能夠來到這裡,和我一起享受羔羊的婚禮”
那裏是如此的美麗,極大的榮耀和尊榮,可以感受到主的同在. 主說,”僕人,來這裡,因為我要告訴你其
他的事.”我們到達一個地方,有很多美麗的門,好多好多美麗的大門. 我問:”主!門的裏面是什麼”?
他說,”這些門的裏面是我的門徒,這些門的裏面是我的使徒,這些門的裏面是那些在地上與我同行,讚美
並榮耀我名的人.”

-瑪麗亞我們再坐騎前行,到了一扇半開的門,主說:”僕人!來
這裡,到這裡來,因為這門的背後是瑪麗亞.挨近去她的
身邊,聽她在說些什麼,因此你可以去告訴我的子民,瑪
麗亞現在承受的是何等的痛苦.”我靠近去,看見一位
年輕女仕,一位美麗的年輕女仕,好漂亮,她的臉是那麼
漂亮. 她跪在地上,朝向一個很小的窗戶望去.她是看
著地球的表面,懷著巨大的痛苦在哭泣.
她說:”你們為何崇拜我?為什麼？我又沒有任何的能
力!你們為何崇拜我?我什麼也不能做!不要崇拜我!不
要向我跪拜!我不能救你!那唯一可以救你,唯一能夠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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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你的是耶穌,是祂為為全人類而死!很多人說我有能力,我可以創造奇蹟,但是那是一個謊言!我什麼也
不能做!全能的主滿意我,他用我的子宮,使得耶穌來到世上,拯救世人,但我沒有任何能力.我什麼也不能
做! 不要向我跪拜!不要崇拜我!因為我不值得敬拜. 唯一配得你們跪拜和尊崇的是耶穌!他是唯一能夠
醫治和拯救你們的!”
我可以看到這年輕的女仕,懷著極大的哀痛,充滿了痛苦並且哭泣著. 她說:”不要!不要!不要崇拜我!為
什麼你們向我跪拜?我什麼也不能做!”你暸解嗎!親愛的弟兄們,看著這年輕的女仕是一件大事,看她這
樣的痛苦和哀傷並哭泣.

-長袍和冠冕主呼喚我,”僕人到這裡來,因為我要繼續給你看東西.”我們來到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我可以感受到主
的榮耀同在. 我看到一件一件的白袍,好白,好美麗!我伸手摸著白袍,主說:”僕人,觸摸這些衣裳,因為
這些衣裳全是給你們的”
我看到很多的衣服,觸摸起來很細膩,它們潔白又發亮,我在地球上所看過摸過的無法與之相比. 主說:”
僕人,這些衣裳都是給你們的”淚水從主的臉頰上滑下. 主說,”僕人,有許多的白袍將留在這裏,等待著
有人來穿.有許多的衣袍,將繼續留在這裡,等待著一個身體.”“主啊!為什麼”? 我問,”因為有許多人
都不願照我的心意敬拜我,有許多人都不理會我為你們所有人所作的這一切事情. 僕人啊!有許多的白袍
將繼續留在這裡,等待著一個身體,因為在我的王國裏,我不接受任何骯髒.在我的王國裏,我只許可聖潔
的東西,因為我在聖經中明寫著,我是聖潔的,因此你們也要聖潔. ”(彼得前書 1:16)
我看著這許多白袍,每一件都有金色的名字寫在上面. 我摸著比較小件的衣袍,大小尺寸還有不同,我
說,”主啊,這些小的衣袍,是要給誰穿的”? 主回答說:”僕人,要記得所有我的孩子們,要記得我是為每
一個人預備的,我不特別抬舉某一個人,這些小小的衣袍,是為那些讚美我名的孩子們預備的,那些喜歡到
我的殿中榮耀我名的孩子們,因此我為他們準備了大事. 凡尋求我的,來到我的腳前的,我尌賜給他們永
生.”
我們又開始騎,很快的到達一個龐大的地方,有許多頭冠.有豪
華的皇冠,閃光的皇冠,於是我說,”主啊!那些頭冠如此美麗.
是要給誰戴的?”主說,”僕人,你所觸碰的這些頭冠,是要給那
些讚美我的名,給那些照著我的心意行,真正榮耀我名的人.”
主給我看其它的頭冠,但我注意到它們只是一個框架. 然後主
說,”僕人,看這邊!”我開始看到有別的頭冠,但這些頭冠是由
荊棘作成,所以我說,”主啊,不要讓我戴荊棘的或是那只有框
架的!”主告訴我,”僕人,在這個地方有三種類型的頭冠:豪華並閃亮光的頭冠,你看得見,也摸得著的是
給那些真正讚美我的名,給所有那些真正從內心榮耀和讚美我名的人.他們在我的葡萄園裏努力工作,喜
悅來服事我的家,他們願意付出辛勞,忍受艱苦,相信我在聖經裏跟他們說的話,專心
來討我的喜悅.那只是一個框架的頭冠,你看得見,也摸得著的,是給那些沒有用心想
要認識我,沒有真心想要暸解聖經的人,這是給那些不喜歡來到我的家中,不喜歡禁
食,不喜歡守成,也沒有榮耀我名的人,這框架的頭冠是給那些只用嘴唇讚美我,而不
是體貼我的心意用心讚美我的人. 我的僕人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沒有人可以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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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沒有地方可以躲藏我. 僕人啊!那些荊棘的頭冠,你可以摸到也可以看到的,是給那些戲弄我的話語
的人,給那些批評聖經的人,給那些我一直給他們機會卻不願意相信的人,給所有那些反駁我話語的人.”

-教會被提的異象之後,主說:”僕人!我會給你看教會被提,我會給你看我如何再來.”我問主:”主啊!
我已經看見很多了,為甚麼你還要我看更多”? 我們到達上帝的寶座,我看到成千上
萬的天使聚集在一起. 然後我們開始下降,主和我停在一片非常漂亮的白色雲層上.
主發號施令天使前來接收教會,主告訴我:”僕人!仔細看,因為我再回來的時候,事情
尌會這樣發生,這將是我的再來”
我看到人們從地球上的四極,被提上升,他們讚美
主的聖名. 所有這些人都被上帝的能力包圍著.
他們都身穿白袍上升又上升. 他們唱著一首非常美麗的歌,”聖潔,
聖潔,主啊! 你是聖潔,謝謝天父!因你提升了我們!謝謝主, 因你提
升了我們!”
我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人,高的,矮的,黑的,白的,所有的人,和所有
這些天使都向上升到主和我所在的雲上,所有的人和天使都向主充滿
感恩,大家都說:”聖潔!聖潔! 主啊你是聖潔!”這是一件極偉大的
事情,我看到那麼多人,感覺上我認識他們.他們都被上帝的榮耀包圍
著.

-大災難的異象之後,我們來到了上帝的寶座室,主說:”僕人!到這裡來.”我們離開寶座室來到一個地方,有很小的窗戶.
主說:”僕人!現在往下看.”我看到可怕的淒涼,如此巨大的悲涼,整個地球都荒涼,並且充滿了痛苦. 主
說,”看啊僕人,這尌是我把我的子民從地球上提走以後,所要發生的事情. 我再來之後,這事尌會發生,
我的教會將在這裡與我一起.”我看到得地球是如此巨大的荒涼.
我看到人們短暫的歡喜了一刻,但是後來,我看到父親尋找他的兒子,母親尋找她的女兒,但他們無法找到
他們,因為全能的上帝已經提走他們,親人尋找其他親屬,但是他們無法找到. 人尋找自己的鄰居,也無法
找到,因為主已經將他們提上來了.
有可怕的事在全地球上發生. 我看見一位牧師不斷的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我問主:”主啊!為何
這個人,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 主回答說:”僕人!這個人是一位牧師,但他沒有認真的面對我要
再來的這一件事,以為我會繼續拖延下去,然而他沒有被提,他被留下來了,他一直不認為我現在會來,他
以為還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才會再來.這尌是他為什麼被留下的原因.“ 牧師跑遍了各處,說:”主啊,
為什麼我被留下來?如果我是一個牧師,我在教堂也有一個職位,而教堂走空了,只有我被留下來?我為什
麼要留下?”主說,”僕人,我現在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以為我會延遲我的再來,然而他被留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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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這人被迫害. 他說,”我唯一想要的,尌是被基督帶走!
我唯一想要的,尌是與主在一起,因為我不想活在這裡遭受巨
大的苦難!”他不斷的跑到各個地方,並且問自己,”為什麼
我被留下來了呢?主啊!提我走,我不想在這裡受苦!”主
說,”僕人!我現在不能做任何事情,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跟
他說,告訴他,我很快的尌要再來,但是他不相信我,現在他被
留下來了.”
我看見到處都有很多的人在跑.這麼多的人都在跑,他們絕望
的試圖尋找平安,但他們無法找到. 他們高喊,”我們要上帝的話!我們渴慕生命的話!”但為時已晚,因
為主已經提走祂的教會.
我看到好多好多年輕的男孩和女孩穿越叢林,穿越山區,試圖尋找平安.他們希望平安,但他們無法找到平
安.主告訴我為什麼,”僕人!我已經提走我的教會,現在是撒旦來控制人了”,撒旦已經轄管了地球,全地
上到處都是折磨!人們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 人們想靠著吃對方才得存活,並且打架拉扯對方的頭
髮.他們相互指責傷害對方,因為他們要尋求平安,但他們無法找到!他們是不可能找到的,因為主已經把
他的教會提走了.
在地球上發生這樣可怕的時期,我看到這些可怕的事情,許多的人彼此傷害對方,說:”我要愛!我要平
安!”但為時已晚!主告訴我,”你看!我的僕人,我曾經花時間向這些人的心中叩門,但他們並不想尋求我,
現在他們這些人被留下來的,我不能再為他們做任何事情了. 為什麼？因為我已經把我的教會提走與我
同在了,當我所有的子民跟我在天堂裏享受羔羊的婚宴時,所有這些留在這裡的人會受到很大的逼迫和痛
苦,屆時將會有哭泣和咬牙切齒.因為他們不想聽從我的話,他們喜歡嘲笑和批評我的話.”

-生命冊之後,主給我看一本很大又美麗的書,非常的光亮是由黃金做成的.
我問,”主啊,那本大書,是什麼?”他告訴我:”僕人!在這本書裏
是那些讚美我的人的名字,是那些已經向我悔改歸正,並尋找我的
真理的人. 這本書是生命冊,在這本書裡記載的是所有那些聚集
來讚美我和榮耀我的人名.”這本書好大,並且已經寫上許多金字.
主說:”看啊!我的僕人,許多的名字,我沒有抹去,因為我憐憫他
們,有許多人已經離棄了我,但因著我的大憐憫,我沒有塗抹他們
的名字,因為我不願意讓任何人滅亡,唯願每個人都有永生.”我
手摸著這本書,看到好多人的名字寫在裏面.

-地獄之後,主告訴我:”僕人!我會給你看地獄.”我說:”主啊!不要.我將無法承受,你所顯示給我的已經夠多
了.”然而主告訴我:”僕人,我會給你看地獄,如此你才會去告訴教會和人們,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天堂,但
也有一個地獄.”我們開始下降又下降,我們距離地獄仍很遙遠時,我已經開始聽到尖叫吶喊聲和極大的
呻吟. 我說:”主!帶我離開這裡,因為我將無法面對這些”! 主回答說:”看啊!我的僕人,不要害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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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與你同在”! 我們通過隧道往下降. 那個地方是極大的黑暗,那
種黑暗,是我從來沒有到地球上見過的.
我們走過一些牆壁,我聽到有許多的靈魂在吶喊,因著痛苦和折磨而
尖叫. 主說:”僕人!我們向前行.”我們來到一個地方,有一個人喊
起來.我問主:”主啊,為什麼要停在這裡?”他回答說:”你看!僕人,
仔細的看這個人,因為這個人是你在地球上的一個親戚.”我回答
說:”主,他是誰?我不認得這個人.”主說:”這個人是你在地球上的
祖母,她是你的親戚,但她非常的不相信我,這尌是為什麼如今她在這
裡.”
她說:”請給我水,帶我離開這裡,因為我再也受不了這種痛苦,我好
口渴.”但是我不能為她做任何事,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哭. 我說:”主啊,照著你無限的慈悲和你無限的善
良,帶她走離開這裡吧!為什麼她在這裡,我的父母告訴我她是在天堂啊?”
主說:”僕人!牧師告訴你的父母,你的祖母已經去了天堂.但那是一個謊言. 因著她過去向圖像鞠躬,她
拜偶像,看啊!這些偶像不能救她. 有很多時候,我向她的心裏說話,只要她願意接受,我尌會進到她的裏
面去幫助她,然而她選擇了嘲笑我的話,她決定跟隨周圍世界的環境比較好,而不要來尊敬我的名字,這尌
是為什麼她現在在這裡. 她從來沒有想要接受我的話,她從來沒有想要悔改. 牧師告訴她遺留下來的親
屬,說她已經飛到天上,並且她已經在天上有大宅,但那是一個謊言. 看啊!我的僕人,她現在在這裡.”她
痛苦的哭著說,”給我水!帶我離開這裡!”主說:”僕人!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了,這個靈魂已經不屬於我
了.”我們轉身走開,她向我們喊叫,”不!不要留下我在這兒!給我水!帶我離開這裡!”主已經說了,祂不
能做什麼.
我們繼續看著這麼多人,死亡的靈魂試圖抓住主的衣服,他們說:”救我們離開這裡”! 但主告訴他們:”
離開我吧!因為你已經不再屬於我了,你是屬於撒旦和他的魔鬼.”這真是個可怕的地方,有這麼多的靈魂,
這麼多!

-撒旦的座位我們繼續坐騎到達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主說:”看!僕人,我要給你看撒旦的寶座.”我告訴他,”不要,
主!我不想看它的寶座!”主回答說:”僕人,不用怕,因為我與你同在”!然後我們來到了好可怕好可怕的
地方,我看到一個龐大的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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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
看見到處都有邪魔,我看見大小不同的鬼,我看到空中執政的,掌權的,我看見惡勢力,以及許多各式的邪
魔.我看見撒旦下令給他的妖鬼,命令它們到地球上去挑起各樣的壞事.
我看到那些邪魔到地面上挑起撞車,殺人,打架,離婚和一切邪惡的事,然後便下到地獄來向撒旦報告一切
他們所做的,撒旦會大笑又大笑,撒旦給鬼魔獎品,鬼魔便開始慶祝,讚揚撒旦並向他唱歌.
我看見撒旦有這麼多的計劃要來摧毀基督徒,有大計劃要來摧毀上帝的僕人,我看到龐大的教堂和教友,
充滿著現代化的潮流,主說:”你看!僕人,這些教會是被魔鬼控制,他們將無法上來與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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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讓我看見邪魔挑起這麼多的殺人事件,那些靈魂尌都來到地獄,這
可怕的地方. 我看見大火爐,主說:”看啊僕人!這是火湖,這裏尌是
地獄.”
每次邪魔挑起殺戮,所有死亡的靈魂下到這個地方,火將他們吞噬,
他們會被火熔化.死亡的靈魂會因此痛苦並恐懼而哭嚎,然後妖魔會
回到撒旦的寶座前,報告他們所做的一切,撒旦會大笑又大笑,並獎
賞給邪魔,邪魔在撒旦面前又唱又跳,盡其所能的向撒旦慶賀,撒旦
自豪的高興大笑,因為所有的靈魂相繼到達地獄. 他們一秒接一秒
不斷的掉進來,撒旦如此的自豪,他不能停止不笑.
我感覺到在那個地方有很多的邪魔,很多的惡勢力. 我說:”主請帶
我離開這裡,我受不了了.”邪魔用矛刺折磨那些亡靈,亡靈們會尖
叫:”不要刺我!讓我們安息,我們不要再被折磨了,我們要平安!”
然後邪魔會大笑.

-聖城我們離開那裏,主說:”你看!僕人,我要讓你看聖城,所以你可以去
告訴我的子民,我已經為他們準備的是何等的亮麗輝煌.“我們向上
來到了一個美麗的地方,那裡有美麗的樹木,松樹那麼的高,一切是
那麼美好,我可以感覺得到平安的寧靜.
在城門口有一道美麗的彩虹,道路兩旁有很多天使,我們走進了門,
主說:”僕人!這是聖城”. 我們走著,直到我們走到了一個花園,滿
是美麗的玫瑰花,我從來沒有在地球上看見過的.
我放開主的手,我跑進花園,擁抱
鮮花,它們是如此的細緻,它們的
香味芬芳,我正想摘一朵花,但主
說:”僕人!不要,你不能帶走任何東西. 只有等我的子民們來到這裡,
你才能夠摘這些花卉,當我的教會來到這個地方,那時你才能夠取下這
些鮮花.”我回答說:”主,我只想帶一朵花回地球,給所有的教會看
看.”但主說:”不!僕人,因為我的子民還沒有來到這裏.”我看到很多
不同種類的美麗花朵.
然後,我們坐騎經過美麗的綠草地,主坐在草地上,露出美麗的笑容,他
說:”僕人!這一切你能摸到看到的,都是我為我的子民準備的”.
然後我們坐騎到一個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樹,上面結滿了果實.我說:”主啊,這棵樹?這樹有什麼特別的意
義嗎?還有所有這些果實?”我過去想摘取一個果實,但主又告訴我一遍,”不要!我的僕人,你還不能摘取
那些果實,因為這棵樹是生命樹,當我的子民們來到了這裡,你尌可以從這棵樹摘取果實吃. 同時你不能
帶走任何東西,直等到我的子民們來到這裡.”這樹上的果實真是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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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繼續騎,我看到許多美麗的蝴蝶和動物. 主說:”僕人!所有這裏的一切都是要給我的子民. 去
告訴我的子民,很快的,他們將來到這裡,遨遊在這聖城裏.”
我們繼續前進,到達另一個美麗的地方,有許多巨大的樹木和松柏. 主說:”僕人!這一切都是為我的子民
而造. 僕人!來這裡,因為我要給你看一個奇蹟.”
我們到了一個美麗的地方,那裏充滿了天使,有一個天使,他的嘴裡含著一個很大的
號角. 我說:”主!那天使,代表著什麼特別的意義嗎”?主回答說:”你看!僕人,這
天使是在等候命令,這個天使正在等待我給命令,所以他可以立刻吹響號角,而當這
個天使開始吹響號角時,我的子民將被提升,並被轉變. 但僕人啊!有一件事是可以
肯定的,這號角吹響時只有那些警醒的人才聽得到!所以,去告訴我的子民們要警醒,
告訴我的子民們不要覺得無所謂,因為如果你的靈仍然昏沈,你不會聽到號角吹響,
去告訴我的子民,靈要敏銳,對於那些仍然繼續迷胡無心警醒的人,我將無法提升他
們.”
天使是如此大又美麗,在他的背後也有許多天使,他們的號角比較小一點.那些號角
全是由黃金做成,而且非常的光耀奪目. 主說:”僕人!去告訴我的子民們,要時時儆
醒,因為我隨時即將下令吹響號角.”
我們又再坐騎前行,主說:”看啊!僕人,我要給你看
我父的寶座.我沒有讓你看過,但是,我現在要給你
看,因此你可以去告訴我的子民們,我父是真實的,
我也是真實的.”我們開始步行. 主,天使和我一起
走,當我們距離天父的寶座仍然還很遙遠,我已覺得
無法繼續前進,浩大的能力和榮耀使我無法再前進
一步. 天使們扶持著我一步又一步的朝向天父的寶
座,我覺得我自己輕如一片羽毛,幾乎無法走路, 只
有靠天使扶著我.
我們到達了天父的寶座,我可以感受到龐大的能力
從寶座上傳下來. 大能力的閃電從寶座上射出,非
常的光耀. 如此大的能力圍繞著寶座,呈黃金的樣式不斷的釋放出來. 有人坐在寶座上,但我看不到他的
臉,我承受不了從寶座上來的能力.我只能看到天父的腰間以下.但從他的腰部以上我不能承受去看,接著
我扑倒在地. 我扑倒在地因為我無法承受如此
的能力和榮耀.
之後,我看到二十四位長老讚美並榮耀主的名.
我看到巨大的天使長也尊崇主的名. 二十四位
長老跪下並說:”聖潔,聖潔, 主啊!唯有你是聖
潔”!天使們永遠不會疲倦的榮耀讚美主,長老
們也是從未停止榮耀主的名. 寶座上發出烈火,
在寶座那兒有許多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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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離開,來到一個地方,那裡有一個龐大的天使. 我說:”主!那天使是誰”?主回
答說:”你看僕人,這是天使迦百列,再看看另一位天使,這是米迦勒.”他們是如此高大
又俊美. 主說:”僕人!告訴我的子民,天使迦百列和天使米迦勒確實的存在.”
然後主說:”僕人!來這裡,因為我要給你看鞭子”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在那裡我看到主
拿出一條鞭子,是從樹的末梢取下. 他抽打一把很大的椅子,並說:”僕人!這是為了那
些不聽我話的,這鞭子是為那些不想順服我的人,既然他們不想服從我的話,那麼我會用
這個鞭子鞭打他們,因為我懲罰那些我所愛的人.”我看見主用鞭子抽打椅子. 我說:”求天父不要用鞭
子打我!”他回答說:”僕人啊!那麼尌好好聽話,因為凡那些不聽的,我必管教.”(啟示錄 3:19 凡我所
愛的,我斥責並管教.所以要殷勤並悔改).
然後主帶我到了一個寶貴的地方,一個浩大的地方,在那裡我看到更多的黃金冠冕.那些冠冕都已經寫上
了名字,並且鑲滿了珍珠!主說:”僕人,來看,這冠冕是給我的僕人易也 阿維拉,這另一個冠冕是給我的
僕人阿土 加西亞”這些冠冕很珍貴! 有一冠冕上寫著”艾達華地羅”,另一個寫著”米格度朗”,再另
一個寫著”阿曼多杜蘭.”“主啊!現在我可以得見,摸得著所有這些僕人的冠冕.”我還看見冠冕給”巴
羅品多”,和”拿戶薩迪奧.”
主說:”僕人!在這裡我許可你看到的冠冕,是給那些在我的葡萄園裏為我工作的僕人,我已為他們準備,
所以你可以看到傳講我話語的僕人,我給他們的回報是大的.”我看到成千上萬的冠冕,每一個冠冕都有
名字寫在上面.
我摸著另一個冠冕,但我看到這個冠冕的寶石開始鬆脫掉落.”主!不要給我這一個冠冕! ”主說:”看哪!
這些冠冕尌是給那些不想在我的葡萄園裏工作的僕人,那些選擇自己的心意,而不尋求我的心意而行的人,
他們的冠冕正呼應他們的行為,沒有心在我的葡萄園裏工作的,他們冠冕上所積存的寶石也在鬆動剝
落.”(啟示錄 3:11)
然後主帶我到一個很美麗的地方,我看到很多人正在睡覺,他們身上穿著
非常潔白的袍子. 我問:”主啊!這些人是什麼人”?主回答說:”看哪!
僕人,所有在這裡的人是在地上去世的人,現在他們安息在這樂園裏,當
我發出命令,號角將吹響,那些死了的人,要先被提,然後是那在地球上的
人.”那兒有很多的人,他們穿的衣服裝都非常的潔白.(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17)
沒有任何人講話的聲音,他們只是在睡覺,深深的睡眠. 主告訴我:”僕
人!他們正在休息,但當號角吹響,他們會先被提,然後是那在地球上的人一起跟著被提,來與我同在,然後,
我們尌可以一起慶祝羔羊的婚禮.”

(Translation help by Ben Paul, 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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