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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迎见你的神！ 

天国，地狱，基督再来 
安吉莉加‧兰布诺的见证 

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一个厄瓜多尔的年轻女孩名叫安吉莉加，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耶稣带她看见了天国、地狱和基督的再来

的景象，共 23 小时之久。她目睹耶稣流着泪看着这众多失丧在地狱的灵魂、一个拒绝祂的救恩的世

界、一个对祂再来没有预备的教会、一群停止向迷失的人传福音作见证的民族，和一个将孩子们引向撒

但圈套的娱乐界。她目睹到许多我们在娱乐界崇拜的偶像在地狱里受煎熬，有歌星、演艺人员、甚至还

有教皇。安吉莉加还看到天国是已经如何完美地预备好了，准备就绪，那里是一个毫无邪恶，超出想象

的荣耀之地。。耶稣再来只是单单为那些圣洁的子民，没有预备好的神的子民们在那一天将不会被提，

被留下来的人们将面临的是极其动荡不安的世界。  http://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地点：南美洲，厄瓜多尔，艾安巴美（El Empalme， Ecuador），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七时 

 

麦斯玛（母亲）： 

我的名字是麦斯玛‧兰布诺（Maxima Zambrano），我

们在艾安巴美的教会叫做「宣讲之家」（Casade 

Oracion）。我们禁食十五天，向神呼求。我的女儿安

吉莉加（Angelica）也加入我们。在这十五天的禁食

里，我开始看见了自然界里所看不见的东西，那是我从

未看见过的。我们在退修营会中禁食祷告，即使回到家

里也继续呼喊祷告，等候神向我们说话。 

 

主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遇到许多试炼，有很多次都几乎要放弃，但是主在那里帮助我们。祂给了

我们一节经文，就是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

事指示你。」我的女儿后来告诉我说她曾经很努力向主恳求这经文的应许，然而我在那时并不知道。 

 

安吉莉加（女儿）： 

我的名字是安吉莉加‧伊利莎伯‧兰布诺‧茉拉（Angelica Elizabeth Zambrano Mora）。我今年十八

岁，就读于厄瓜多尔的学校。在十二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受了基督，可是我告诉自己：「在我的朋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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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人是信福音的，在他们当中我感到有隔阂，很不自在」，所以我离开

了神，过着一种很不好、很糟糕的生活。但是神将我拉离了他们。在我十五

岁生日的时候，我回到主里，但却仍然心怀二意。圣经在雅各布书一章八节

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就是那种

人。我爸爸对我说：「你不要再那样下去，那样子很糟糕，那样做是错

的。」而我回应说：「这是我的方式，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没有人管得了

我，没有人可以限制我应该做什么，应该穿什么，应该怎样行事。」爸爸回

答说：「神将会带领你的，祂将会改变你。」 

 

在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我靠主更近了。四月二十八日的那天，我来到祂面前说：「主啊，我感觉到如

此难过，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然后我向祂倾诉自己的感受：「主啊，宽恕我，我求你将我的名字写在

生命册上，接纳我做你的孩子。」我悔改，并且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我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把

我转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全心向主呼求，求祂改变我。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并没有觉得有什

么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我开始上教会、读圣经并祷告，这其实就是我生命改变的开始。 

 

 

然后于八月，我被邀请去参加十五天的禁食，我决定加入。但是在我加入前我说：「主，我希望你就在

这里帮助我，好好的改变我吧。」就在禁食期间，主几乎向所有的参与者说话，就只除了我以外！主好

像没有看见我，这令我很伤心，我祷告说：「主啊，难道你不帮

助我，来改变我吗？」我在一旁独自哭并继续祷告说：「主啊，

你爱我吗？你在这里听我的祷告吗？你有和我同在吗？为何你不

向我说话，像对其他人一样？你说了许多的事情给其他人听，甚

至说预言，就是不对我说。」我请求祂给我一个祂与我同在的记

号，然后主给了我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

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说：「主

啊，刚刚是否是你在向我说话？」因为我的耳朵听到这声音，并

且我看见一个异象写着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节。 

 

我说：「主啊，这是你要给我的吗？」这时其他每个人都做见证，说主所给他们看见的异象，而我则为

自己所领受的听见和看见的异象，秘密的保守着。我一直默想着那些话：「你求告我」意思是我向主祷

告，那么「又大又难的事」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也许只能用天堂与地狱来解释吧。」因此我说：

「主啊，我只想你给我看天堂就好，不要去看地狱，因为我听说那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然后我在心

里祷告：「主，若你定意要给我看甚么，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是请先改变我，我希望你能改变我的

心；我不想再和过去一样。」 

 

当我们完成禁食的时候，面临了很多的试验和困难，有时我感到非常地虚弱，不能继续与主同行，但是

祂给了我力量。我开始听到祂的声音，更多的认识祂。我们成为好朋友。在圣灵里，主是我最好的朋

友。我跟祂说：“主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认识你更多。”并且将我所有的想法都与祂分享。 

我在整个八月份都一直在祷告。到了十一月，主的一个仆人来到我们家，说：「愿主保佑你。」我回

应：「阿们。」然后他说：「我来是给你神的讯息，你必须准备好自己，因为主要将那些你不知道又大

又难的事显示给你。他将带你去看天堂和地狱，因为你一直为着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节向他祈求。」我

回应：「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我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回答：「那位你所赞美和服侍的神，也

是我所赞美的神是同一位。祂告诉我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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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开始祷告。有一些是从我们教会来的姊妹，另一些是我的家庭成员，我们一起祷告。刚一开始

祷告，我就看见天开了。我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两个天使正在下来！」那仆人说：「问问他们，为

何在这里。」 

 

他们高大而美丽，有着美丽的翅膀，他们巨大而闪耀，好像是透明的，散发出金色的光辉。他们穿着水

晶的鞋子和圣洁的衣裳。「请问为什么你们在这儿？」他们微笑着答道：「我们在这儿有任务要执

行，„我们在这儿因为你一定要到天堂和地狱去参观。我们不会离开你，直至所有这些任务完成。」我

回答说：「很好，但是我只想看天堂，不想看地狱。」他们微笑着，然后待在那里，没有再说甚么。当

我们祷告完毕后我仍然能够看见他们在那里。 

 

我也开始看见圣灵，祂是我最好的朋友，祂是圣洁的，祂是全知的，祂是全在的！我能看见祂，祂透明

而明亮，有着光辉的面容，我能看到祂的微笑和爱的目光！我几乎无法描述祂，因为祂远比天使美丽得

多。天使拥有属于他们的美，但圣灵的美远远地超过他们更多。我可以听到祂的声音，那充满爱的声

音，那热情的声音。我无法描述祂的声音，那声音像雷电般，但祂同时间会说：「我与你同在。」所以

即使试炼环绕着我，我都会努力继续与神同行。那时我们正在经历很艰难的时刻，但同时也是得胜的。

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即使在学校和自己的教室里，我能够继续的看到那些天使，我好高

兴，充满了喜乐，因为我实在的能够看见他们！ 

 

那位探访过我家的神的仆人，告诉我说要预备好自己，因为我将要去看天堂和地狱。但是她也告诉我很

难以接受的事，她说：「你将会死。」当我听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承受着突然其来的冲击。我

勉强而且吃力地接受这从神来的讯息。 

 

我问：「我还这么年轻，我怎样会死呢？。」他回答：「不要担心任何事情，每一件事神所作的都是完

美的，祂能够使你再活起来。这样你便可以为天堂和地狱作见证，就是主想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

的事。」我说：「阿们！但是我是否会被车撞到？我将会怎样死呢？」我的脑海里浮出了很多的想法，

但是主告诉我不要担心，所有事情都在祂的掌握中。我说：「主！谢谢你」 

 

十一月六日，我放学回家，天使们与我一起，即使在赞美主的时刻，天使们仍然与我一起，但他们不会

跟我说话；他们只是不停的说：「圣哉！圣哉！圣哉！哈利路亚！」将荣耀、崇敬和赞美都归给我们天

上的父。圣灵也在那里和天使们一起，我感到很欢欣。很多人说福音很乏味，但那是来自魔鬼的大谎

言，那种话阻挡人们寻求神的同在，使得人们不去寻找神。我之前也习惯的相信这谎言，但是自从我遇

到主和圣灵之后，我知道福音并不乏味，那反而是你在地球上所能拥有的最好经历！ 

 

我能够看见圣灵，和祂一起玩甚至与祂倾谈。但那些天使不与我说话，他们只是赞美主。我会说：「圣

灵，请陪伴我一起做这个或是做那个。」然后祂就会在那里，我能感受到祂，并且能够看见祂。 

 

当祂抬起脚的时候，我能看到祂，我会为祂预备座位。虽然很多人不能够看见祂，但祂确实就在这里！

这样美好的关系一直持续着，没有任何原因能让我去停止，一旦当你经历了，你就不想让任何理由来阻

拦，„我绝对不会离开祂，我会和祂一直保持美好的关系。当我想起祂将我从以前那么败坏的处境中脱

离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祂的恩慈、祂对全人类的爱，并且对我的爱！ 

 

十一月七日，在回家的路上，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为你今天的死做好准备。」我知道那是圣灵在向我

说话，因为我可以看到祂。我没有接受祂的话，我说：「主啊，我不想今天死！」但是祂重复说：「为

你今天的死做好准备！」这次祂说得更大声了，并且带着更大的力量，我答道：「主啊，我知道是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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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说话；我只想请求确认，之后，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将会做任何你要求我做的事，即使害

怕，我仍会选择向你顺服，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是那么的真实。」 

 

我祷告说：「让那位你以前使用的仆人，带给我这讯息。让他在我回到家之前的一刻，就在我的家里，

让他告诉我今天我会死的事。」没想到主不但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还知道我们的未来，祂知道我会

向祂提出这样的请求，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惊奇的看见主的仆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麦斯玛： 

当我的女儿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正在厨房里。当安吉莉加看见主的仆人的时候，她说：「甚愿主祝福

你。」那位主的仆人回应说：「愿神祝福你。你准备好了吗？因为今天，是主要来带你去的日子，就在

下午四点钟。」安吉莉加只是站在那里一点儿都不动，惊讶于主应允了她的请求。 

 

安吉莉加： 

当我听到主的仆人所说的话之后，我说：「阿们„但是我不想死，我不能死！不！主啊，我害怕，非常

害怕，我感到太害怕了！」主的仆人说：「让我们来祷告，奉我们救主的名祷告，要你的害怕现在就离

开。」我说：「阿们！」于是我们祷告，很快的，我感到所有恐惧都离开了我，然后有一种难以形容的

喜乐临到我，我想，这发生在我身上的死是再好不过的事！我开始微笑，然后笑出声来，这时每个人都

看着我。他们看见我明显的从沮丧的情绪变为满有欢喜，我笑着、又唱又跳。 

 

麦斯玛： 

我女儿霎时间心里充满喜乐，然后开始吃东西。她每样东西都吃一点，说：「假如我不能够再回来„„

好了，我已经吃完了，也吃饱了。」 

 

安吉莉加： 

所有在场的人都开始笑着问她：「为什么你刚才还忧心，现在又变得高兴、愉快起来？」我告诉他们：

「当然开心了，我现在要去见主，我将要同祂一起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回来，所以我想将我的

东西都送出去。」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凝视着我问：「你要将你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吗？」我妈

妈也是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麦斯玛： 

我女儿开始将她的东西送人。她送出了她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常常来我们家聚会的姊妹们也都在场，

我的女儿将她的东西送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当我问她为何如此做，她说：「假如我再回来了，他们可以

将所有的东西还给我，但是如果我不再回来，东西就是他们的了。」 

 

安吉莉加： 

当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妈妈是多么难过。但就在我开始送出所有东西给别人的时候，我

却是那么的开心。我给出我的衣服、我的睡床、我的手机、每一样我所有的。我向他们说，有一个条

件：如果我回来了，所有东西都要还给我。他们全都开始笑起来。 

 

麦斯玛： 

她非常果断，但是作为母亲，我感到如此难过。不能安心。我想到，主来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我

不能明白。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在房子里整理东西。他们说：「姊妹，来和我们一起祷告。」但是我

答：「你们继续，我一会儿再来，我要把这些事先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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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莉加： 

祷告的时候，他们都在观察我，我祷告说：「主啊，我要按你的旨意去做，你不像一般人会撒谎或转

意，我知道你是真实的。如果我在你的旨意上没有能够达成你的期望的话，最好你就把我带走与你一

起；但是如果我能够来成全你的旨意，就请带我回来，帮助我传讲你的真理，预备我，帮助我去传道，

告诉人们悔改。」那是我最短的祷告，我把这事告诉了主的仆人，说：「我刚刚向主的祷告，不要告诉

我妈妈。」他回答说：「现在我不会告诉她，但是一旦主带你走了，我就会跟她说。」我们继续围着一

圈祷告。 

 

麦斯玛： 

于下午三时三十分，主告诉祂的仆人去膏抹我的女儿，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进到了房间去膏抹她。祂给

了我们两分钟去膏抹她，从她的头髪直到全身，她完完全全被膏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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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安吉莉加： 

我妈妈和教会的另一位姊妹，法提玛‧娜凡蕊，用油来膏抹我。当他们正在膏抹我的时候，我感到有些

东西覆盖着我，像是透明的玻璃一样把我包裹起来，难以解释。我感到像被盔甲覆盖起来，我也很难解

释我是如何被覆盖的。之后，他们试着触摸我，但是都做不到。 

 

麦斯玛： 

当我们为安吉莉加祷告的时候，我尝试按手在她身上，可是我竟然碰不到她！有一种透明的东西罩住

她，隔开她与我们，那真的很奇特，没有人可以碰到她！那个覆盖的东西从她的头顶直到脚底，大约有

三十厘米厚，这令我十分震惊。过去我曾多次为人按手祷告，也在主日崇拜时为人按手，但是像这样的

事从来未发生过！我说：「噢，这一定是有些特别事情正在发生。」然后我开始祷告，向主献上感谢。

突然间，我领受到很大的喜乐，我心中的忧伤不见了，痛苦不见了。现在我感到欢欣的喜乐！我们继续

祷告，大约到了下午四点，我的女儿倒在地上了。 

 

安吉莉加： 

祷告的时候，我感到呼吸困难；我不能呼吸了。我感到腹部疼痛，心也疼痛，我感到我的血液停止流

动，极大的痛苦遍布我全身。我能说的话就是：「主啊，给我力

量，给我力量！」因为我感到不能再支撑下去了，我没有力气，

力量都离开了我！我朝天上望去，是在灵里的，而不是靠着肉

眼，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天使们，不是两个，不是十个，而是

成千上万的天使聚集在一起。在成千上万的天使当中，我看见一

个光源，比太阳还要明亮上万倍，然后我说：「主啊，那就是即

将要来的你！」 

 

麦斯玛： 

当她倒下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扶她站起来，但是她不能自己站立。这时，我们能够碰到她。她说：「祷

告啊，我没有力量了，妈妈，我没有力量，我感到很痛苦。」刚开始，是她的心感到痛，然后痛到她的

腹部，我们继续祷告恳求主。主就取走了她的生命！ 

 

在我的人生当中，从没有看着人死去。现在我看着我女儿离世，并且看着她挣扎。这多么令人难以承

受！我听不懂她最后说的几句话，最后她停了下来，我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脸上，用一面镜子对着她的

嘴，看看她还有没有在呼吸。她没有呼吸了，她静止不动。我抱着她，她还温暖，像平常一样。我拿一

张毯子给她盖着，不一会儿，她开始变冷，非常的冷。她的头发向后被放回去，像死人的头发一样，她

变得像冰一样冷。 

 

安吉莉加： 

我看见耶稣来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死亡边缘。当耶稣和天使们靠近我的时候，我感到我就要离开

了，我不再是肉身的我，我的肉身不再活着，我的身体正在死亡当中，而且痛苦难当！当我的身体倒在

地上时，他们已经都在这里，我的家里充满了天使。在天使当中，我看见光，比太阳还亮！当我的灵魂

被剥离开肉身的时候，那时我实在很难受，我感到极度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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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倒在地上时，我又哭叫起来，我问：「主啊，发生了甚么事？发生了甚么事？」我

想触摸自己的身体，想进到身体里面去，但当我尝试的时候，好像在抓空气一样：我摸不到我的身体，

我的手只是穿过了我的身体。在那群祷告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听到我的声音！我大喊：「主啊！救

我！」 

 

麦斯玛：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丈夫回来了，他看见女儿在那里。主在那时给了我力量，因为我不知该做甚

么。女儿像是在昏睡，但是我知道她没事，因为这是主的工作，所以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

就。」 

 

  

 

 主耶稣基督  

 
 

安吉莉加： 

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主的声音，一个美丽的声音像雷鸣轰，里面满了爱：「不要怕，女儿，我是耶和

华，你的神，我来这里，是要给你看我曾应允你的。起来，我是耶和华，那握着你右手的告诉你，不要

怕，我会帮助你。」突然间我站起来了。之前我是跪着，看着自己的身体，想要回去，但是不能。当我

听到祂的声音的时候，恐惧离我而去，我就不再害怕了。 

 

我开始走的时候，那些天使开出一条路，那里有一道很强的光照耀着，当我注视这光的时候，我感觉到

平安。在那当中我看见一位美丽高大，漂亮又健壮的人，光从祂那里散发出来。那光太强烈而使我不能

看到祂的脸！但是我能看见祂闪亮的精金般的美丽头发，洁白的衣服，配戴一条宽边的金色腰带，通过

祂的胸前，上面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看着祂的脚，祂穿着闪着金光的鞋子，是闪耀的精金。祂是如此之美丽！祂向我伸出祂的手。当我握

着祂的手，那并不像我触摸不到自己的身体一样，我的手没有穿过主的手，是实实在在的握着。我问：

「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祂说：「我将带你去看地狱，这样你可以回去告诉人们地狱是真实的；地狱是

存在的。并且我的荣耀会指引你，去告诉我的子民做好准备，因为我的荣耀是真的，我是真实的。」祂

说：「女儿，不要害怕。」祂再说了一次。然后我说：「主啊，我只想去天堂，不想去地狱，因为我听

说那里很可怕！」祂说：「女儿，我会与你同在，我不会留下你在那个地方，我要给你看那个地方，因

为很多人虽然知道地狱存在，可是他们却没有害怕的心。他们认为那只是一个游戏的地方，他们拿地狱

开玩笑，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你去这地方的原因。因为灭亡的人多，而

进入我的荣耀的人少。」当祂说这话的时候，我能看见祂的眼泪淌流下来，落在祂的衣服上。我问祂：

「主，你为何哭？」祂回答：「女儿，因为如此众多的人都灭亡了，我要带你去看，你就便可以讲出你

所看见的真相，这样，你也不会再回去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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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 
 

 

当祂正说话的时候，突然间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开始移动。地，震动而裂开，我看见地下有一个非常黑的

洞。 

 

我们站在类似岩石的东西上面，有天使们围绕着我们。我说：「主啊，我不想去那个地方！」祂说：

「女儿，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就在一瞬间，我们降落在那个黑洞里，我尝试着去看，但那里

是可怕的黑暗。之后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圆圈，又听见数百万人的叫声。 

 

我的全身感到极度烫热，我的皮肤好像在燃烧。我问：「主啊，这是哪里？我不想来到这个地方！」然

而主说这只是去地狱的通道，还没有到地狱。那里有一种可怕、令人反感和恶心的气味，我乞求耶稣带

我离开。祂回应说：「女儿，这是有必要的，你必须去看这个地方。」我大哭：「但是为甚么？主啊，

为甚么啊？」然后祂说：「所以你能够去告诉世人事实的真相；世人在灭亡当中，他们迷失了，很少人

进入我的国。」（马太福音 7:14）祂说这话的时候在流泪。祂的话给我力量和鼓励，使我能够继续往

前行。 

 

我们到达了隧道的尽头，我向下望，我看见一个铺满火焰的深渊。主说：「女儿，我给你这个。」那是

一本用空白的纸装订成的大本子。「女儿，拿好这支笔，我要你写下我所让你看见的和听见的一切。你

所观察到的你要写下，就好像你活在其中一样。」我说：「主，

我会做到的，但是我已经看到这么多了。主，我看见灵魂在受着

煎熬，那无穷尽的火。」 

 

麦斯玛： 

时间过去，我的女儿依然躺在那里。「主啊，发生了甚么事

呢？」有泪水从安吉莉加的眼睛里淌下。我为她擦去泪水，它们

又再流出来。我放了一面镜子在她的嘴边，要看看她有没有呼

吸，却仍是没有。我们查看她的脉搏，没有一点动静。我们放手

在她的肚子上，毫无反应。主的仆人说：「她现在身处的地方，

不是一个欢笑的地方，而是一个痛苦的地方。」 

 

安吉莉加： 

我告诉主耶稣：「我会去告诉世人，地狱是真的，地狱真的存在，但是现在就带我离开这里吧！」然后

祂响应：「女儿，我们甚至还未进入那个地方，而我也还没有给你看甚么。你现在就要求我带你离开这

个地方吗？」我说：「主啊，求你带我离开这里。」然而我们又往那个深渊里下降！我开始大声尖叫起

来：「主啊，不、不、不、不、我不想去！」祂回答说：「你必须去看这个地方。」 

 

我见到可怕的魔鬼，各种各样的，有大的，有小的。他们跑得飞快，他们手里都拿着一些东西。「主

啊，牠们为甚么跑得这么快，牠们手上拿着甚么？」祂回答：「女儿，牠们这样跑因为牠们知道牠们的

时间不多了，只有很短的时间去毁灭世人，特别是毁灭我的子民。牠们手上拿的是毁灭世人的方式，因

为每一个魔鬼都赋予去毁灭指定的一个人，牠们各有特定的一个方式去毁灭那人，然后带他们来到这个

地方。牠们的目标就是要毁灭那人然后带他们到地狱。」我可以看见魔鬼们向着通到地上的出口跑去。

然后主告诉我：「牠们正离开这里，牠们的目标就是去到地上将世人掳来，丢进地狱里。」当祂说这话

的时候，祂边说边流泪，祂流了这么多眼泪。祂一直在流泪，我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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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玛： 

我女儿死了二十三小时，但是我没有通知政府有关部门。我祷告说：「主啊，我会等待二十四小时，假

如我女儿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回来，我就会去叫医生来。」但是主在二十四小时到了之前，将她带回来

了。」 

 

安吉莉加： 

主对我说：「你是否已预备好来看那我将要给你看的呢？」我说：「是的，主，我预备好了。」祂带我

去了一个囚房，我看见那里有一个年轻人在火焰之中受着折磨，我发觉那个囚房被编了号码，虽然我看

不懂那些数字，它们似乎是反向的。那囚房有个巨大的匾牌，那年轻人的额头上写着「６６６」，他的

皮肤里嵌入了一块大金属片。虫子在咬着他，但那金属片却丝毫无损，火焰也不能烧毁它。他尖叫着：

「主啊，怜悯我！带我离开这里，饶恕我吧！主！」但是主耶稣回答：「迟了，太迟了：我曾给你机

会，然而你却不悔改。」 

 

我问主耶稣：「主啊，他为甚么会在这里？」然后我认出他是谁。在世上，这个年轻人知道神的话，但

是他突然地离开了主，他宁可去喝酒，吸毒，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不想跟从主走他人生的路。主耶稣

曾因此警告过他很多次，他将要承受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主耶稣说：「女儿，他现在在这里，是因

为任何人拒绝顺服我的话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审判：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

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 12：48）然后主耶稣流下泪来。 

 

主流泪的时候不像我们的哭泣，祂是从心里带着痛楚而哭泣。祂会深深地悲叹而流泪。耶稣说：「我没

有为世人创造地狱。」我就问祂：「那为甚么世人在这里呢？主？」祂回答：「女儿，地狱是为撒但和

牠的天使而造，就是那些魔鬼们；（马太福音 25：41）但是，因为世人犯罪又不悔改，死后也会来到

这里。灭亡的人很多，而进入我荣耀的人少！」祂继续不断地流泪，看着祂这样哭令我很伤痛。「女

儿，我为世人付出了我的生命作代价，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不要灭亡，他们的结局也就不会在这个地方。

我因着爱和怜悯而付出了我的生命，使得世人可以借着悔改而进入天国。」耶稣看见人们在这里受苦，

祂是那么痛苦的呻吟着，好像一个人不能够再承受那样的痛楚。我可以感受到耶稣来到世间在尽全力的

救人，却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耶稣的付出。 

 

和主耶稣在一起才会使我感到安全。我想：「假如我松开手让主离开了，我就会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我问：「耶稣，有没有我的亲人在这里呢？」祂看见我在哭，那时我非常之害怕，耶稣看着我，祂说：

「女儿，我与你同在。」。祂带我去另一个囚房。我永远也未曾想象到，在那个囚房里看见我的一位亲

人。我看见这个女人正在被折磨，有虫吃掉她的脸，魔鬼把一种矛刺进她的身体里。她撕心裂肺地尖叫

说：「不要啊！主，怜悯我！饶恕我！我求你！带我离开这里，即使一分钟也好！」 

 

在地狱里，人们会被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事的记忆折磨。魔鬼会嘲笑人们说：「敬拜吧，赞美吧，因为这

里就是你们的国！」随后那些人会尖叫着记起他们曾经知道有神，他们也知道神的话，那些知道主话而

不遵守的人，要受加倍的痛苦折磨。 

 

主说：「在这里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只有那些还活着在地上的人仍然有机会。」我问祂：「主，为甚

么我的曾祖母在这里？我不知道她是否曾经认识你。为甚么她在地狱里，主？」祂回答说：「女儿，她

在这里。是因为她不能饶恕人，„女儿，一个人若不能饶恕别人，我也不会饶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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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主，但是你饶恕人，因为你是满有怜悯。」祂回答：「是的，女儿，但是饶恕他人是必要的。

因为他们不能够去原谅许多人，所以他们这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不能饶恕人„去告诉世人，

既然已经看见这样的结局，就知道现在是该要饶恕别人的时候了，特别是我的子民们，我子民当中有很

多人都不能饶恕人。告诉他们要放下心里的嫉妒、愤怒、心中的仇恨，因为随时都该去饶恕别人！如果

死亡突然临到，那位还不能饶恕别人的，就会走向地狱，因为没有人能够救赎自己的生命。」我们离开

那个地方时，我的曾祖母被火吞噬着大叫：「啊啊啊！！！」然后她开始亵渎神的名，她咒骂神；所有

地狱中的人都在亵渎神。 

 

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能看见那里充满着受折磨的灵魂，很多人伸出他们的手，乞求耶稣救他

们，带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主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于是他们就辱骂神。然后主耶稣哀伤流泪说：

「听到他们的声音令我伤痛，看见他们的做为令我伤痛，因为我不能再为他们做甚么了。我要告诉你，

我给那些仍然在世上的人机会，那些还没有死的，仍然活着的人；他们还有悔改的时间！」 

 

主告诉我，地狱有很多世上出名的人，也有许多人是认识主的。祂说：「我要

带你去看另一区的火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女人在那里被火焰包

围，她处于极大的苦痛之中，乞求主施与怜悯。耶稣指着她向我说：「女儿，

你看那边那个被火焰包围的女人，她是莎丽娜（Selena 西班牙歌后）。」当我

们靠近时，她尖叫说：「主啊，怜悯我吧，饶恕我吧，主，带我离开这个地

方！」但是主看着她说：「迟了，太迟了，现在你悔改太迟了。」 

 

她看见我，对我说：「请求你，我求求你，去告诉人们关于这个地方，求你大

声说出去，不要沉默不言；去告诉他们不要来到这个地方；去告诉他们不要再

听我的歌，不要再唱我的歌。」我就问她：「为甚么你要我告诉世人你说的话

呢？」然后她回答：「因为每当人们唱或是听我的歌的时候，我会受更多的折

磨。那些唱和听我的歌的人，他们也是朝向这个地方走来，请求你，去告诉他们不要来这里；去告诉他

们地狱是真正的！」她尖叫起来，因魔鬼从远处拿着矛猛力的向她的身体投掷。然后她哭着说：「救救

我，主，怜悯我，主。」但是令人伤心的是，主对她说：「太迟了。」 

 

我看遍那个区域，那里全都是死去了的歌手、艺人。他们所做的事就是唱歌，唱了又唱，他们不停的

唱。主解释说：「女儿，所有在这里的人，他们继续做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他们必须不停的做，除非他

们在地上悔改了。」 

 

当我观察那个区域，我注意到很多魔鬼在向下倾倒一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下雨那样，我真的以为那是在

下雨。但是我发觉人们在火中跑着躲避那些雨，并且大叫说：「不要啊！救我啊主！不要容许这样的事

临到啊！怎么会这样呢！」然后那些魔鬼会大笑着对那些人说：「敬拜吧！赞美吧！因为这里就是你们

永永远远的国度。」我看见那些火焰升腾起来，那些在人们身上的虫子也倍数的增加！那里根本不是下

雨，那是在下硫磺粒，那使得火焰更加猛烈，倍增每个人的痛苦。我问主耶稣：「怎么回事„？主，这

是甚么？」主回答说：「这是任何人他们不悔改的工价。」（诗篇 11：6） 

 

然后主带我去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人。在这之前，我曾是一个心怀二念，容易分心

的年轻基督徒，我过去以为任何人死了都会去天堂；我也以为那些参加望弥撒的人也都会去天堂，但是

我错了。当教宗约翰保禄二世逝世时，我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告诉我，约翰保禄二世去了天堂，所有电视

的新闻，杂志都报导说：「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去世了，他安息了。他现在是与主和众天使在天堂上享乐

了。」这些话我以前全都相信。可是，我只是在欺骗我自己，因为我看见到他在地狱里，在火焰中受着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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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熬。我看着他的脸，那是约翰保禄二世！主对我说：「看啊，女儿，你现在正

在看的那个人，是教宗约翰保禄二世。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受折磨是因为他没有

悔改。」 

 

但是我问：「主，为甚么他在这里？他一向在教堂里讲道啊。」耶稣回答：「女

儿，任何淫乱者、拜偶像者、任何贪心的，和说谎的，都不能承受我的国度。」

（以弗所书 5：5）我回答：「是的，我知道这是真理，但我想要知道为甚么他在

这里，因为他过去一直向众多的人讲道啊！」然后耶稣回答说：「是的，女儿，

他是讲过很多道，但事实上他从未说出实际的真理。虽然他知道真理，但是他从

来不讲真理，虽然这真理都是他所知道的，他喜爱金钱过于宣讲救赎的讯息。他不讲事实；他不说有一

个真实的地狱，不说有一个真实的天堂，他也不教导人如何进天堂。女儿，现在他就只能在这个地

方。」 

 

我看着这个人，他被一条布满针的大蟒蛇，缠绕在他的喉咙上，他一直在努力尝试拉开那条蛇。我恳求

耶稣说：「主啊！救他！」那人一直尖叫：「救我，主啊；怜悯我；带我离开这里；宽恕我！我要悔

改，主；我要回到地上，我要回到地上去悔改。」主注视着他，并对他说：「你清楚的知道，你知道得

很清楚这个地方是真的，„现在已太迟，你没有机会了。」 

 

主说：「看啊，女儿，我现在给你看这个人的生活。」耶稣给我看一个大屏幕，我能够看到这个人如何

主持庞大会众的望弥撒仪式，在那里的人是如此的崇拜偶像。耶稣说：「看，女儿，这地方有很多偶像

崇拜者。崇拜偶像绝不能得救赎。女儿，我是唯一的拯救者，除我以外，别无其他的神可以拯救人。我

爱世人，即使他们犯罪得罪我，我仍然爱他们，但是我恨恶他们所犯的罪。女儿，去告诉世人，我爱他

们，他们需要来到我这里。」 

 

当主说话的时候，我开始看到这个人怎样接受许多的银币和钞票；所有的钱他都据为己有，他有这么多

的金钱。我看见这个人他坐在一个宝座上，不过我也能够看到超过所看见的。虽然这些人确实没有婚

娶，我能向你保证。我不是在编造这个，主让我看到。这些人确实与修女们同睡，不止和一个女人在一

起！ 

 

主给我看这些人淫乱的生活。圣经上说淫乱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当我在观看这些全部过程的时候，主

告诉我：「看啊，女儿，所有我给你看的这一切，是现在也正在发生的，他怎样的过这些生活，同样的

也怎样的正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在现今许多的牧师和教宗身上。」然后祂告诉我：「女儿，去告诉世

人，现在是我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转向我的时候了。」 

 

主给我看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的人们正在走向地狱，我问：「主，他们为何要走向这个地方呢？」祂

回答：「我会给你看的！」他给我看一条隧道，有很多人走在隧道中，这些人从手到脚都被带上锁炼，

他们穿着黑衣，扛着重担。耶稣说：「看，女儿，你所看见的这些人，他们不认识我，他们扛着的是

罪，但你要去告诉他们将担子卸给我，我会给他们安息；我能够宽恕他们所犯的一切过错，„女儿，去

告诉这些人来归向我，因我张开双臂在等待他们。并且还要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走向这个错误地方的路

上。」 

 

当我看着那些人走着，我说：「主啊，那个人是我的表弟；那个年轻人是我的亲戚，主啊，还有那个正

走过来的小女孩是我的表妹；喔！我的家人们正在来到这里的路上！」祂回答：「女儿，他们正往这地

方走来，但你快去告诉他们，他们走的不是主要他们走的，去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走向地狱，去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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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我拣选你作我的守望者，„我已经拣选了你作我的守望者，这意思就是要你去说出事实真相，你一定

要去告诉所有的人我给你看过的。全都讲给他们听。若是因为你没有说出来，而使他们丧命，他们的血

就要归咎于你。但若你按照我所给你的向他们宣讲，那么那个人就由我来对他负责了。假若你说了，而

那人不悔改，他的丧命就不归咎于你，因他承担了自己的债，他的血也不归咎于你。（参考以西结书

3：18）」 

 

耶稣告诉我，很多有名望的人正在走向那个地方。出

名的和那些重要的人，例如麦可.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他是世界闻名的，但他是一个拜撒但的

人，即便有很多人不会同意，但这个是事实。这个人

和撒但立过约，他和撒但有协议，好让他能够赢得名

声并吸引许多的歌迷。 

 

他所表演的那些舞步，我在地狱看见魔鬼折磨人的时

候也有同样走路的样子。当魔鬼们大叫的时候，牠们

也会向后滑行，而不向前走；魔鬼享受那加给人痛苦

的喜乐。让我告诉你，麦可.杰克逊现正在地狱里，主让我看见麦克.杰克逊在火焰中受折磨。我向主耶

稣呼喊：「为甚么？」看着这个人被折磨的样子和他撕心裂肺地叫声，实在不舒服，很难去接受。 

 

那些唱麦可.杰克逊的歌或是听他的歌，或是崇拜他的歌迷们，我警告你：撒但正套牢你进入牠的陷阱

里，使你最后终结在地狱里。现在，就奉耶稣的名宣告断绝和牠们的关系吧！耶稣要将你从歌迷的捆绑

中释放你自由，让你离开陷阱，不再迷失。 

 

主说：「女儿，那里也有许多认识我的人，他们正走向这个地方来。」我问：「主啊，怎么认识你的人

也会走向这个地方呢？」祂回答：「有的人知道我的话，却没有遵守我的话，他们正过着一脚踏两条船

的生活。」祂开始让我看人们怎样走向地狱，他们手脚都被绑着。 

 

他们每人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但是白衣被撕破了、沾污了，并且起皱了。耶稣说：「女儿，看我的

子民们是怎样离开了我。女儿，我要告诉你，我要再来接我的子民们，但不会接这些人回去，我来是为

了接那些圣洁的人们，他们已经预备好自己在等候我的再来，他们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没有污秽，„

去告诉他们，回转到他们起初爱神的心。」（以弗所书 5:26-27）我看见我的叔叔们和其他很多人，他

们所行的偏离了主的道。「去告诉他们我在等他们，去告诉他们把重担卸下来降服于我，然后我就会给

他们安息。」耶稣流下了眼泪：「女儿，他们正往这个地方来了，告诉你的叔叔们，去告诉你的亲人

们，他们现在所做所行，正带领他们往这里走！女儿，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你，但我是你的证人，我是你

诚实的见证人，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即使他们不相信你，女儿，还是要去告诉他们真相，我与你同在。

女儿，我也会给你看，让你知道人们是为何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到一个隧道，那里有许多的人跌进了那深渊，不是一千人、两千人，而是像海边的萨那样，多得

数不过来，他们每秒钟都有人坠下来，像人将一把沙子扔下来一样，那些灵魂急速地下坠。主耶稣悲叹

地流泪说：「女儿，这就是世人怎样的灭亡；这就是他们迷失的结局！„女儿，看着世人如此的灭亡深

深的让我心痛。」 

 

耶稣说：「魔鬼们也在这个地方举行会议。」我问说：「魔鬼也会举行会议？」耶稣说：「是的，女

儿，魔鬼会聚集商讨计划，计划如何伤害对付世人，从每个人不同的软弱处着手。他们每天都举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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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带人来这里。」说着，耶稣带我去到一个囚房，我看见一张木桌子，四周摆着许多椅子。在那

里只有魔鬼，各种各样的魔鬼。耶稣解释说：「女儿，牠们现在计划去摧毁牧师的家庭、传道事工、传

道人和那些所有认识我的人。女儿，牠们想毁灭他们；牠们有很多的武器。」 

 

那些魔鬼大笑并嘲讽说：「让我们去摧毁世人，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耶稣说：「去告诉人们，我

与你们同在，告诉他们不要开缝隙给撒但进来。 不要给撒旦有机可乘，要知道撒但像吼叫的狮子遍地

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 5：18）」主耶稣说：「女儿，他们尤其想毁掉牧师的家庭。」我

问：「牠们为甚么要毁掉牧师的家庭？」然后主耶稣回答：「因为他们负责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们，就是

圈里的羊，就是主赐给他们圈里的羊。魔鬼不要他们爱神，要这些人再回去世界里，要他们向后看，最

后终结下在地狱里，„去，要告诉那些牧师们，要讲说真理。去，告诉他们传讲真理，要讲出一切我告

诉他们的话，绝对不要保留我告诉他们的话而不去宣讲！」 

 

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祂告诉我：「我要给你再多看一

些，„这地方也有小孩子。」我问：「这个地方有小孩

子？主啊，为甚么有孩子在这里？你的道说：『让小孩

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

样的人。』（马太福音 19：14）耶稣回答说：「女儿，

是的，天国是属于像小孩子这样的人。然而那孩子必须

来到我这里，凡来到我这里的，我总不丢弃他。（约

6：37）」主给我看一个八岁大的男孩在火里被折磨。

那男孩大喊：「主怜悯我！带我离开这里！我不要在这

里！」他不断的大哭和尖叫，我看见魔鬼围着他。这些

魔鬼们像卡通片的人物大汇集，那里有：龙珠儿、Boyz 狂飙少年、Ben10外星英雄、Pokemon比卡超、

口袋怪兽、Doral等等。「主啊，这个男孩为甚么和这许多魔鬼们在这里？」耶稣给我看关于这个男孩

的生活，用一个大屏幕来显示，我看见他在世界上的生命大部分都花在电视机前看这些卡通影片。 

 

主耶稣说：「女儿，这些动画片、卡通、电影、肥皂剧，每天在电视上所播放的，都是撒但要毁灭世人

的工具。„看啊！女儿！这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我看见那男孩是如何的背逆、不听父母管教，当他

的父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跑开、并且扔东西，不听父母向他说的话，后来，一辆车开来辗过他，结

束了他的生命。主耶稣告诉我：「从那以后，他就来在这个地方了。」 

 

我看着那男孩受着煎熬。耶稣说：「女儿，去告

诉地上的父母们，要用我的道（圣经）教导他们

的儿女。」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离（箴言 22：6）神的话是真的，神

的话告诉我们用杖去管教孩子，不是时时刻刻，

而是当孩子违背父母的时候。（箴言 22：15） 

 

主跟我说这些如此伤心和如此痛苦的事。祂说：

「女儿，有很多孩童在这里，是因为动画卡通，

使得他们叛逆不顺服」我问祂：「主，为甚么归

咎于动画和卡通呢？」祂解释说：「因为牠们是

魔鬼的工具。牠们用动画和卡通灌输叛逆、不顺

服、抱怨和仇恨给孩子们。而另一些魔鬼就借着卡通进到了这些孩子里面，所以他们就不会做出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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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情，只会做坏事。孩子在电视里看到的、学到的，他们就在现实中做出来。」地狱是实际存在，地

狱是真实的，即便是孩子也必须要决定他们将要去哪里。我问：「主啊，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小

孩子会有可能来到这里？」然后主耶稣回答：「当孩子们已经知道有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的时候开始，

他们就要为自己做一个选择他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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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 
 

 

地狱还有很多我可以说的，但我现在要分享我在天堂所看见的。耶稣说：「女儿，现在我将要给你看我

已经为我的圣民所预备的。」我们离开那个地方，通过一条隧道。当行经这条隧道时，我们立刻出来处

在光明之中，我再也不用见黑暗、折磨、和火焰。祂说：「女儿，我要给你看我的荣耀。」然后我们开

始上升到天堂的国度！很快我们就到达了一扇门前，有巨大的字，是用黄金写着： 

 

「欢迎来到天国」 
 

耶稣说：「女儿，进去，因我就是那门，人要借着我才能进去，才能找到灵粮。」（约翰福音 10：9） 

 

主说过这些话后，门被打开了，我们就进去。我看见天使们将荣耀、崇敬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天父！

（启示录 7：11-12）我们继续行走，到了一张桌子跟前，我能够看到它的开始，却看不见它的尽头。

（启示录 19：9）我看到一个大的宝座和一个较小的宝座，宝座围绕着数以千计的椅子，在椅子与椅之

间摆放着衣袍和冠冕，主告诉我：「女儿，那些你看到的皇冠，是生命的冠冕。」（启示录 2：10） 

 

耶稣说：「看！女儿！这是我为我的子民所预备的。」我看到桌子上

铺着镶着金边的洁白桌布，上面有盘子、金杯和水果；每样东西已摆

设好，真的很美丽。有一个很大的容器放在桌子中间，里面盛着葡萄

酒。然后耶稣说：「女儿，所有东西都已经预备就绪，在等待我的教

会来。」 

 

我们去另一处，我看到花园里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圣经中知名的人

物，他们不仅不老，反而很年轻的样子。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条

大手帕跳着，周围旋转着跳舞赞美神。主耶稣说：「女儿，你看见的那个年轻人是我的仆人——戴

维。」他将荣耀献给我们的天父。忽然间，有一些年轻人经过，主耶稣告诉我：「女儿，他是乔舒亚；

他是摩西；另外那个年轻人是亚伯拉罕。」耶稣会叫唤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有着一样泰然自若的容貌！

耶稣说：「女儿，你看见的那妇人是我的仆人，抹大拉的马利亚；我的仆人撒拉。」 

 

之后，祂告诉我：「女儿，她是马利亚，生下我

耶稣基督的那位。女儿，我要告诉你，她对地上

发生的事全不知晓。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去告诉

世人们，告诉那些拜偶像的人，地狱是真的，而

拜偶像的人不能承受我的国。告诉他们，如果他

们悔改，他们就能够进入我在天上的居所。去告

诉他们，我爱他们，并且告诉他们马利亚对地上

所发生的事丝毫不知情，他们要高举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我。因为无论是马利亚，还是圣格雷

格里（St.Gregory），或是任何圣徒都不能赐下

救恩。我是那唯一拯救人的，除我以外，没有任

何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能施行拯救！」

祂重复了三次，没有任何人能拯救；唯独祂能拯救。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pe_Gregory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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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被欺骗去相信一个虚拟出来的圣徒，那不是真圣徒，而是魔鬼的工具。魔鬼借着人手所造的偶像做

事。但是，让我告诉你，主耶稣要给你最好的，祂要你进入天国。你要为你的过犯悔改，也要离开偶

像，因为偶像决不能救你。拿撒勒人耶稣是唯一的拯救，祂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给了我、给了所有的

人。主有一个重大的讯息要给世人，祂流泪着告诉我：「女儿，不要沉默；去说出真理，去说出我所给

你看见的。」 

 

我看见马利亚在敬拜主，我也看见其他的女人们有着非常美丽的长发。我说：「主，她们的头发是多么

的美啊。」祂告诉我说：「女儿，你所看见的长发，是我赐给女人的面纱。」祂又说：「女儿，去告诉

女人们，要好好爱惜我所赐给她们的面纱。」 

 

然后祂对我说：「我有非常重要的要给你看。」我看远处，见到一座光亮的城，是黄金的城！我问：

「主啊，那是甚么地方？我想去那里！」祂回答：「女儿，我带你去看，你所看到的就是天上的居所，

是我为我的子民所预备的天上的住处，已经预备好了。」 

 

我们开始朝向那儿走去，走上了一条黄金桥。过了桥之后，就来到全部都是黄金做成的街道！（启示录

21：21） 

 

所有东西都是那么的美，那么辉煌，像闪光的玻璃，那绝对是超自然的，无法用言语说明！我们观看天

上的居所，看见千万的天使们正在建造。有些天使建造得非常快，有些建造得很慢，有些几乎是停止了

建造。我问主：「为甚么有些天使建造得很快，有的建造得很慢，有的还甚至停止了建造？」主解释

说：「女儿，这就是我在地上的子民如何为我工作的实际情形。天使的工作反映出我的子民在地上为我

工作的热心程度，„女儿，我的子民不再传播福音，我的子民不再禁食，我的子民不再到街上派发真理

的单张，我的子民现在为我传福音而感到羞愧。去告诉我的子民们，转回到原来的路上。你看见那些停

工的天使就是属于那些不愿意遵循我话语、离开我道路的子民们，„女儿，去告诉我的子民们，要回转

到原来热心的道路上。」（耶利米書 6:16）说话间，祂流下泪来。 

 

我听到有人在唱歌，我问祂，「主啊，我想要你带我去那边，那儿有人在唱歌。」耶稣看着我，我无法

说出祂看我的样子，我不能看见祂的脸，仅仅看到脸的移动而已。这时祂的眼泪滴落在祂的衣服上，我

问祂为什么流泪，但是祂没对我解释。 

 

之后，我们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那花园是在许多天堂居所围绕的中间，我看见花朵们在风中摇动。我

想那就是我听到的歌声的来源。主用手指着说，「女儿，看，他们在讃美我，他们在敬拜我！我的子民

不再像他们以前那样的敬拜我了，我的子民不再讃美，不再敬拜，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寻求我。这就是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一切。女儿，去告诉我的子民来寻求我，因我将要去，我将要去，我将要去，为了一

个用心灵与诚实在寻求我的人而去，为了一个已经预备好的人而去，是为了一个圣洁的人！」祂流着泪

说：「我来了！我来了！」于是我明白了为何祂悲叹哭泣，因为祂就要来了，但是祂来不是为了那些，

一半爱世界、一半爱主的人。他再回来只为那用心灵与诚实寻求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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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主告诉我得要回到地上去了。我说，「主啊，我不想回到地上

去！你说‘地上’是什么意思？我要与你一起。你带我来这儿，我不

要去任何地方，因为我要与你在一起！」耶稣说，「女儿，你需要回

到地上去作见证，我的荣耀是真的，我给你看的是真的，你所见到的

是真的。这样，人们就会到我这里来、悔改，而不至灭亡。」我流着

泪倒在祂的脚前。刚好我看见到祂脚上的伤疤。我问，「主啊，为什

么你的脚这里有伤疤？」他回答，「女儿，那伤痕是在受难日的那一

天，我为世人付出生命时留下的疤痕。」 

 

祂也给我看在祂手上的伤疤。我问，「主啊，为何你还带着伤疤？」他告诉我，「女儿，这伤疤一直留

了下来。」于是我问，「这伤疤会消去吗？」他回答说，「女儿，当所有的圣徒在这里联合相聚在一起

的时候，这伤疤会消去，„女儿，我必须要带你回到世上了，你的家人以及列国都在等你。」 

 

我想要拒绝，但是祂伸出指头向下指着地球说，「看，那些人们，你看到的那些人是你的亲属，你看到

的那个身体，就是你要回去的地方，„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然后，他带我来到一条美丽晶莹清澈的

河边，说：「女儿，进入这条河里，将你自己完全浸没在水里。」当我要进入那晶莹清澈的活水河流

时，我体会到难以说明的喜乐，在我浸没在河水里，从水中出来之后，我兴奋的以为我不必回到地上的

家了。但是主告诉我，「女儿，你必须要返回地上的家，„女儿，我要向你显明一些事：我要为准备好

的、圣洁的人而再回来。我要向你显明那被提的日子要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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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和大灾难 
 

 

我们走向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屏幕，我看见人们在里面。我

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突然间，我看见数千人消失了。怀孕妇人腹中的

胎儿不见了，然后他们看起来像在疯狂地叫喊着。 

 

各地各处的孩子都不见了。很多人在到处跑，跑过来又跑过去，叫喊

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见那些认识主，却被留下来的人。他们都在说：基督已经来过

了，被提已经发生了。他们叫喊着想要自杀，但是他们不能。主告诉

我，「女儿，在那些日子，死会逃避；女儿，在那日子，圣灵不会在

世界上。」（启示录 9：6）我看见有很多意外事故发生，但我看不到有人死，一个也没有，他们尽管

有受伤。但所有人都会活着。 

 

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巨大的拥挤当中。祂告诉我，「女儿，看，

这就是所有事情将会如何发生的情况。」然后，我看见人们从一处

跑到另外一处，一面跑一面呼喊着，「基督来了！基督来了！」他

们乞求着，「主，饶恕我，饶恕我，求你带我与你一起走！」 

 

主忧伤地说：「太迟了，要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悔改的时候。女儿，

去告诉世人们来寻求我，因为到那时候就不再有机会了。（以赛亚

书 55：6）女儿，对于那些所有被留下来的人，一切都太迟了。」

当耶稣看到人们被留下来，祂开始哭泣并说，「女儿，我将会回到

世上，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所说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

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

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与主一同去，只有那些遵行祂旨意（马太福音 7：21）还有过着圣洁生活的人，才

会被提。因为主告诉我，「只有那些圣洁的人才能进入天国（希伯来书 12：14）。我什么时候会去接

我那圣洁的子民，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马太福音 24：36） 

 

在屏幕上，我看见人们一直在四处奔跑。杂志，电视新闻上写

着:「基督已经来过了」。屏幕关闭了。主耶稣最后说:「我再

来是为了我圣洁的子民。」这就是祂所给我看的全部。在这之

后，祂就把我带回到世上。 

 

当我在天堂的时候，我不想回到地上。后来，天使们聚集起

来，我们一起开始沿着美丽的阶梯走下来。白色的阶梯上簇拥

着许多的花朵，我一路走下阶梯一路哭，求耶稣:「主，请

你，不要离开我，带我和你在一起。」祂回答说，「女儿，列

国，你的家人都在等着你，„女儿，你必须回到那个身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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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得生命。女儿，如此你才能去见证你所看到的。会有许多人不相信你，也会有许多人相信你。我

是你诚实的见证人，我与你同在，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回到地上 
 

 

麦斯玛： 

当我女儿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守在那里。她直直地躺在地板上的身体开始伸展了，她发出了

「唔，唔！」的声音，又没有动静了。我说：「谢谢你，主！因为我女儿活过来啦！」 

 

我们全都向主感恩。很快的，她开始慢慢的呼吸，一点一点的。五个小时之后，她能睁开眼睛开始讲话

了。起先我们很难听懂她在说什么，因为不太清晰，她毫无力气。我们得要把窗子遮闭起来，因为她的

眼睛无法承受光线。 

 

大家都很好奇，我们每个人都期待她告诉我们她看到了什么。但是因为她太虚弱，只能告诉我们一点

点。一直等到两周之后，她才能向我们分享她全部的见证。 

 

在这之后，魔鬼们来缠磨安吉莉加。她能够清楚的看见牠们，牠们会尝试把自己隐藏在阴影里。在她回

来以后的三天之中，直到在她能把话讲得清楚之前，魔鬼们都在这里。安吉莉加问牠们要什么，牠们回

答说：「我们要来和你立一个协议，„你必须闭口。你必须绝口不提你在地狱那儿所看见的任何东西，

你若说出来，我们就杀了你。」她形容那些魔鬼如此丑陋，又大、又肥、又可憎。她说简直没有言语能

够来描述魔鬼们看起来有多恐怖。安吉莉加会斥责牠们，但是牠们并不离开。牠们来的时候会踩到她身

上试图让她窒息。她会反击，斥责牠们，但是她没有力气。有一次当她再

次责备牠们时，突然，一道极大的光出现，牠们就全都逃避了。那光就是

主。 

 

我女儿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领受给世人的重要讯息，是叫世

人去寻求神。 

 

但是世人们都以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都是没问题的、是可行的。年轻人沉

迷在毒品和酗酒当中，他们以为那是没关系的，但事实不是这样。主再一

次告诉我们，现在是时候来寻求主，在祂面前悔改和谦卑自己。神的话是真实的，祂说：「天地要废

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可福音 13：31）主所说的话将在祂的时间和旨意里完全成就。主也给

她看了一个隧道，那是人们走向地狱的隧道，许多人已在地狱里，它是真实的。但是即使神的子民也有

不相信的，许多人就是不相信。 

 

主给我们的讯息是：我们要寻求主，不是只在嘴唇上，是从我们心底的最深处，因主快要来了。耶稣

说：「我不再是在门口那里，我已经离开门口了。我快要到了，我的再来已迫在眉睫。我的子民离开

我，他们回到世界里。告诉我的子民回转到原来纯洁的道路上。」今天的教会必须回转。我们正处在危

险的日子，来寻求主吧！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必须预备好自己来迎见我们的主，那将是多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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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讯息 
 

 

安吉莉加，在会众前演讲： 

主告诉我说:「女儿，在那些日子，圣灵将不会继续留在世上。在那些日子，主不会继续在世上。」

（帖后 2：7） 

 

我看见庞大的意外事故。很多人想要自杀，但是主耶稣说，「他们要寻死，死却远离他们。在那段时间

里人不会死。」（启示录 9：6）我看见人们在观看电视、杂志上都写着「成千上万的人消失了」很多

人知道基督已经回来带走了祂的圣洁子民。那些认识主而被留下的人，在街道上哀哭呐喊，他们很想要

自杀，可是他们什么也无法做，他们做不成。 

 

我在天堂时，耶稣告诉我，「我要再来，是为了那些圣洁的人而来，为了我的教会我很快就会再来」两

个星期前，主告诉我：「女儿，你现在所做的让我欣慰。你完成了我所交托给你的，但是不要告诉我的

子民，说我快要再来，而要告诉我的子民说我立刻就来。」主再一次说，「告诉我的子民我立刻就来，

还有，我是为圣洁的人而来。告诉我的子民只有圣洁的人，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见我！„还有，不要

沉默不言，要不断的宣讲那我已经告诉你的。」 

 

安吉莉加与会众一起祷告： 

每一个人，闭上你的眼睛，将你的右手放着你的心上，举起你的左

手，如果你感觉想哭，就哭。现在告诉主，你心里面的感受。那些愿

意接受主的人，请跟着我说： 

 

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的爱和你的怜悯，今天你的话感动了我的

心。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赦免我，用您宝贵的血来洗净我一切的

污秽。将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主啊，现

在，我愿意饶恕那些我以前不能饶恕的人，我声明不再不肯饶恕，我

声明断绝那些拦阻我与神的神圣关系的事；现在我求你改变我，并且天天以你的同在充满我，感谢圣

父，圣子，圣灵，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安吉莉加： 

这个见证不是谎言；不是开玩笑；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场梦，地狱是真的！地狱是真的存在！对于每

一个不相信的人，我要告诉你：地狱是真的、非常真实！我已经竭尽可能的说出事实的真相。地狱有多

真实。我希望你自己也能去亲身经历一下！ 

 

安吉莉加，告诉采访员： 

时间不多了，神允许给人们看见征兆，是关乎将来要发生的事。不要处于被定罪的光景，那是魔鬼所期

望的。你可以反问你自己，你是否已经走在通往地狱的通道里？离开它！今天就是你得拯救的日子，今

天就邀请耶稣——你的救主进入你的生命里。这些话虽简单，却很重要：「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

主，且是我唯一的救主。我将我的生活、我的灵魂和我整个心都给你。我要与你一起直到永远。」 

 

选择你最终的命运：生或死，天堂或地狱，耶稣或魔鬼。这是很清楚的界线，你是属于耶稣，或属于魔

鬼；你做对了，或是你做错了？，你选择你自己的命运：永生或火湖。安静地想一想，做个决定。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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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过错，而死在十字架上。因祂的怜悯，给我们得救的机会，现在，接受耶稣

基督成为你唯一的救主吧！ 

 

现在你已经听到了这个见证，不要让你有在地狱里永远后悔的一刻。 

 



22 

 

参考经文 
 

启示录 19：9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启示录 20：15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启示录 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

去了。 

 

启示录 22：1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启示录 21：8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

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拜偶像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出埃及记 20：3-5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么形像，彷佛上

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启示录 21：21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启示录 21：27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

纔得进去。 

 

启示录 22：7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启示录 22：11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

他仍旧圣洁。 

 

启示录 22：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启示录 22：13-16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

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

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此见证原文为西班牙文采访录像，由“ElSueñodeDios”与“Godfilms”的牧职机构制作，这个见证经

过校订和少许缩减。感谢 Sandra 翻译为英文。Terria Lee、Andrew Or， Yan-Chun Chan、Howard、 

Adu从英文翻译为中文并校对。耶稣荣耀事工有很深的负担来领人从走向地狱，回转进入天堂，若您有

负担一起同工，传扬耶稣爱世人的救恩、见证医治释放、领人归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真

神！邮件请寄蒲保罗：paul@JesusGlo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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