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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迎見你的神！ 

天國，地獄，基督再來 
安吉莉加‧蘭布諾的見證 

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一個厄瓜多爾的年輕女孩名叫安吉莉加，離開了自己的身體，耶穌帶她看見了天國、地獄和基督的再來

的景象，共 23 小時之久。她目睹耶穌流著淚看著這眾多失喪在地獄的靈魂、一個拒絕祂的救恩的世

界、一個對祂再來沒有預備的教會、一群停止向迷失的人傳福音作見證的民族，和一個將孩子們引向撒

但圈套的娛樂界。她目睹到許多我們在娛樂界崇拜的偶像在地獄裡受煎熬，有歌星、演藝人員、甚至還

有教皇。安吉莉加還看到天國是已經如何完美地預備好了，準備就緒，那裏是一個毫無邪惡，超出想像

的榮耀之地。。耶穌再來只是單單為那些聖潔的子民，沒有預備好的神的子民們在那一天將不會被提，

被留下來的人們將面臨的是極其動盪不安的世界。  http://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地點：南美洲，厄瓜多爾，艾安巴美（El Empalme， Ecuador） 

 
麥斯瑪（母親）： 

我的名字是麥斯瑪‧蘭布諾（Maxima Zambrano），我

們在艾安巴美的教會叫做「宣講之家」（Casade 

Oracion）。我們禁食十五天，向神呼求。我的女兒安

吉莉加（Angelica）也加入我們。在這十五天的禁食

裏，我開始看見了自然界裡所看不見的東西，那是我從

未看見過的。我們在退修營會中禁食禱告，即使回到家

裏也繼續呼喊禱告，等候神向我們說話。 

 
主給了我們很多的鼓勵。我們遇到許多試煉，有很多次都幾乎要放棄，但是主在那裏幫助我們。祂給了

我們一節經文，就是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節：「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

事指示你。」我的女兒後來告訴我說她曾經很努力向主懇求這經文的應許，然而我在那時並不知道。 

 
安吉莉加（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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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就讀於厄瓜多爾的學校。在十二歲的時候我第一次接受了基督，可是我告訴自己：「在我的朋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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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有人是信福音的，在他們當中我感到有隔閡，很不自在」，所以我離開

了神，過著一種很不好、很糟糕的生活。但是神將我拉離了他們。在我十五

歲生日的時候，我回到主裏，但卻仍然心懷二意。聖經在雅各書一章八節

說：「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我就是那種

人。我爸爸對我說：「你不要再那樣下去，那樣子很糟糕，那樣做是錯

的。」而我回應說：「這是我的方式，我想成為怎樣的人，沒有人管得了

我，沒有人可以限制我應該做什麽，應該穿什麽，應該怎樣行事。」爸爸回

答說：「神將會帶領你的，祂將會改變你。」 

 
在我十七歲生日的時候，我靠主更近了。四月二十八日的那天，我來到祂面前說：「主啊，我感覺到如

此難過，我知道我是個罪人。」然後我向祂傾訴自己的感受：「主啊，寬恕我，我求你將我的名字寫在

生命冊上，接納我做你的孩子。」我悔改，並且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主。我說：「主啊，求你改變我，把

我轉變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我全心向主呼求，求祂改變我。可是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我並沒有覺得有什

麽改變。唯一的改變就是我開始上教會、讀聖經並禱告，這其實就是我生命改變的開始。 

 

 
然後於八月，我被邀請去參加十五天的禁食，我決定加入。但是在我加入前我說：「主，我希望你就在

這裏幫助我，好好的改變我吧。」就在禁食期間，主幾乎向所有的參與者說話，就只除了我以外！主好

像沒有看見我，這令我很傷心，我禱告說：「主啊，難道你不幫

助我，來改變我嗎？」我在一旁獨自哭並繼續禱告說：「主啊，

你愛我嗎？你在這裏聽我的禱告嗎？你有和我同在嗎？為何你不

向我說話，像對其他人一樣？你說了許多的事情給其他人聽，甚

至說預言，就是不對我說。」我請求祂給我一個祂與我同在的記

號，然後主給了我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節：「你求告我，我就應

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我說：「主

啊，剛剛是否是你在向我說話？」因為我的耳朵聽到這聲音，並

且我看見一個異象寫著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節。 

 
我說：「主啊，這是你要給我的嗎？」這時其他每個人都做見證，說主所給他們看見的異象，而我則為

自己所領受的聽見和看見的異象，秘密的保守著。我一直默想著那些話：「你求告我」意思是我向主禱

告，那麼「又大又難的事」是什麽意思呢？我想：「這也許只能用天堂與地獄來解釋吧。」因此我說：

「主啊，我只想你給我看天堂就好，不要去看地獄，因為我聽說那裏是一個可怕的地方。」然後我在心

裡禱告：「主，若你定意要給我看甚麼，就願你的旨意成就，但是請先改變我，我希望你能改變我的

心；我不想再和過去一樣。」 

 
當我們完成禁食的時候，面臨了很多的試驗和困難，有時我感到非常地虛弱，不能繼續與主同行，但是

祂給了我力量。我開始聽到祂的聲音，更多的認識祂。我們成為好朋友。在聖靈裡，主是我最好的朋

友。我跟祂說：‚主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認識你更多。‛並且將我所有的想法都與祂分享。 

我在整個八月份都一直在禱告。到了十一月，主的一個僕人來到我們家，說：「願主保佑你。」我回

應：「阿們。」然後他說：「我來是給你神的訊息，你必須準備好自己，因為主要將那些你不知道又大

又難的事顯示給你。他將帶你去看天堂和地獄，因為你一直為著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節向他祈求。」我

回應：「是這樣的，你怎麼知道？我並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他回答：「那位你所讚美和服侍的神，也

是我所讚美的神是同一位。祂告訴我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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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們開始禱告。有一些是從我們教會來的姊妹，另一些是我的家庭成員，我們一起禱告。剛一開始

禱告，我就看見天開了。我說：「我看見天開了，有兩個天使正在下來！」那僕人說：「問問他們，為

何在這裏。」 

 
他們高大而美麗，有著美麗的翅膀，他們巨大而閃耀，好像是透明的，散發出金色的光輝。他們穿著水

晶的鞋子和聖潔的衣裳。「請問爲什麽你們在這兒？」他們微笑著答道：「我們在這兒有任務要執

行，…我們在這兒因為你一定要到天堂和地獄去參觀。我們不會離開你，直至所有這些任務完成。」我

回答說：「很好，但是我只想看天堂，不想看地獄。」他們微笑著，然後待在那裏，沒有再說甚麼。當

我們禱告完畢後我仍然能夠看見他們在那裏。 

 
我也開始看見聖靈，祂是我最好的朋友，祂是聖潔的，祂是全知的，祂是全在的！我能看見祂，祂透明

而明亮，有著光輝的面容，我能看到祂的微笑和愛的目光！我幾乎無法描述祂，因為祂遠比天使美麗得

多。天使擁有屬於他們的美，但聖靈的美遠遠地超過他們更多。我可以聽到祂的聲音，那充滿愛的聲

音，那熱情的聲音。我無法描述祂的聲音，那聲音像雷電般，但祂同時間會說：「我與你同在。」所以

即使試煉環繞著我，我都會努力繼續與神同行。那時我們正在經歷很艱難的時刻，但同時也是得勝的。

我說：「主啊，願你的旨意成就。」即使在學校和自己的教室裡，我能夠繼續的看到那些天使，我好高

興，充滿了喜樂，因為我實在的能夠看見他們！ 

 
那位探訪過我家的神的僕人，告訴我說要預備好自己，因為我將要去看天堂和地獄。但是她也告訴我很

難以接受的事，她說：「你將會死。」當我聽到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內心承受著突然其來的衝擊。我

勉強而且吃力地接受這從神來的訊息。 

 
我問：「我還這麼年輕，我怎樣會死呢？。」他回答：「不要擔心任何事情，每一件事神所作的都是完

美的，祂能夠使你再活起來。這樣你便可以為天堂和地獄作見證，就是主想讓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夠知道

的事。」我說：「阿們！但是我是否會被車撞到？我將會怎樣死呢？」我的腦海裏浮出了很多的想法，

但是主告訴我不要擔心，所有事情都在祂的掌握中。我說：「主！謝謝你」 

 
十一月六日，我放學回家，天使們與我一起，即使在讚美主的時刻，天使們仍然與我一起，但他們不會

跟我說話；他們只是不停的說：「聖哉！聖哉！聖哉！哈利路亞！」將榮耀、崇敬和讚美都歸給我們天

上的父。聖靈也在那裏和天使們一起，我感到很歡欣。很多人說福音很乏味，但那是來自魔鬼的大謊

言，那種話阻擋人們尋求神的同在，使得人們不去尋找神。我之前也習慣的相信這謊言，但是自從我遇

到主和聖靈之後，我知道福音並不乏味，那反而是你在地球上所能擁有的最好經歷！ 

 
我能夠看見聖靈，和祂一起玩甚至與祂傾談。但那些天使不與我說話，他們只是讚美主。我會說：「聖

靈，請陪伴我一起做這個或是做那個。」然後祂就會在那裏，我能感受到祂，並且能夠看見祂。 

 
當祂抬起腳的時候，我能看到祂，我會為祂預備座位。雖然很多人不能夠看見祂，但祂確實就在這裏！

這樣美好的關係一直持續著，沒有任何原因能讓我去停止，一旦當你經歷了，你就不想讓任何理由來阻

攔，…我絕對不會離開祂，我會和祂一直保持美好的關係。當我想起祂將我從以前那麼敗壞的處境中脫

離出來的時候，我真的很感謝祂的恩慈、祂對全人類的愛，並且對我的愛！ 

 
十一月七日，在回家的路上，我聽見一個聲音說：「為你今天的死做好準備。」我知道那是聖靈在向我

說話，因為我可以看到祂。我沒有接受祂的話，我說：「主啊，我不想今天死！」但是祂重覆說：「為

你今天的死做好準備！」這次祂說得更大聲了，並且帶著更大的力量，我答道：「主啊，我知道是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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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說話；我只想請求確認，之後，願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將會做任何你要求我做的事，即使害

怕，我仍會選擇向你順服，因為我知道你與我同在，你是那麼的真實。」 

 
我禱告說：「讓那位你以前使用的僕人，帶給我這訊息。讓他在我回到家之前的一刻，就在我的家裡，

讓他告訴我今天我會死的事。」沒想到主不但知道我們的過去、現在，還知道我們的未來，祂知道我會

向祂提出這樣的請求，所以當我回到家的時候，我驚奇的看見主的僕人已經在那裏等我了。 

 
麥斯瑪： 

當我的女兒回到家的時候，我們正在廚房裏。當安吉莉加看見主的僕人的時候，她說：「甚願主祝福

你。」那位主的僕人回應說：「願神祝福你。你準備好了嗎？因為今天，是主要來帶你去的日子，就在

下午四點鐘。」安吉莉加只是站在那裏一點兒都不動，驚訝於主應允了她的請求。 

 

安吉莉加： 

當我聽到主的僕人所說的話之後，我說：「阿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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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僕人說：「讓我們來禱告，奉我們救主的名禱告，要你的害怕現在就離

開。」我說：「阿們！」於是我們禱告，很快的，我感到所有恐懼都離開了我，然後有一種難以形容的

喜樂臨到我，我想，這發生在我身上的死是再好不過的事！我開始微笑，然後笑出聲來，這時每個人都

看著我。他們看見我明顯的從沮喪的情緒變為滿有歡喜，我笑著、又唱又跳。 

 
麥斯瑪： 

我女兒霎時間心裏充滿喜樂，然後開始吃東西。她每樣東西都吃一點，說：「假如我不能夠再回來……

好了，我已經吃完了，也吃飽了。」 

 
安吉莉加： 

所有在場的人都開始笑著問她：「爲什麽你剛才還憂心，現在又變得高興、愉快起來？」我告訴他們：

「當然開心了，我現在要去見主，我將要同祂一起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回來，所以我想將我的

東西都送出去。」他們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凝視著我問：「你要將你所有的東西都送給別人嗎？」我媽

媽也是驚訝地睜大了雙眼。 

 
麥斯瑪： 

我女兒開始將她的東西送人。她送出了她所有的東西，所有的！常常來我們家聚會的姊妹們也都在場，

我的女兒將她的東西送給在場的每一個人。當我問她為何如此做，她說：「假如我再回來了，他們可以

將所有的東西還給我，但是如果我不再回來，東西就是他們的了。」 

 
安吉莉加： 

當我說那些話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我媽媽是多麼難過。但就在我開始送出所有東西給別人的時候，我

卻是那麼的開心。我給出我的衣服、我的睡床、我的手機、每一樣我所有的。我向他們說，有一個條

件：如果我回來了，所有東西都要還給我。他們全都開始笑起來。 

 
麥斯瑪： 

她非常果斷，但是作為母親，我感到如此難過。不能安心。我想到，主來的那一刻，會發生什麽事？我

不能明白。當他們禱告的時候，我在房子裡整理東西。他們說：「姊妹，來和我們一起禱告。」但是我

答：「你們繼續，我一會兒再來，我要把這些事先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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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莉加： 

禱告的時候，他們都在觀察我，我禱告說：「主啊，我要按你的旨意去做，你不像一般人會撒謊或轉

意，我知道你是真實的。如果我在你的旨意上沒有能夠達成你的期望的話，最好你就把我帶走與你一

起；但是如果我能夠來成全你的旨意，就請帶我回來，幫助我傳講你的真理，預備我，幫助我去傳道，

告訴人們悔改。」那是我最短的禱告，我把這事告訴了主的僕人，說：「我剛剛向主的禱告，不要告訴

我媽媽。」他回答說：「現在我不會告訴她，但是一旦主帶你走了，我就會跟她說。」我們繼續圍著一

圈禱告。 

 
麥斯瑪： 

於下午三時三十分，主告訴祂的僕人去膏抹我的女兒，所以我們中間有些人進到了房間去膏抹她。祂給

了我們兩分鐘去膏抹她，從她的頭髪直到全身，她完完全全被膏抹了。 

 

 



6 

 

死亡 
  

 
安吉莉加： 

我媽媽和教會的另一位姊妹，法提瑪‧娜凡蕊，用油來膏抹我。當他們正在膏抹我的時候，我感到有些

東西覆蓋著我，像是透明的玻璃一樣把我包裹起來，難以解釋。我感到像被盔甲覆蓋起來，我也很難解

釋我是如何被覆蓋的。之後，他們試著觸摸我，但是都做不到。 

 
麥斯瑪： 

當我們為安吉莉加禱告的時候，我嘗試按手在她身上，可是我竟然碰不到她！有一種透明的東西罩住

她，隔開她與我們，那真的很奇特，沒有人可以碰到她！那個覆蓋的東西從她的頭頂直到腳底，大約有

三十厘米厚，這令我十分震驚。過去我曾多次為人按手禱告，也在主日崇拜時為人按手，但是像這樣的

事從來未發生過！我說：「噢，這一定是有些特別事情正在發生。」然後我開始禱告，向主獻上感謝。

突然間，我領受到很大的喜樂，我心中的憂傷不見了，痛苦不見了。現在我感到歡欣的喜樂！我們繼續

禱告，大約到了下午四點，我的女兒倒在地上了。 

 
安吉莉加： 

禱告的時候，我感到呼吸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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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極大的痛苦遍佈我全身。我能說的話就是：「主啊，給我力

量，給我力量！」因為我感到不能再支撐下去了，我沒有力氣，

力量都離開了我！我朝天上望去，是在靈裡的，而不是靠著肉

眼，我看見天開了。我看見天使們，不是兩個，不是十個，而是

成千上萬的天使聚集在一起。在成千上萬的天使當中，我看見一

個光源，比太陽還要明亮上萬倍，然後我說：「主啊，那就是即

將要來的你！」 

 
麥斯瑪： 

當她倒下來的時候，我們試著扶她站起來，但是她不能自己站立。這時，我們能夠碰到她。她說：「禱

告啊，我沒有力量了，媽媽，我沒有力量，我感到很痛苦。」剛開始，是她的心感到痛，然後痛到她的

腹部，我們繼續禱告懇求主。主就取走了她的生命！ 

 
在我的人生當中，從沒有看著人死去。現在我看著我女兒離世，並且看著她掙紮。這多麼令人難以承

受！我聽不懂她最後說的幾句話，最後她停了下來，我將我的手放在她的臉上，用一面鏡子對著她的

嘴，看看她還有沒有在呼吸。她沒有呼吸了，她靜止不動。我抱著她，她還溫暖，像平常一樣。我拿一

張毯子給她蓋著，不一會兒，她開始變冷，非常的冷。她的頭髮向後被放回去，像死人的頭髮一樣，她

變得像冰一樣冷。 

 
安吉莉加： 

我看見耶穌來了，我感到自己的身體正在死亡邊緣。當耶穌和天使們靠近我的時候，我感到我就要離開

了，我不再是肉身的我，我的肉身不再活著，我的身體正在死亡當中，而且痛苦難當！當我的身體倒在

地上時，他們已經都在這裏，我的家裏充滿了天使。在天使當中，我看見光，比太陽還亮！當我的靈魂

被剝離開肉身的時候，那時我實在很難受，我感到極度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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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見自己的身體倒在地上時，我又哭叫起來，我問：「主啊，發生了甚麼事？發生了甚麼事？」我

想觸摸自己的身體，想進到身體裏面去，但當我嘗試的時候，好像在抓空氣一樣：我摸不到我的身體，

我的手只是穿過了我的身體。在那群禱告的人裏，沒有一個人聽到我的聲音！我大喊：「主啊！救

我！」 

 
麥斯瑪： 

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我丈夫回來了，他看見女兒在那裏。主在那時給了我力量，因為我不知該做甚

麼。女兒像是在昏睡，但是我知道她沒事，因為這是主的工作，所以我說：「主啊，願你的旨意成

就。」 

 

  

 

 主耶穌基督  

 
 
安吉莉加： 

在那個時候，我聽到主的聲音，一個美麗的聲音像雷鳴轟，裡面滿了愛：「不要怕，女兒，我是耶和

華，你的神，我來這裏，是要給你看我曾應允你的。起來，我是耶和華，那握著你右手的告訴你，不要

怕，我會幫助你。」突然間我站起來了。之前我是跪著，看著自己的身體，想要回去，但是不能。當我

聽到祂的聲音的時候，恐懼離我而去，我就不再害怕了。 

 

我開始走的時候，那些天使開出一條路，那裏有一道很強的光照耀著，當我注視這光的時候，我感覺到

平安。在那當中我看見一位美麗高大，漂亮又健壯的人，光從祂那裏散發出來。那光太強烈而使我不能

看到祂的臉！但是我能看見祂閃亮的精金般的美麗頭髮，潔白的衣服，配戴一條寬邊的金色腰帶，通過

祂的胸前，上面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看著祂的腳，祂穿著閃著金光的鞋子，是閃耀的精金。祂是如此之美麗！祂向我伸出祂的手。當我握

著祂的手，那並不像我觸摸不到自己的身體一樣，我的手沒有穿過主的手，是實實在在的握著。我問：

「這是怎麼回事？」然後祂說：「我將帶你去看地獄，這樣你可以回去告訴人們地獄是真實的；地獄是

存在的。並且我的榮耀會指引你，去告訴我的子民做好準備，因為我的榮耀是真的，我是真實的。」祂

說：「女兒，不要害怕。」祂再說了一次。然後我說：「主啊，我只想去天堂，不想去地獄，因為我聽

說那裏很可怕！」祂說：「女兒，我會與你同在，我不會留下你在那個地方，我要給你看那個地方，因

為很多人雖然知道地獄存在，可是他們卻沒有害怕的心。他們認為那只是一個遊戲的地方，他們拿地獄

開玩笑，還有很多人並不知道這個地方。這就是爲什麽我要帶你去這地方的原因。因為滅亡的人多，而

進入我的榮耀的人少。」當祂說這話的時候，我能看見祂的眼淚淌流下來，落在祂的衣服上。我問祂：

「主，你為何哭？」祂回答：「女兒，因為如此眾多的人都滅亡了，我要帶你去看，你就便可以講出你

所看見的真相，這樣，你也不會再回去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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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 
 

 
當祂正說話的時候，突然間周圍的一切東西都開始移動。地，震動而裂開，我看見地下有一個非常黑的

洞。 

 

我們站在類似岩石的東西上面，有天使們圍繞著我們。我說：「主啊，我不想去那個地方！」祂說：

「女兒，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就在一瞬間，我們降落在那個黑洞裏，我嘗試著去看，但那裏

是可怕的黑暗。之後我看見一個巨大的圓圈，又聽見數百萬人的叫聲。 

 
我的全身感到極度燙熱，我的皮膚好像在燃燒。我問：「主啊，這是哪裡？我不想來到這個地方！」然

而主說這只是去地獄的通道，還沒有到地獄。那裏有一種可怕、令人反感和噁心的氣味，我乞求耶穌帶

我離開。祂回應說：「女兒，這是有必要的，你必須去看這個地方。」我大哭：「但是為甚麼？主啊，

為甚麼啊？」然後祂說：「所以你能夠去告訴世人事實的真相；世人在滅亡當中，他們迷失了，很少人

進入我的國。」（馬太福音 7:14）祂說這話的時候在流淚。祂的話給我力量和鼓勵，使我能夠繼續往

前行。 

 
我們到達了隧道的盡頭，我向下望，我看見一個鋪滿火焰的深淵。主說：「女兒，我給你這個。」那是

一本用空白的紙裝訂成的大本子。「女兒，拿好這支筆，我要你寫下我所讓你看見的和聽見的一切。你

所觀察到的你要寫下，就好像你活在其中一樣。」我說：「主，

我會做到的，但是我已經看到這麼多了。主，我看見靈魂在受著

煎熬，那無窮盡的火。」 

 
麥斯瑪： 

時間過去，我的女兒依然躺在那裏。「主啊，發生了甚麼事

呢？」有淚水從安吉莉加的眼睛裏淌下。我為她擦去淚水，它們

又再流出來。我放了一面鏡子在她的嘴邊，要看看她有沒有呼

吸，卻仍是沒有。我們查看她的脈搏，沒有一點動靜。我們放手

在她的肚子上，毫無反應。主的僕人說：「她現在身處的地方，

不是一個歡笑的地方，而是一個痛苦的地方。」 

 
安吉莉加： 

我告訴主耶穌：「我會去告訴世人，地獄是真的，地獄真的存在，但是現在就帶我離開這裏吧！」然後

祂回應：「女兒，我們甚至還未進入那個地方，而我也還沒有給你看甚麼。你現在就要求我帶你離開這

個地方嗎？」我說：「主啊，求你帶我離開這裏。」然而我們又往那個深淵裏下降！我開始大聲尖叫起

來：「主啊，不、不、不、不、我不想去！」祂回答說：「你必須去看這個地方。」 

 
我見到可怕的魔鬼，各種各樣的，有大的，有小的。他們跑得飛快，他們手裏都拿著一些東西。「主

啊，牠們為甚麼跑得這麼快，牠們手上拿著甚麼？」祂回答：「女兒，牠們這樣跑因為牠們知道牠們的

時間不多了，只有很短的時間去毀滅世人，特別是毀滅我的子民。牠們手上拿的是毀滅世人的方式，因

為每一個魔鬼都賦予去毀滅指定的一個人，牠們各有特定的一個方式去毀滅那人，然後帶他們來到這個

地方。牠們的目標就是要毀滅那人然後帶他們到地獄。」我可以看見魔鬼們向著通到地上的出口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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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主告訴我：「牠們正離開這裡，牠們的目標就是去到地上將世人擄來，丟進地獄裡。」當祂說這話

的時候，祂邊說邊流淚，祂流了這麼多眼淚。祂一直在流淚，我也哭了。 

 
麥斯瑪： 

我女兒死了二十三小時，但是我沒有通知政府有關部門。我禱告說：「主啊，我會等待二十四小時，假

如我女兒在二十四小時內沒有回來，我就會去叫醫生來。」但是主在二十四小時到了之前，將她帶回來

了。」 

 
安吉莉加： 

主對我說：「你是否已預備好來看那我將要給你看的呢？」我說：「是的，主，我預備好了。」祂帶我

去了一個囚房，我看見那裡有一個年輕人在火焰之中受著折磨，我發覺那個囚房被編了號碼，雖然我看

不懂那些數字，它們似乎是反向的。那囚房有個巨大的匾牌，那年輕人的額頭上寫著「６６６」，他的

皮膚裡嵌入了一塊大金屬片。蟲子在咬著他，但那金屬片卻絲毫無損，火焰也不能燒毀它。他尖叫著：

「主啊，憐憫我！帶我離開這裏，饒恕我吧！主！」但是主耶穌回答：「遲了，太遲了：我曾給你機

會，然而你卻不悔改。」 

 
我問主耶穌：「主啊，他為甚麼會在這裏？」然後我認出他是誰。在世上，這個年輕人知道神的話，但

是他突然地離開了主，他寧可去喝酒，吸毒，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他不想跟從主走他人生的路。主耶穌

曾因此警告過他很多次，他將要承受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主耶穌說：「女兒，他現在在這裏，是因

為任何人拒絕順服我的話的時候，就已經受到審判：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

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約翰福音 12：48）然後主耶穌流下淚來。 

 
主流淚的時候不像我們的哭泣，祂是從心裏帶著痛楚而哭泣。祂會深深地悲歎而流淚。耶穌說：「我沒

有為世人創造地獄。」我就問祂：「那為甚麼世人在這裏呢？主？」祂回答：「女兒，地獄是為撒但和

牠的天使而造，就是那些魔鬼們；（馬太福音 25：41）但是，因為世人犯罪又不悔改，死後也會來到

這裏。滅亡的人很多，而進入我榮耀的人少！」祂繼續不斷地流淚，看著祂這樣哭令我很傷痛。「女

兒，我為世人付出了我的生命作代價，所以他們可以選擇不要滅亡，他們的結局也就不會在這個地方。

我因著愛和憐憫而付出了我的生命，使得世人可以藉著悔改而進入天國。」耶穌看見人們在這裏受苦，

祂是那麼痛苦的呻吟著，好像一個人不能夠再承受那樣的痛楚。我可以感受到耶穌來到世間在盡全力的

救人，卻少有人能真正體會到耶穌的付出。 

 

和主耶穌在一起才會使我感到安全。我想：「假如我鬆開手讓主離開了，我就會困在這裏出不去了！」

我問：「耶穌，有沒有我的親人在這裏呢？」祂看見我在哭，那時我非常之害怕，耶穌看著我，祂說：

「女兒，我與你同在。」。祂帶我去另一個囚房。我永遠也未曾想像到，在那個囚房裏看見我的一位親

人。我看見這個女人正在被折磨，有蟲吃掉她的臉，魔鬼把一種矛刺進她的身體裡。她撕心裂肺地尖叫

說：「不要啊！主，憐憫我！饒恕我！我求你！帶我離開這裏，即使一分鐘也好！」 

 
在地獄裡，人們會被他們在地上所做的事的記憶折磨。魔鬼會嘲笑人們說：「敬拜吧，讚美吧，因為這

裏就是你們的國！」隨後那些人會尖叫著記起他們曾經知道有神，他們也知道神的話，那些知道主話而

不遵守的人，要受加倍的痛苦折磨。 

 
主說：「在這裏是沒有任何的機會了；只有那些還活著在地上的人仍然有機會。」我問祂：「主，為甚

麼我的曾祖母在這裏？我不知道她是否曾經認識你。為甚麼她在地獄裏，主？」祂回答說：「女兒，她

在這裏。是因為她不能饒恕人，…女兒，一個人若不能饒恕別人，我也不會饒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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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主，但是你饒恕人，因為你是滿有憐憫。」祂回答：「是的，女兒，但是饒恕他人是必要的。

因為他們不能夠去原諒許多人，所以他們這麼多人就在這個地方，因為他們不能饒恕人…去告訴世人，

既然已經看見這樣的結局，就知道現在是該要饒恕別人的時候了，特別是我的子民們，我子民當中有很

多人都不能饒恕人。告訴他們要放下心裏的嫉妒、憤怒、心中的仇恨，因為隨時都該去饒恕別人！如果

死亡突然臨到，那位還不能饒恕別人的，就會走向地獄，因為沒有人能夠救贖自己的生命。」我們離開

那個地方時，我的曾祖母被火吞噬著大叫：「啊啊啊！！！」然後她開始褻瀆神的名，她咒罵神；所有

地獄中的人都在褻瀆神。 

 

當我們離開那個地方的時候，我能看見那裡充滿著受折磨的靈魂，很多人伸出他們的手，乞求耶穌救他

們，帶他們離開那個地方。但是主不能為他們做任何事，於是他們就辱駡神。然後主耶穌哀傷流淚說：

「聽到他們的聲音令我傷痛，看見他們的做為令我傷痛，因為我不能再為他們做甚麼了。我要告訴你，

我給那些仍然在世上的人機會，那些還沒有死的，仍然活著的人；他們還有悔改的時間！」 

 
主告訴我，地獄有很多世上出名的人，也有許多人是認識主的。祂說：「我要

帶你去看另一區的火爐。」我們到了一個地方，有一個女人在那裏被火焰包

圍，她處於極大的苦痛之中，乞求主施與憐憫。耶穌指著她向我說：「女兒，

你看那邊那個被火焰包圍的女人，她是莎麗娜（Selena西班牙歌后）。」當我

們靠近時，她尖叫說：「主啊，憐憫我吧，饒恕我吧，主，帶我離開這個地

方！」但是主看著她說：「遲了，太遲了，現在你悔改太遲了。」 

 
她看見我，對我說：「請求你，我求求你，去告訴人們關於這個地方，求你大

聲說出去，不要沉默不言；去告訴他們不要來到這個地方；去告訴他們不要再

聽我的歌，不要再唱我的歌。」我就問她：「為甚麼你要我告訴世人你說的話呢？」然後她回答：「因

為每當人們唱或是聽我的歌的時候，我會受更多的折磨。那些唱和聽我的歌的人，他們也是朝向這個地

方走來，請求你，去告訴他們不要來這裏；去告訴他們地獄是真正的！」她尖叫起來，因魔鬼從遠處拿

著矛猛力的向她的身體投擲。然後她哭著說：「救救我，主，憐憫我，主。」但是令人傷心的是，主對

她說：「太遲了。」 

 
我看遍那個區域，那裡全都是死去了的歌手、藝人。他們所做的事就是唱歌，唱了又唱，他們不停的

唱。主解釋說：「女兒，所有在這裡的人，他們繼續做他們在地上所做的，他們必須不停的做，除非他

們在地上悔改了。」 

 
當我觀察那個區域，我注意到很多魔鬼在向下傾倒一些東西，看起來好像下雨那樣，我真的以為那是在

下雨。但是我發覺人們在火中跑著躲避那些雨，並且大叫說：「不要啊！救我啊主！不要容許這樣的事

臨到啊！怎麼會這樣呢！」然後那些魔鬼會大笑著對那些人說：「敬拜吧！讚美吧！因為這裏就是你們

永永遠遠的國度。」我看見那些火焰升騰起來，那些在人們身上的蟲子也倍數的增加！那裏根本不是下

雨，那是在下硫磺粒，那使得火焰更加猛烈，倍增每個人的痛苦。我問主耶穌：「怎麼回事…？主，這

是甚麼？」主回答說：「這是任何人他們不悔改的工價。」（詩篇 11：6） 

 
然後主帶我去一個地方，那裏有一個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人。在這之前，我曾是一個心懷二念，容易分心

的年輕基督徒，我過去以為任何人死了都會去天堂；我也以為那些參加望彌撒的人也都會去天堂，但是

我錯了。當教宗約翰保祿二世逝世時，我的親戚和朋友們都告訴我，約翰保祿二世去了天堂，所有電視

的新聞，雜誌都報導說：「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去世了，他安息了。他現在是與主和眾天使在天堂上享樂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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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些話我以前全都相信。可是，我只是在欺騙我自己，因為我看見到他在

地獄裏，在火焰中受著煎熬。我看著他的臉，那是約翰保祿二世！主對我說：

「看啊，女兒，你現在正在看的那個人，是教宗約翰保祿二世。他到了這個地

方。他受折磨是因為他沒有悔改。」 

 
但是我問：「主，為甚麼他在這裏？他一向在教堂裏講道啊。」耶穌回答：「女

兒，任何淫亂者、拜偶像者、任何貪心的，和說謊的，都不能承受我的國度。」

（以弗所書 5：5）我回答：「是的，我知道這是真理，但我想要知道為甚麼他在

這裏，因為他過去一直向眾多的人講道啊！」然後耶穌回答說：「是的，女兒，

他是講過很多道，但事實上他從未說出實際的真理。雖然他知道真理，但是他從來不講真理，雖然這真

理都是他所知道的，他喜愛金錢過於宣講救贖的訊息。他不講事實；他不說有一個真實的地獄，不說有

一個真實的天堂，他也不教導人如何進天堂。女兒，現在他就只能在這個地方。」 

 
我看著這個人，他被一條佈滿針的大蟒蛇，纏繞在他的喉嚨上，他一直在努力嘗試拉開那條蛇。我懇求

耶穌說：「主啊！救他！」那人一直尖叫：「救我，主啊；憐憫我；帶我離開這裏；寬恕我！我要悔

改，主；我要回到地上，我要回到地上去悔改。」主注視著他，並對他說：「你清楚的知道，你知道得

很清楚這個地方是真的，…現在已太遲，你沒有機會了。」 

 
主說：「看啊，女兒，我現在給你看這個人的生活。」耶穌給我看一個大螢幕，我能夠看到這個人如何

主持龐大會眾的望彌撒儀式，在那裏的人是如此的崇拜偶像。耶穌說：「看，女兒，這地方有很多偶像

崇拜者。崇拜偶像絕不能得救贖。女兒，我是唯一的拯救者，除我以外，別無其他的神可以拯救人。我

愛世人，即使他們犯罪得罪我，我仍然愛他們，但是我恨惡他們所犯的罪。女兒，去告訴世人，我愛他

們，他們需要來到我這裏。」 

 
當主說話的時候，我開始看到這個人怎樣接受許多的銀幣和鈔票；所有的錢他都據為己有，他有這麼多

的金錢。我看見這個人他坐在一個寶座上，不過我也能夠看到超過所看見的。雖然這些人確實沒有婚

娶，我能向你保證。我不是在編造這個，主讓我看到。這些人確實與修女們同睡，不止和一個女人在一

起！ 

 
主給我看這些人淫亂的生活。聖經上說淫亂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當我在觀看這些全部過程的時候，主

告訴我：「看啊，女兒，所有我給你看的這一切，是現在也正在發生的，他怎樣的過這些生活，同樣的

也怎樣的正發生在很多人身上，在現今許多的牧師和教宗身上。」然後祂告訴我：「女兒，去告訴世

人，現在是我給他們機會讓他們轉向我的時候了。」 

 
主給我看一個地方，那裏有許多的人們正在走向地獄，我問：「主，他們為何要走向這個地方呢？」祂

回答：「我會給你看的！」他給我看一條隧道，有很多人走在隧道中，這些人從手到腳都被帶上鎖鍊，

他們穿著黑衣，扛著重擔。耶穌說：「看，女兒，你所看見的這些人，他們不認識我，他們扛著的是

罪，但你要去告訴他們將擔子卸給我，我會給他們安息；我能夠寬恕他們所犯的一切過錯，…女兒，去

告訴這些人來歸向我，因我張開雙臂在等待他們。並且還要告訴他們，他們正在走向這個錯誤地方的路

上。」 

 
當我看著那些人走著，我說：「主啊，那個人是我的表弟；那個年輕人是我的親戚，主啊，還有那個正

走過來的小女孩是我的表妹；喔！我的家人們正在來到這裡的路上！」祂回答：「女兒，他們正往這地

方走來，但你快去告訴他們，他們走的不是主要他們走的，去告訴他們，他們正在走向地獄，去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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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我揀選你作我的守望者，…我已經揀選了你作我的守望者，這意思就是要你去說出事實真相，你一定

要去告訴所有的人我給你看過的。全都講給他們聽。若是因為你沒有說出來，而使他們喪命，他們的血

就要歸咎於你。但若你按照我所給你的向他們宣講，那麼那個人就由我來對他負責了。假若你說了，而

那人不悔改，他的喪命就不歸咎於你，因他承擔了自己的債，他的血也不歸咎於你。（參考以西結書

3：18）」 

 
耶穌告訴我，很多有名望的人正在走向那個地方。出

名的和那些重要的人，例如麥可.傑克遜（Michael 

Jackson），他是世界聞名的，但他是一個拜撒但的

人，即便有很多人不會同意，但這個是事實。這個人

和撒但立過約，他和撒但有協議，好讓他能夠贏得名

聲並吸引許多的歌迷。 

 
他所表演的那些舞步，我在地獄看見魔鬼折磨人的時

候也有同樣走路的樣子。當魔鬼們大叫的時候，牠們

也會向後滑行，而不向前走；魔鬼享受那加給人痛苦

的喜樂。讓我告訴你，麥可.傑克遜現正在地獄裏，主讓我看見麥克.傑克遜在火焰中受折磨。我向主耶

穌呼喊：「為甚麼？」看著這個人被折磨的樣子和他撕心裂肺地叫聲，實在不舒服，很難去接受。 

 

那些唱麥可.傑克遜的歌或是聽他的歌，或是崇拜他的歌迷們，我警告你：撒但正套牢你進入牠的陷阱

裏，使你最後終結在地獄裏。現在，就奉耶穌的名宣告斷絕和牠們的關係吧！耶穌要將你從歌迷的捆綁

中釋放你自由，讓你離開陷阱，不再迷失。 

 
主說：「女兒，那裏也有許多認識我的人，他們正走向這個地方來。」我問：「主啊，怎麼認識你的人

也會走向這個地方呢？」祂回答：「有的人知道我的話，卻沒有遵守我的話，他們正過著一腳踏兩條船

的生活。」祂開始讓我看人們怎樣走向地獄，他們手腳都被綁著。 

 
他們每人都穿著一件白色的衣服，但是白衣被撕破了、沾汙了，並且起皺了。耶穌說：「女兒，看我的

子民們是怎樣離開了我。女兒，我要告訴你，我要再來接我的子民們，但不會接這些人回去，我來是為

了接那些聖潔的人們，他們已經預備好自己在等候我的再來，他們沒有玷污、沒有瑕疵、沒有汚穢，…

去告訴他們，回轉到他們起初愛神的心。」（以弗所書 5:26-27）我看見我的叔叔們和其他很多人，他

們所行的偏離了主的道。「去告訴他們我在等他們，去告訴他們把重擔卸下來降服於我，然後我就會給

他們安息。」耶穌流下了眼淚：「女兒，他們正往這個地方來了，告訴你的叔叔們，去告訴你的親人

們，他們現在所做所行，正帶領他們往這裡走！女兒，會有很多人不相信你，但我是你的證人，我是你

誠實的見證人，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即使他們不相信你，女兒，還是要去告訴他們真相，我與你同在。

女兒，我也會給你看，讓你知道人們是為何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到一個隧道，那裡有許多的人跌進了那深淵，不是一千人、兩千人，而是像海邊的沙那樣，多得

數不過來，他們每秒鐘都有人墜下來，像人將一把沙子扔下來一樣，那些靈魂急速地下墜。主耶穌悲歎

地流淚說：「女兒，這就是世人怎樣的滅亡；這就是他們迷失的結局！…女兒，看著世人如此的滅亡深

深的讓我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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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魔鬼們也在這個地方舉行會議。」我問說：「魔鬼也會舉行會議？」耶穌說：「是的，女

兒，魔鬼會聚集商討計劃，計劃如何傷害對付世人，從每個人不同的軟弱處著手。他們每天都舉行秘密

會議，要帶人來這裡。」說著，耶穌帶我去到一個囚房，我看見一張木桌子，四周擺著許多椅子。在那

裏只有魔鬼，各種各樣的魔鬼。耶穌解釋說：「女兒，牠們現在計劃去摧毀牧師的家庭、傳道事工、傳

道人和那些所有認識我的人。女兒，牠們想毀滅他們；牠們有很多的武器。」 

 
那些魔鬼大笑並嘲諷說：「讓我們去摧毀世人，把他們帶到這個地方來。」耶穌說：「去告訴人們，我

與你們同在，告訴他們不要開縫隙給撒但進來。 不要給撒旦有機可乘，要知道撒但像吼叫的獅子遍地

遊走，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 5：18）」主耶穌說：「女兒，他們尤其想毀掉牧師的家庭。」我

問：「牠們為甚麼要毀掉牧師的家庭？」然後主耶穌回答：「因為他們負責帶領成千上萬的人們，就是

圈裏的羊，就是主賜給他們圈裏的羊。魔鬼不要他們愛神，要這些人再回去世界裡，要他們向後看，最

後終結下在地獄裏，…去，要告訴那些牧師們，要講說真理。去，告訴他們傳講真理，要講出一切我告

訴他們的話，絕對不要保留我告訴他們的話而不去宣講！」 

 
當我們離開那個地方，祂告訴我：「我要給你再多看一

些，…這地方也有小孩子。」我問：「這個地方有小孩

子？主啊，為甚麼有孩子在這裏？你的道說：『讓小孩

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

樣的人。』（馬太福音 19：14）耶穌回答說：「女兒，

是的，天國是屬於像小孩子這樣的人。然而那孩子必須

來到我這裡，凡來到我這裡的，我總不丟棄他。（約

6：37）」主給我看一個八歲大的男孩在火裏被折磨。

那男孩大喊：「主憐憫我！帶我離開這裏！我不要在這

裏！」他不斷的大哭和尖叫，我看見魔鬼圍著他。這些

魔鬼們像卡通片的人物大彙集，那裏有：龍珠兒、Boyz狂飆少年、Ben10外星英雄、Pokemon比卡超、

口袋怪獸、Doral等等。「主啊，這個男孩為甚麼和這許多魔鬼們在這裏？」耶穌給我看關於這個男孩

的生活，用一個大螢幕來顯示，我看見他在世界上的生命大部分都花在電視機前看這些卡通影片。 

 
主耶穌說：「女兒，這些動畫片、卡通、電影、肥皂劇，每天在電視上所播放的，都是撒但要毀滅世人

的工具。…看啊！女兒！這事情的結局就是這樣。」我看見那男孩是如何的背逆、不聽父母管教，當他

的父母跟他說話的時候，他就跑開、並且扔東西，不聽父母向他說的話，後來，一輛車開來輾過他，結

束了他的生命。主耶穌告訴我：「從那以後，他就來在這個地方了。」 

 
我看著那男孩受著煎熬。耶穌說：「女兒，去告

訴地上的父母們，要用我的道（聖經）教導他們

的兒女。」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

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神的話是真的，神

的話告訴我們用杖去管教孩子，不是時時刻刻，

而是當孩子違背父母的時候。（箴言 22：15） 

 

主跟我說這些如此傷心和如此痛苦的事。祂說：

「女兒，有很多孩童在這裡，是因為動畫卡通，

使得他們叛逆不順服」我問祂：「主，為甚麼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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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於動畫和卡通呢？」祂解釋說：「因為牠們是魔鬼的工具。牠們用動畫和卡通灌輸叛逆、不順服、抱

怨和仇恨給孩子們。而另一些魔鬼就藉著卡通進到了這些孩子裏面，所以他們就不會做出良善的好事

情，只會做壞事。孩子在電視裡看到的、學到的，他們就在現實中做出來。」地獄是實際存在，地獄是

真實的，即便是孩子也必須要決定他們將要去哪裡。我問：「主啊，告訴我：從什麼時候開始，小孩子

會有可能來到這裡？」然後主耶穌回答：「當孩子們已經知道有一個天堂和一個地獄的時候開始，他們

就要為自己做一個選擇他們到底要到什麼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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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 
 

 
地獄還有很多我可以說的，但我現在要分享我在天堂所看見的。耶穌說：「女兒，現在我將要給你看我

已經為我的聖民所預備的。」我們離開那個地方，通過一條隧道。當行經這條隧道時，我們立刻出來處

在光明之中，我再也不用見黑暗、折磨、和火焰。祂說：「女兒，我要給你看我的榮耀。」然後我們開

始上昇到天堂的國度！很快我們就到達了一扇門前，有巨大的字，是用黃金寫著： 

 

「歡迎來到天國」 
 

耶穌說：「女兒，進去，因我就是那門，人要藉著我才能進去，才能找到靈糧。」（約翰福音 10：9） 

 
主說過這些話後，門被打開了，我們就進去。我看見天使們將榮耀、崇敬和讚美都歸給我們的天父！

（啟示錄 7：11-12）我們繼續行走，到了一張桌子跟前，我能夠看到它的開始，卻看不見它的盡頭。

（啟示錄 19：9）我看到一個大的寶座和一個較小的寶座，寶座圍繞著數以千計的椅子，在椅子與椅之

間擺放著衣袍和冠冕，主告訴我：「女兒，那些你看到的皇冠，是生命的冠冕。」（啟示錄 2：10） 

 
耶穌說：「看！女兒！這是我為我的子民所預備的。」我看到桌子上

鋪著鑲著金邊的潔白桌布，上面有盤子、金杯和水果；每樣東西已擺

設好，真的很美麗。有一個很大的容器放在桌子中間，裏面盛著葡萄

酒。然後耶穌說：「女兒，所有東西都已經預備就緒，在等待我的教

會來。」 

 
我們去另一處，我看到花園裡有很多人。他們都是聖經中知名的人

物，他們不僅不老，反而很年輕的樣子。有一個年輕人手裏拿著一條

大手帕跳著，周圍旋轉著跳舞讚美神。主耶穌說：「女兒，你看見的那個年輕人是我的僕人——大

衛。」他將榮耀獻給我們的天父。忽然間，有一些年輕人經過，主耶穌告訴我：「女兒，他是約書亞；

他是摩西；另外那個年輕人是亞伯拉罕。」耶穌會叫喚出他們的名字，他們有著一樣泰然自若的容貌！

耶穌說：「女兒，你看見的那婦人是我的僕人，抹大拉的馬利亞；我的僕人撒拉。」 

 

之後，祂告訴我：「女兒，她是馬利亞，生下我

耶穌基督的那位。女兒，我要告訴你，她對地上

發生的事全不知曉。我告訴你，你一定要去告訴

世人們，告訴那些拜偶像的人，地獄是真的，而

拜偶像的人不能承受我的國。告訴他們，如果他

們悔改，他們就能夠進入我在天上的居所。去告

訴他們，我愛他們，並且告訴他們馬利亞對地上

所發生的事絲毫不知情，他們要高舉的只有一

個，那就是我。因為無論是馬利亞，還是聖葛列

格裡（St.Gregory），或是任何聖徒都不能賜下

救恩。我是那唯一拯救人的，除我以外，沒有任

何人，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人能施行拯救！」

祂重覆了三次，沒有任何人能拯救；唯獨祂能拯救。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pe_Gregory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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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被欺騙去相信一個虛擬出來的聖徒，那不是真聖徒，而是魔鬼的工具。魔鬼藉著人手所造的偶像做

事。但是，讓我告訴你，主耶穌要給你最好的，祂要你進入天國。你要為你的過犯悔改，也要離開偶

像，因為偶像決不能救你。拿撒勒人耶穌是唯一的拯救，祂把自己的生命給了你、給了我、給了所有的

人。主有一個重大的訊息要給世人，祂流淚著告訴我：「女兒，不要沉默；去說出真理，去說出我所給

你看見的。」 

 
我看見馬利亞在敬拜主，我也看見其他的女人們有著非常美麗的長髮。我說：「主，她們的頭髮是多麼

的美啊。」祂告訴我說：「女兒，你所看見的長髮，是我賜給女人的面紗。」祂又說：「女兒，去告訴

女人們，要好好愛惜我所賜給她們的面紗。」 

 
然後祂對我說：「我有非常重要的要給你看。」我看遠處，見到一座光亮的城，是黃金的城！我問：

「主啊，那是甚麼地方？我想去那裏！」祂回答：「女兒，我帶你去看，你所看到的就是天上的居所，

是我為我的子民所預備的天上的住處，已經預備好了。」 

 
我們開始朝向那兒走去，走上了一條黃金橋。過了橋之後，就來到全部都是黃金做成的街道！（啟示錄

21：21） 

 
所有東西都是那麼的美，那麼輝煌，像閃光的玻璃，那絕對是超自然的，無法用言語說明！我們觀看天

上的居所，看見千萬的天使們正在建造。有些天使建造得非常快，有些建造得很慢，有些幾乎是停止了

建造。我問主：「為甚麼有些天使建造得很快，有的建造得很慢，有的還甚至停止了建造？」主解釋

說：「女兒，這就是我在地上的子民如何為我工作的實際情形。天使的工作反映出我的子民在地上為我

工作的熱心程度，…女兒，我的子民不再傳播福音，我的子民不再禁食，我的子民不再到街上派發真理

的單張，我的子民現在為我傳福音而感到羞愧。去告訴我的子民們，轉回到原來的路上。你看見那些停

工的天使就是屬於那些不願意遵循我話語、離開我道路的子民們，…女兒，去告訴我的子民們，要回轉

到原來熱心的道路上。」（耶利米書 6:16）說話間，祂流下淚來。 

 
我聽到有人在唱歌，我問祂，「主啊，我想要你帶我去那邊，那兒有人在唱歌。」耶穌看著我，我無法

說出祂看我的樣子，我不能看見祂的臉，僅僅看到臉的移動而已。這時祂的眼淚滴落在祂的衣服上，我

問祂爲什麽流淚，但是祂沒對我解釋。 

 
之後，我們到了一個美麗的花園，那花園是在許多天堂居所圍繞的中間，我看見花朵們在風中搖動。我

想那就是我聽到的歌聲的來源。主用手指著說，「女兒，看，他們在讃美我，他們在敬拜我！我的子民

不再像他們以前那樣的敬拜我了，我的子民不再讃美，不再敬拜，不再像從前那樣的尋求我。這就是我

爲什麽要告訴你這一切。女兒，去告訴我的子民來尋求我，因我將要去，我將要去，我將要去，爲了一

個用心靈與誠實在尋求我的人而去，爲了一個已經預備好的人而去，是爲了一個聖潔的人！」祂流著淚

說：「我來了！我來了！」於是我明白了為何祂悲歎哭泣，因為祂就要來了，但是祂來不是爲了那些，

一半愛世界、一半愛主的人。他再回來只爲那用心靈與誠實尋求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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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主告訴我得要回到地上去了。我說，「主啊，我不想回到地上

去！你說‘地上’是什麽意思？我要與你一起。你帶我來這兒，我不

要去任何地方，因為我要與你在一起！」耶穌說，「女兒，你需要回

到地上去作見證，我的榮耀是真的，我給你看的是真的，你所見到的

是真的。這樣，人們就會到我這裡來、悔改，而不至滅亡。」我流著

淚倒在祂的腳前。剛好我看見到祂腳上的傷疤。我問，「主啊，為什

麼你的腳這裡有傷疤？」他回答，「女兒，那傷痕是在受難日的那一

天，我為世人付出生命時留下的疤痕。」 

 
祂也給我看在祂手上的傷疤。我問，「主啊，為何你還帶著傷疤？」他告訴我，「女兒，這傷疤一直留

了下來。」於是我問，「這傷疤會消去嗎？」他回答說，「女兒，當所有的聖徒在這裡聯合相聚在一起

的時候，這傷疤會消去，…女兒，我必須要帶你回到世上了，你的家人以及列國都在等你。」 

 
我想要拒絕，但是祂伸出指頭向下指著地球說，「看，那些人們，你看到的那些人是你的親屬，你看到

的那個身體，就是你要回去的地方，…是時候該離開這裡了。」然後，他帶我來到一條美麗晶瑩清澈的

河邊，說：「女兒，進入這條河裡，將你自己完全浸沒在水裡。」當我要進入那晶瑩清澈的活水河流

時，我體會到難以說明的喜樂，在我浸沒在河水裡，從水中出來之後，我興奮的以為我不必回到地上的

家了。但是主告訴我，「女兒，你必須要返回地上的家，…女兒，我要向你顯明一些事：我要爲準備好

的、聖潔的人而再回來。我要向你顯明那被提的日子要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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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和大災難 
 

 
我們走向一個地方，那裡有一個巨大的螢幕，我看見人們在裡面。我

可以看到整個世界。突然間，我看見數千人消失了。懷孕婦人腹中的

胎兒不見了，然後他們看起來像在瘋狂地叫喊著。 

 
各地各處的孩子都不見了。很多人在到處跑，跑過來又跑過去，叫喊

著：「這不可能，這不可能！發生了什麽事？」 

 
我看見那些認識主，卻被留下來的人。他們都在說：基督已經來過

了，被提已經發生了。他們叫喊著想要自殺，但是他們不能。主告訴

我，「女兒，在那些日子，死會逃避；女兒，在那日子，聖靈不會在

世界上。」（啟示錄 9：6）我看見有很多意外事故發生，但我看不到有人死，一個也沒有，他們儘管

有受傷。但所有人都會活著。 

 
我看到成千上萬的人在巨大的擁擠當中。祂告訴我，「女兒，看，

這就是所有事情將會如何發生的情況。」然後，我看見人們從一處

跑到另外一處，一面跑一面呼喊著，「基督來了！基督來了！」他

們乞求著，「主，饒恕我，饒恕我，求你帶我與你一起走！」 

 
主憂傷地說：「太遲了，要趁著現在還有時間悔改的時候。女兒，

去告訴世人們來尋求我，因為到那時候就不再有機會了。（以賽亞

書 55：6）女兒，對於那些所有被留下來的人，一切都太遲了。」

當耶穌看到人們被留下來，祂開始哭泣並說，「女兒，我將會回到

世上，如同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六、十七節所說的：「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

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

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與主一同去，只有那些遵行祂旨意（馬太福音 7：21）還有過著聖潔生活的人，才

會被提。因為主告訴我，「只有那些聖潔的人才能進入天國（希伯來書 12：14）。我什麼時候會去接

我那聖潔的子民，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馬太福音 24：36） 

 
在螢幕上，我看見人們一直在四處奔跑。雜誌，電視新聞上寫

著:「基督已經來過了」。螢幕關閉了。主耶穌最後說:「我再

來是為了我聖潔的子民。」這就是祂所給我看的全部。在這之

後，祂就把我帶回到世上。 

 
當我在天堂的時候，我不想回到地上。後來，天使們聚集起

來，我們一起開始沿著美麗的階梯走下來。白色的階梯上簇擁

著許多的花朵，我一路走下階梯一路哭，求耶穌:「主，請

你，不要離開我，帶我和你在一起。」祂回答說，「女兒，列

國，你的家人都在等著你，…女兒，你必須回到那個身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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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重得生命。女兒，如此你才能去見證你所看到的。會有許多人不相信你，也會有許多人相信你。我

是你誠實的見證人，我與你同在，我永遠不會離開你。」 

 

 

 

回到地上 
 

 
麥斯瑪： 

當我女兒回來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守在那裡。她直直地躺在地板上的身體開始伸展了，她發出了

「唔，唔！」的聲音，又沒有動靜了。我說：「謝謝你，主！因為我女兒活過來啦！」 

 
我們全都向主感恩。很快的，她開始慢慢的呼吸，一點一點的。五個小時之後，她能睜開眼睛開始講話

了。起先我們很難聽懂她在說什麽，因為不太清晰，她毫無力氣。我們得要把窗子遮閉起來，因為她的

眼睛無法承受光線。 

 
大家都很好奇，我們每個人都期待她告訴我們她看到了什麽。但是因為她太虛弱，只能告訴我們一點

點。一直等到兩周之後，她才能向我們分享她全部的見證。 

 
在這之後，魔鬼們來纏磨安吉莉加。她能夠清楚的看見牠們，牠們會嘗試把自己隱藏在陰影裡。在她回

來以後的三天之中，直到在她能把話講得清楚之前，魔鬼們都在這裡。安吉莉加問牠們要什麽，牠們回

答說：「我們要來和你立一個協定，…你必須閉口。你必須絕口不提你在地獄那兒所看見的任何東西，

你若說出來，我們就殺了你。」她形容那些魔鬼如此醜陋，又大、又肥、又可憎。她說簡直沒有言語能

夠來描述魔鬼們看起來有多恐怖。安吉莉加會斥責牠們，但是牠們並不離開。牠們來的時候會踩到她身

上試圖讓她窒息。她會反擊，斥責牠們，但是她沒有力氣。有一次當她再

次責備牠們時，突然，一道極大的光出現，牠們就全都逃避了。那光就是

主。 

 
我女兒所經歷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領受給世人的重要訊息，是叫世

人去尋求神。 

 
但是世人們都以為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都是沒問題的、是可行的。年輕人沉

迷在毒品和酗酒當中，他們以為那是沒關係的，但事實不是這樣。主再一

次告訴我們，現在是時候來尋求主，在祂面前悔改和謙卑自己。神的話是真實的，祂說：「天地要廢

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馬可福音 13：31）主所說的話將在祂的時間和旨意裡完全成就。主也給

她看了一個隧道，那是人們走向地獄的隧道，許多人已在地獄裡，它是真實的。但是即使神的子民也有

不相信的，許多人就是不相信。 

 
主給我們的訊息是：我們要尋求主，不是只在嘴唇上，是從我們心底的最深處，因主快要來了。耶穌

說：「我不再是在門口那裡，我已經離開門口了。我快要到了，我的再來已迫在眉睫。我的子民離開

我，他們回到世界裡。告訴我的子民回轉到原來純潔的道路上。」今天的教會必須回轉。我們正處在危

險的日子，來尋求主吧！當號角吹響的時候，我們必須預備好自己來迎見我們的主，那將是多麼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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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訊息 
 

 
安吉莉加，在會眾前演講： 

主告訴我說:「女兒，在那些日子，聖靈將不會繼續留在世上。在那些日子，主不會繼續在世上。」

（帖後 2：7） 

 
我看見龐大的意外事故。很多人想要自殺，但是主耶穌說，「他們要尋死，死卻遠離他們。在那段時間

裡人不會死。」（啟示錄 9：6）我看見人們在觀看電視、雜誌上都寫著「成千上萬的人消失了」很多

人知道基督已經回來帶走了祂的聖潔子民。那些認識主而被留下的人，在街道上哀哭呐喊，他們很想要

自殺，可是他們什麽也無法做，他們做不成。 

 
我在天堂時，耶穌告訴我，「我要再來，是為了那些聖潔的人而來，為了我的教會我很快就會再來」兩

個星期前，主告訴我：「女兒，你現在所做的讓我欣慰。你完成了我所交托給你的，但是不要告訴我的

子民，說我快要再來，而要告訴我的子民說我立刻就來。」主再一次說，「告訴我的子民我立刻就來，

還有，我是為聖潔的人而來。告訴我的子民只有聖潔的人，只有聖潔的人，才可以見我！…還有，不要

沉默不言，要不斷的宣講那我已經告訴你的。」 

 
安吉莉加與會眾一起禱告： 

每一個人，閉上你的眼睛，將你的右手放著你的心上，舉起你的左手，

如果你感覺想哭，就哭。現在告訴主，你心裏面的感受。那些願意接受

主的人，請跟著我說： 

 
耶穌，我感謝你，感謝你的愛和你的憐憫，今天你的話感動了我的心。

主耶穌啊，求你赦免我，赦免我，用您寶貴的血來洗淨我一切的汚穢。

將我的名字寫在生命冊上，接納我成為你的兒女。主啊，現在，我願意

饒恕那些我以前不能饒恕的人，我聲明不再不肯饒恕，我聲明斷絕那些

攔阻我與神的神聖關係的事；現在我求你改變我，並且天天以你的同在充滿我，感謝聖父，聖子，聖

靈，奉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安吉莉加： 

這個見證不是謊言；不是開玩笑；不是一個故事；不是一場夢，地獄是真的！地獄是真的存在！對於每

一個不相信的人，我要告訴你：地獄是真的、非常真實！我已經竭盡可能的說出事實的真相。地獄有多

真實。我希望你自己也能去親身經歷一下！ 

 
安吉莉加，告訴採訪員： 

時間不多了，神允許給人們看見徵兆，是關乎將來要發生的事。不要處於被定罪的光景，那是魔鬼所期

望的。你可以反問你自己，你是否已經走在通往地獄的通道裏？離開它！今天就是你得拯救的日子，今

天就邀請耶穌——你的救主進入你的生命裡。這些話雖簡單，卻很重要：「耶穌，我接受你，做我的

主，且是我唯一的救主。我將我的生活、我的靈魂和我整個心都給你。我要與你一起直到永遠。」 

 
選擇你最終的命運：生或死，天堂或地獄，耶穌或魔鬼。這是很清楚的界線，你是屬於耶穌，或屬於魔

鬼；你做對了，或是你做錯了？，你選擇你自己的命運：永生或火湖。安靜地想一想，做個決定。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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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為我們每一個人所犯的過錯，而死在十字架上。因祂的憐憫，給我們得救的機會，現在，接受耶穌

基督成為你唯一的救主吧！ 

 
現在你已經聽到了這個見證，不要讓你有在地獄裡永遠後悔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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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經文 
 

啟示錄 19：9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啟示錄 20：15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啟示錄 21：4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

去了。 

 

啟示錄 22：1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啟示錄 21：8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

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拜偶像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出埃及記 20：3-5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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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

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啟示錄 21：21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啟示錄 21：27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

纔得進去。 

 

啟示錄 22：7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啟示錄 22：11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汚穢的，叫他仍舊汚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

他仍舊聖潔。 

 

啟示錄 22：12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啟示錄 22：13-16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那些洗淨自

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

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 

 

此見證原文為西班牙文採訪錄影，由‚ElSueñodeDios‛與‚Godfilms‛的牧職機構製作，這個見證經

過校訂和少許縮減。感謝 Sandra翻譯為英文。Terria Lee、Andrew Or， Yan-Chun Chan、Howard、 

Adu從英文翻譯為中文並校對。耶穌榮耀事工有很深的負擔來領人從走向地獄，回轉進入天堂，若您有

負擔一起同工，傳揚耶穌愛世人的救恩、見證醫治釋放、領人歸主、將一切的榮耀歸給三位一體的真

神！郵件請寄蒲保羅：paul@JesusGlo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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