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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迎見你的神 II！ 

天國，地獄，基督再來 
安吉莉加‧蘭布諾的的第二次天堂地獄經歷 

耶穌榮耀事工翻譯校對 

 

2010 年 1 月 4 日，23 點 50 分，厄瓜多爾，艾巴美。主第二次帶安吉莉加經歷天堂地獄。這篇見證原文西班牙

語，翻譯成英文後，再翻譯成中文。在安吉莉加的第二次旅程中，她看見了那些偷竊 神的十分之一奉獻和其它

奉獻的基督徒的審判，拜偶像修女的審判，叛逆兒童的審判，羔羊的生命冊等等。‚告訴我的子民，我必快來，

我為我的聖民而來，告訴我的子民，只有聖徒，只有聖徒能見我的面。‛ www.spiritlessons.com/china/ 

 

 

 

 

 

 

 

 

 
安吉莉加：在午夜 12 點，有幾位會友從教會來到我家，然後媒體也來了。所有的過程都被攝影記錄。（西班牙

語實況）我躺在床上，突然間，我看見兩位天使。和上一次一樣，他們拉著我手說：‚起來，因為萬王之王，萬

主之主在等候你！‛當我站起來，我看見我自己的身體躺在那裡，我也看見房間裡其他

人也在那裡。我開始走向天使，向天使們伸出我的手，我們尌一起朝向上前進！我們以

非常快的速度上升，大約幾秒鐘後我們來到主的面前。我聽到天使們在敬拜：‚哈利路

亞…聖潔，聖潔！‛我特別的喜樂！ 

 

在神的國中有最美麗的花園。我看見主走過來。祂說：‚女兒，我在等候你，我有許多

事情要告訴你。‛ ‛主啊！我在這裡。我想要與你同在。我不想回到世界上，請讓我留

下來與你在一起。‛主回答說：‚我的孩子，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必須去做，你必須

做成我的工。我會給你看關於你生命的事，關於我子民的事，還有一些特別的關乎世人

的事，因為我想要拯救世人，我不願意任何一個人沉淪。‛ 

 

http://www.spiritlessons.com/china/
http://www.spiritlessons.com/Documents/Prepare_to_meet_your_God/Zambrano_2nd_Experience_Video_Page_Spanish.htm
http://www.spiritlessons.com/Documents/Prepare_to_meet_your_God/Zambrano_2nd_Experience_Video_Page_Spanis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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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看見兩位天使，米迦勒和加百列，手執巨大的卷軸，卷軸相當美麗在閃閃發光。我看著那些卷軸，問

說：‚這是什麽？‛主耶穌說：‚你想知道卷軸中寫的是什麽嗎？‛我回答，‚是的，我主。‛祂說：‚米迦

勒，打開卷軸。‛米迦勒天使打開卷軸時，我看見金字如同數字，但是我不能理解。我想，這是什麽啊？天使米

迦勒回答說：‚你看見的寫在這上面的文字和數字是在世上接受我們的主作為他們唯一救主的人，他們是通過你

與主的經歷而得救的。‛我太驚喜了，問他說：‚那是多少人？‛他給我靈魂的總數是好幾千人。 

 

我感到心碎而哭了起來說：‚主啊！有那麼多靈魂回轉歸向你。‛祂回答說：‚你看啊！這位天使，天使加百列

有所有那些曾經背離我的道路，而現在卻歸向我的人的總數，我的孩子，他們回到我這裡了。‛我看了一眼那數

字，發現那是很大的數目。我說：‚主啊！那表示我的冠冕上將充滿珍珠，你是不是要留下我在你的天國中

呢？‛主回答說：‚不，我的孩子，你的時間還沒有到，你必須要返回世界。你願意看看你的冠冕啊？‛ 

我很興奮的回答，‚哦，是的，主。我想看看我的冠冕。‛祂說：‚天使加百列，帶來她的冠冕。‛天使加百列

迅速遵行了主的命令。他回來時，我看見他帶來一個很大的托盤，

上面有美麗的冠冕，但是只有幾顆珍珠在上面。我問：‚主啊！這

是誰的冠冕？‛祂說：‚這尌是你的冠冕。‛我問，‚但是主啊！

為何我的冠冕沒有鑲滿寶石，如果已經有很多人因著我歸向你

了？‛祂回答說：‚女兒，還有很長的路等著你，目前傴傴有 3500

個靈魂回到與我的同在，但是你必須去傳講我的話語，因為還有很

多的靈魂必要歸向我。‛ ‛但是主啊！為何我不能留在天國？‛祂

告訴我：‚女兒，因為生命的冠冕必須要綴滿寶石。‛我明白之後

說：‚好的，主，我會去做成你的工。‛祂說：‚我要讓你看一些

事，我的孩子。‛ 

 

主帶著我，我們快速的從天堂下落進入地獄的一條隧道，尌像我第一次經歷地獄一樣。我說：‚哦！主啊！發生

了什麽事？‛耶穌說：‚我要讓你看地獄的一些事。‛ ‛但是主啊！我不想去那裡。主啊！你記得第一次你帶

我去的經歷，你已經讓我看很多東西了。‛祂說：‚是的，我的孩子，但這次我要你看不同的事。‛ 

 

我們再次走下到火焰中，我哭了起來，身歷其境在那裡實在是很艱難。我說：‚主啊！我想要離開這裡，請幫

我，幫助我。‛我聽到上百萬的人都不斷的在呼求，‚哦主啊！憐憫我，請幫助我，主啊！再給我一次機會。‛ 

在所有這些人中，我聽到有人說：‚我現在要請求你的饒恕，主啊！因為我曾經偷竊你的東西。請饒恕我因為我

偷了你的東西。我不要再從你那裡偷拿東西了。‛我問，‚主啊！他是誰？為何他說他偷了你的東西？主

啊！‛ ‛我的孩子，我會讓你看見他是誰。‛我們進入那人被關的監牢，我看見一個人，他的人形盡毀。火焰

升起又落下，我看見他在被折磨中。 

 

所有在地獄中的人的胸前都有一塊瘟疫，他們的額上有 666。這人伸出手說：‚主啊饒恕我！‛他在懇求饒恕，

我問，‚你為何在這裡，為何你向主求饒恕，爲什麽？你說你偷了神的東西，竟然有人可以從神那裏偷東西嗎？

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為何你說你偷了神的物？‛他回答說：‚我告訴你我的故事。‛ ‛請告訴我你是誰，發

生了什麽事，你又做了什麽事，為何在地獄中？‛他說：‚我是一個基督教領袖，帶領一間教會，我認識耶穌基

督有 20 年了，但是在這 20 年裡我一直說：‘我所有的十分之一奉獻和其它的奉獻都是為了扶養教會的牧師們

‘。但是現在我後悔了，因為我現在明白了，我知道我的奉獻不是獻給牧師的。是獻給主的。所以我說我偷竊了 

神的物。‛ 

 

這個人在地獄裡後悔著，請求主幫助與憐憫。他說：‚你知道嗎，尌在現在這一刻，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奪取  

神之物，尌像我以前做的。當你回到世界上，告訴所有那些不願給出十分之一奉獻和其它奉獻的人：不要偷竊主

的物。否則他們會落入地獄。因為小偷不能進入天國。我知道神的聖言，我現在才真知道我是奪取 了神的物，

我後悔了。（瑪拉基書 3：8）他說：‚告訴人們，他們奉獻給神的時候要帶著愛，要含著真誠的愛來奉獻給 

神。‛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林後 9：7）這個人繼續懇求主，‚主啊！饒恕我吧。‛主回答說：

‚太遲了，你不再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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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那人：‚為何你要奪取 神的物，爲什麽？你非常清楚我們不能偷竊神的十分之

一奉獻和其它的奉獻。‛他說：‚是的，我很清楚，但是我從沒有好好的謹守遵

行。我知道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我要告訴你：如果你認識神，甚至即使你不認識神，絕不要奪取神的物。絕不要偷

取 神的物，把你的十分之一奉獻和其它奉獻獻給神，因為我們在世界上是獻給主，

並不是獻給人。當我們真心給神，我們是獻給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聖經》中說神在試驗我們，瑪拉基書 3：8-10 清楚寫道，‚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

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尌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

上。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尌臨到你們身上。萬軍之耶和華說，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你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

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債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你若要神大大的祝福你的生命和你的家庭，絕對不要偷竊神的物。你祝福神，神也

會祝福你的生命。瑪拉基書 3 章 8-10 清楚說到，‚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 

 

我們走出那地方時，主說：‚現在我要你看其它不同的事。‛我們離開那地方之

後，主提醒我在第二次經歷地獄之前的幾個月（2009 年 11 月），主將我的靈提出

我的身體，對我說：‚看看這個牢獄。‛安吉莉加看見了一個字‚ARVIERD‛ ， 

我不知道那字的意思是什麽。但我理解那和宗教信仰有關。經調查研究顯示這是古

義大利文或是拉丁文，有一份 400 頁的早期文獻指出這是指有一個真實的地獄，警

告世人必須要逃離。 

 

主耶穌帶我去了幾個月前那次異象中我們去的那些牢獄中的一間。我進入時看見成

千上萬的人，有兩個婦人身穿黑衣。我問耶穌：‚她們是誰？‛ 

 

我看見了太令我震驚的事。在那些修女手中有大蛇在形成耶穌受難像和玫瑰經念

珠。我問：‚這是什麽？她們為何在這裡？‛她們之中的一個悲傷的說：‚我曾經

是世界上的修女，現在卻在這個地方。‛我可以見證她從開始禱告，那些蛇如何勒

綁住她的手。她手中有數千條蟲。主說：‚看她並聽她說些什麽。‛她開始哭泣

說：‚哦主啊！我不能再忍受了，我要離開這地方。我不要在這裡，主啊請救我，

救我！‛ 

 

然後我看見另一個女人。她們生命中的某些片段出現在類似螢幕上向我顯明。我

看見這些修女的真實身份，她們是如何與神父們行姦淫的事，她們有的也是同性

戀。我還看見更多。現在她們是如此的懊悔，但是不幸的是她們再無機會悔改。

她們太遲了。那些修女說：‚去告訴所有還活著的人，不要來到這個地方，請去

告訴他們不要來這裡。‛ 

 

我需要分享一些事。修女們常常禱告，但是很多次修女，神父和教宗說他們要向

神禱告，求 神從‚煉獄‛中釋放靈魂。但是今天我要告訴你真理，無論你是否相

信我，我在這裡要說出神的真理，如經上所說：‚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 8：32），我要告訴你真理，使你不落入地獄。仔細聽他們說有‚煉

獄‛，但是我告訴你並沒有這種地方。‚煉獄‛是人編造出來的，是教宗們編造的。《聖經》明說，有一個天堂

和一個真實的地獄。我說出神要我說的話，祂帶我去天堂也去了地獄，從未有什麽‚煉獄‛。祂清楚的告訴我，

‚‘煉獄‘並不存在，去告訴世人，趁還在世的時候要做決定，因為他們活著的時候還有機會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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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很多人說‚讓我們禱告，讓我們的親人也許因著我們的禱告會離開煉

獄。‛停止這種禱告！因為他們如果沒有相信基督尌死去，那麽絕不能離開地獄。雖

然這很不幸，但這是事實，他們是在地獄。但是如果他們在心中接受了基督以後才死

去，那麼我告訴你好消息，他們現在正與我們的天父同在。我的心因為得知有那麼多

的靈魂被魔鬼欺騙而傷痛。成千的人還是在說：‚讓我們為親人們禱告，使得他們能

離開煉獄。‛唉！ 

 

我的朋友，這是時候了，你要知道真理！沒有‚煉獄‛，煉獄真的不存在。我要對你

說一些話，你需要做出決定：你想要在哪裡，與誰一起在那裏過着永生？你要為自己

做決定。或者你在天堂中與耶穌同在，或者你在地獄永火中與撒旦一起。主命令我要

非常直接的告訴你們這些，無論你是否相信。我尌是服從主的命令，因為有一天你與

我都將站在 神面前，為我們在世上的善行惡行受審判。若你不悔改你的罪，若你崇拜

偶像，你尌會終結在地獄裡。現在尌轉向基督，祂要給你永生。 

 

我不是想要驚嚇你，但

事實尌是如此。神的話

很清楚的說盜賊不能進

入天父的國度。主以前

也曾告訴過我說，在每

一個圖像或塑像中都有

一隻魔鬼在其中。這尌

是為何人們去尋求聖母，各樣偶像，童女瑪利亞及各樣的修道女，甚至所謂的‚聖嬰‛像。請相信我，所有這些

塑像之後都有魔鬼。很多人聲稱他們去尋求聖母像或聖嬰像後得到了醫治。如我所說，這些像背後都有魔鬼的勢

力，那些魔鬼在聽，然後用牠虛假的能力有時造成‚神跡‛的醫治假像，使你繼續相信並敬拜那魔鬼。聽我說，

魔鬼只會以惡相報，使得你的永恆只有死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

下、水中的百物。（申 5：8）停止拜偶像！尋求基督，要尋求基督，因為他會給你永恆的生命和豐盛的人生。 

 

主讓我看到那些修女們在哭泣說：‚我要離開這裡，我後悔自己拜偶像，在世上犯罪，現在我不能逃離這裡

了。‛我問其中一個人，‚但是你知道真理？你知道神的聖言？‛她說：‚是的，我知道神的話，但是我從未悔

改。我從未尋找基督。很多的修女都因為各種原因而去修道院。我去修道院因為我的愛情經歷了挫敗。事實上，

修道院中有很多修女都是因為愛情失敗而去到那裡。比如她們的未婚夫在聖壇上拋棄她們，或者她們的男友背叛

她們，很多修女甚至因為生活中充滿問題而去修道院逃避。唯一的事實尌是，她們在侍奉撒旦。‛ 

 

如果你知道真理，我懇求你離開這世俗的罪，來尋求耶穌基督。除祂以外無人能給你永生。唯一能救你的尌是--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神的話語說：‚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麽。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

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駡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 6：9-10） 

 

祂的話很清楚，在啟示錄 21：8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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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分尌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 

 

所有在地獄中的人都不能出去，他們都太遲了，再沒有時間給他們。很不幸，他們不能離開地獄去尋求基督了。

但是你依然活在世上，你仍然可以與神和好。不要錯失機會，現在你讀這些話，可能這尌是 神給你的最後機

會。來悔改！讓我告訴你，要逃離地獄，因為基督向你伸出了祂憐憫的手。祂現在對你說：‚我渴望拯救你的靈

魂，我渴望賜給你永生和豐盛的生命。來我這裡，到我這裡來！‛現在尌是你做決定歸向基督的時候。 

 

‚到我這裡來‛在聖經-馬太福音 11 章 28 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尌使你們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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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把你的重擔交給主。讓他成為你生命的主。祂會斷開轄制你的捆鎖，使你自由，使你成為一個全新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尌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然後主帶我離開那裡。我們離開那牢獄時我哭了起來說：‚主啊！帶我離開這地方，主啊！主，我不要在這裡，

求求你，我主我不要在這個地獄裡，主！我懇求你帶我回到世界上，主啊我想要離開，我不要再留在這火焰中。

‚祂將我取出說：‛這次我要向你顯明更多我的判決。‚我們走時，我聽到一個年輕女孩在尖叫：‛救我！救救

我！‚ ‛是誰啊？是誰？‚我靠近她，我問，‛你是誰？你為何在這裡？‚ 

 

她回答說：‚我很年輕，我死的時候才 15 歲。我去世後尌直接來到

這裡了。‛ ‛但是為何你在這裡？是什麽使你來的？‚我問。她

說：‛我以為我的人生還有很長的時日，因為我以為還很年輕。有許

多人常常對我說基督的拯救，但是我總是回答說‘傳福音的基督徒都

瘋了’，我一直拒絕聖經上的話，我不要接受主。每次他們向我傳福

音，我總是嘲笑他們。現在我知道了，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錯誤。

看看我，我在這火焰中被燒。我死於交通事故，現在我是非常的後

悔。我在這裡不斷尋找出路要逃離，當我發現以為有路時卻無法通

過，因為折磨我的魔鬼向我逼近說：你不能離開這裏，你要永遠留在

這裡。‛我不要在這裡，請救救我，救我啊！‚我對她說：‛我不能

為你做任何事，我做不到，我真希望我能幫助所有在這裡的人。‚ 

 

主再一次說：‚在地獄裡的人不再有機會，只有還活着的人有機會。" 那女孩說：‛噢！請你去告訴世人，也告

訴我家人，不要來這裡。去告訴年輕人他們還有機會尋求基督，告訴他們轉離罪惡。我在世上曾經過很敗壞的生

活，我的生活充滿罪惡，我很驕傲，我享受著參加一個又一個的派對。我從來不順服父母，我一直很叛逆。現在

我非常後悔，我想要他們饒恕我，因為我想要離開地獄。去告訴世上所有人，不要來這裡，別來，求你別來！告

訴他們要孝順父母，接受基督，因為祂真的拯救，祂真的拯救，魔鬼欺騙了我，現在我知道我永遠不能離開這裡

了，我實在是後悔了。‚ 

 

她哭著伸長她的手臂，我想幫她但是當我伸出手，她尖叫起來並被拖回火焰中。我哭著說：‚主啊！這裡多麼可

怕。‚他回答說：‛是的！女兒，要記住，回到世上後，要遵守我的吩咐，讓世人能夠相信地獄是真實的，也是

永恆的，因為還有很多人仍不相信地獄，有很多人在嘲笑諷刺說地獄只是寓言故事。‚ 

 

在我第一次去經歷地獄的前幾天，主曾給我一個異象，祂說：‚看這個去地獄的人‚我說的尌是那有名的‛白手

套‚麥克.傑克遜。他去地獄的原因我已經在前面的視頻錄影中說過了。我在錄製那視頻錄影時，主告訴我‛說

出他的事情。‚所以我告訴你，他是在地獄的火焰中。 

 

我說：‚主啊！你曾告訴我會有第二次的經歷地獄，我請求你讓我看這個人，我要看這個人

是誰，我主！‚接近那著火的地方時，我發現很多魔鬼圍成一圈，當中有一個人在受折磨。

他張開燃燒的手臂喊叫：‛救救我！救救我！‚我能聽懂他說的語言。 

 

我想要幫他，我能看見魔鬼們如何把他舉起，強迫他唱歌跳舞，尌如同他在世界上那樣跳

舞。魔鬼們嘲笑他然後把他扔進火焰裡。魔鬼們把他撿起，鞭打他。他在劇痛中尖叫。哦！

他受到如此的痛苦折磨。 

 

看見這些我心碎了，我說：‚主啊！請你幫幫忙，哦主啊救救他吧！‚當我伸手要幫他時，我的手突然開始充滿

蟲子並且著起火。我說‛主啊！主啊！發生了什麽事？‚那些魔鬼開始發笑，牠們嘲笑我說：‛你要留在這裡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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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發現我看不見主了，也感受不到祂在我的身邊。我好像是孤單一個人。我哭了：‚主啊！你走了，為何我

還留在這裡？‚魔鬼說：‛我們要折磨你，你要留在這裡！‚然後我聽到一個恐怖笑聲，那聲音讓我很害怕，牠

說：‛哈哈哈，你要留在這裡。我終於抓到你了，我要你在這裡，我要你，因為你偷走了我很多的靈魂。我要毀

滅你，你屬於這裡！‚牠向魔鬼們發命：‛帶走她，帶她去屬於她的地方。‚ 

 

我回答說：‚不，不，我不會留在這裡的，因為主與我同在。主說，祂不會撇下我

在這裡，主不會把我留在這裡的。‚然後我聽到撒旦的聲音，‛你留在這裡，因為

主沒有與你同在，你會留在這裡。四處看看吧，你看到了嗎，祂沒有與你同在。

‚我四處看，沒有看到主在我身旁。我感到是那麼孤獨，我開始懷疑。我開始啜泣

並哭求：‛主啊！為何你留我在這裡？爲什麽啊主！爲什麽？‚我問自己‛為何主

離開我呢？‚突然間，主說：‛女兒，我在這裡。‚我的耳朵聽到祂的聲音。我直

直盯著撒旦回答說：‛主是在這裡與我同在。‚牠回答：‛但是，祂不在，再看看

吧。‚我看不見主但是我聽到祂的聲音。我又開始懷疑，因為魔鬼非常接近我了。

我感到有繩索在捆綁我腰部，把我拉向那怪誕的聲音。牠說：‛你這愚蠢的人，你

尌是這樣， 愚蠢的人。我要毀滅你因為你鼓勵很多靈魂不要來到地獄，很多靈魂因

為你的傳教而轉離開地獄。這不會再有了，閉上嘴，尌是閉上嘴。我要毀滅你，我要殺死你。‚ 

 

我一直不停的哭，一面聽著魔鬼在責駡。突然間我回應說：‚不，撒旦，你無法毀滅我，也無法殺死我，因為主

說祂與我同在。我看不見祂但是我真知道祂在這裡！‛撒旦繼續嘲笑我。我說：‚雖然我看不見祂，但是我能聽

見祂。‛ 

 

我被拉到一個地方，那裏更接近那邪惡講話的聲音。我大喊：‚耶穌的血有能力，耶穌的血遮蓋我，遮蓋我。耶

穌的血現在遮蓋我，撒旦要逃離開我，因為耶穌的血在我身上。耶穌遮蓋我，將我懷抱進入祂的同在。我在與神

的同在中斥責你撒旦，因為耶穌比你更大，比你更大的與我同在，與我在一起！‛我不斷重複那些話。然後我感

到被鬆綁了，有什麽東西脫落了，那是捆綁我腰部的繩索。 

 

終於我離開了地獄，回到與神的同在中。我說：‚哦主，謝謝你，與我同在！‛我又開始哭了。主說：‚我要給

你一個訊息，你回到世上後告訴我的子民，要在聖靈和真理中尋求我。去告訴我的子民要活在聖潔中。去告訴我

的子民現在是時候了，是時候要默想我聖潔的話語。我的子民不傴傴要讀我的聖言，還要仔細查考行出我的聖

言。女兒，因為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離道反教的事都在加增。我有很多的孩子，很多的選民將會被欺騙。女兒

啊！告訴我的子民要仔細查考我的聖言，使得他們不會受騙。也要在聖靈和真理中尋求我的同在。‛ 

 

我哭著說：‚噢！是的主。我會順服。但是主啊！我需要你的幫助，請你幫助我。‛主回答說：‚女兒，你回去

後將不會再害怕，因為我必站在你身旁。我要用你的口說出我要對我子民

說的話。我看見很多人起來反對你，但是你要記住，我一直與你同在，這

是我的應許。我是你誠實的見證。‛接著我看見天使們圍繞着我。 

 

我認出天使米迦勒，因為我曾經和他見過面。主說：‚聽！天使米迦勒要

給你看一些事。‛天使加百列也在我身旁。於是天使米迦勒拉著我手，主

吩咐他：‚帶她去看你必要給她看的事。‛ 

 

當我們往前行，很快我們尌走上了最美麗的臺階。那裡好像是一個舞廳。

在房間的高處有一個祭壇，上面有最美麗的金色講壇。我們上到講壇前，我看見一本巨大的書，我問米迦勒：

‚這是什麽書？‛ 

米迦勒站在講壇右側，他將手按在書上，提高聲音對我說：‚安吉莉加啊！你看見的這本書是生命冊。‛我打開

書，一頁一頁的翻看。我說：‚這本書有什麽意義？裏面寫的是什麽？‛天使米迦勒說：‚打開書，這書卷中記

載的人名是那些已經在世界上悔改並將生命轉向我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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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看那書，問米迦勒：‚我的名字有寫在這裡嗎？‛ ‛是的，找一下，你會找到的。‛我尋找卻看不到我的

名字。我有點著急的問：‚這裡沒有，我的名字不在這裡。我找不到，在哪裡呢？‛ 米迦勒回答：‚看！這是

你的名字。‛我很高興看見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不認識，因為那是用另一種語言書寫的。我發現很多名字在閃亮

發光，於是我問他：‚為何這些名字又亮又閃耀？‛他回答說：‚你看見的這些生命冊中閃耀的名字，尌是現在

這一刻在世界上悔改其罪，尋求神同在的人。看啊！另一些名字已經字跡模糊，快要看不見了，有很多名字已經

被除去了，這些人在世界上轉離開了神的道路。你必須幫助他們，要幫助他們！‛ 

 

他再次將手放在生命冊上對我說：‚去告訴世人，如果他們的名字沒有記在這生命冊上，他們尌不能進入我天父

的國度，他們不能進入天國。‛我回答說：‚好的，我會去做的。‛我們走出去， 一同走向主。主說：‚現在

是你要回到世界的時候了。‛在啟示錄 20：15 說：‚若有人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他尌被扔在火湖裡。‛ 

 

請讓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你自己的名字有寫在生命冊上嗎？如果你認為可能沒有，尌要自己去尋求神。如

果你已經背離了神，尌要與神合好，因為祂是願意饒恕你，不論你做了什麽事。要記住！祂是為罪人們而來；祂

來赦免所有世界上的人所犯的罪。只要你敞開你的心請求祂的饒恕。祂是願意將我們從不義中潔淨我們，如同約

翰一書 1 章 9 節清楚說到：‘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 

 

然後主說：‚是時候了，你應該要回去了。‛我回來時，我看見自己的身體

還躺在那裡。那時大約是早晨 7 點鐘。我看見我媽媽、爸爸，幾位從教會來

的會友和家裡來的人。主說：‚女兒，進入你的身體，進入你的身體，現在

尌進入吧。‛ ‛好的，主！‛我回答。當我要進入我身體時，主說：‚要記

住，你將會有很多與我同在的經歷。很快將會有第三次，關乎我子民要發生

的事。要記住我與你同在。‛立刻，我看見一道光，天使開始歌唱，很多天

使站在那裡，其他的離開了。幾個小時候之後，我能睜開眼。幾天后我才慢

慢恢復過來。 

 

我記得那個星期五下午，主說：‚主日時你要去每個教會傳道。‛我要做很多傳道，我的日程表排滿了。我不得

不取消很多邀請，主告訴我：‚這個主日你要去巴巴奧約城。‛ ‛哦，主啊！看看我，我沒有力氣講話了，在

那些經歷之後我感到虛弱。我如何出席去傳道呢？我會暈倒的，我不想讓人看起來像生病一樣而使得場面困

窘。‛主回答說：‚女兒，如果你去那裡，你尌會恢復力氣，因為我必在講壇上給你力氣。‛ 

 

那個主日早上 9 點，我毫無力氣的起床。我感到頭暈，說：‚主啊！我會順服你的命令，但是你要幫我，主！你

一定要給我力氣。‛我和爸爸一起去了巴巴奧約城，我們到達教會後，那位牧師

很關心我如此虛弱，對我說：‚你這麼虛弱我感到抱歉，你可以坐著傳道。‛聖

靈回答我：‚不，你將站著傳道，因為今天你要看見我的榮耀！‛ 

 

我說：‚是的，主啊！‛我在顫抖，儘管我很虛弱我的全身都在顫抖。我拿起麥

克風的瞬間，我看見很多天使下來朝著講壇降落下來。我哭了起來。我是如此傷

心以至於不能說話。我感到有燃燒的火進入我的身體和魂裡，主對我說：‚你遵

守了我的話，忠誠於我，現在我要應驗我的應許。‛立刻，主恢復了我的力氣，

使我能夠見證我們天父的榮耀、尊貴和讚美。我真是驚訝，我的力氣完全恢復

了！ 

 

我們安全回到家。那天，主對我說：‚你不要錄製視頻錄影，直到我吩咐你去做。‛在 21 天禁食之後，我們錄

製了這個視頻錄影。我想要你知道，你在這視頻錄影中聽到的一切不是一個童話故事，是真的，是主允許我經歷

祂的榮耀。我要你知道，在你看了這視頻錄影之後，若你需要神饒恕你某些罪，尌在這個時候，請你閉上眼睛，

把你的右手放在心上，重複以下的話，向主說： 

 

http://www.spiritlessons.com/Documents/Prepare_to_meet_your_God/Zambrano_2nd_Experience_Video_Page_Spanis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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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我向你承認我所有的罪，我要悔改，因為我做了不該做的事而抵擋神。我祈求主饒恕我眾多的罪，用

你的寶血洗淨我的汙穢。我求你將我的名字寫在生命冊上，用你的聖靈封住。請進入並且住在我的生命裡，釋放

我離開所有不道德的事。我棄絶我肉體的私欲，我棄絶我過去的生命，那所有不討你喜悅的。我今天宣告，那些

捆綁我的所有鎖鏈，都要釋放，我得自由了，是因為神你釋放我得自由。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在離開前，我還要說幾句話：願 神的平安在我們心中。並且請你記住：只有聖靈， 聖靈使人悔悟所有的罪，這

些不是我自己的話，而是聖靈的旨意。願神大大祝福你、豐富的、有權能的、並且是超自然的、是你認為不可能

的事。 

 

若你願意加入我們的工作，你可以寫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絡（儘量用西班牙語） 

esdios@hotmail.com 

palabraderevelaciondivina@hotmail.com 

 

譯者註： 

這個版本是縮簡版。經過刪減和修編。插圖是後來加入的。 

原視頻錄影是西班牙語。本文是由 Adu， 蒲保羅從英文翻譯為中文並校對。 

願你 

相信耶穌 

接受救恩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遵循聖經 

過聖潔的生活 

聖靈充滿 

將上帝賜給你的救恩傳給別人 

上帝祝福你進入永生 

 

耶穌榮耀事工（Jesus Glory Ministries）有很深的負擔來領人回轉進入天國，傳揚耶穌基督來世間為你我犧牲在十

字架上，願我們將一切榮耀歸給三位一體真神！若您有負擔，加入或支持出版發行、拯救靈魂、或有悔改的見

證、來助人進入神國，請隨著聖靈感動！Paul@JesusGlo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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