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8. 耶穌說......開始認識你的對手 - 第 1 + 2 部分 

 

2015 年 9 月 21 日 - 從耶穌到克萊爾姐妹的話語 

今晚，耶和華以美好的教導祝福我們，幫助我們認識對手。 

首先，我要感謝那些一直在寫信給我們並鼓勵的人，以及為我們祈禱的所有人 - 我們真的很感

激。你的祈禱已被感受到，非常感激。主回報給你許多很多的祝福，感謝你對我們的好意。謝

謝。 

今晚，我想再次與蟋蟀坐在樹下。在樹下我感到非常悲傷，我說，'請主，請與我分享你的感受。

主啊，你對跟隨你後面的羊群說了什麼？ 

“我多麼感激他們。這個世界很冷，很冷漠，特別是在你的國家。為了找到等待我的新娘的溫

暖的手臂是一個無可比擬的獎品。“ 

因為我等了一會兒才聽到他，我問以西結是否是主他祈禱並確認這是主。但是，耶穌沒有錯過

任何一個節拍...... 

他說...... 

“什麼？你還不知道我的聲音嗎？“ 

為什麼你等到以西結從小睡起床之後才開始和我說話，耶穌？ 

“這是一艘雙人船：一艘站在我請願之前，另一艘寫道。你非常需要彼此。你有多麼幸運能擁

有這種關係。“ 

主啊，我把所有的功勞歸功於你。 

“是的，好吧，你等著我的選擇。我希望所有人都這樣做。 

“謝謝你，主啊。我永遠不夠感謝你。 “就像我知道你一樣，好好照顧他。這就是全部。“ 



”是的，在樹下，你感到我對拒絕回應我的靈魂的狀態感到悲傷。我整天都打電話，打電話和

打電話，沒有什麼，甚至沒有嗚咽，只是在死亡時死亡。那些石頭冷死而且反應遲鈍的靈魂讓

我失望。“ 

”這就是為什麼搖晃需要來臨，舒適區域需要被打破，那些覆蓋在世界上的東西需要被剝奪。

哦，如果我能以另一種方式做到，我寧願那樣做。但其他方式太溫和，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 

病怎麼樣，主啊？ 

“是的，這總會引起反應，但一旦他們變得好，他們就會再次忘記我。你永遠不會真正理解這

個頻道上的靈魂帶給我多少快樂。很難解釋，一個生物如何給我帶來如此多的快樂......但他們確

實如此。我很感激，我正在回答他們的許多禱告，並為他們做更多恩典的準備。“ 

”是的，我的靈正在困難水域上移動從他們家庭的問題並開始刺激死者復活，他們將會抬起眼

睛到山上，我從那裡來。它幾乎在緩慢而不知不覺中發生 - 但冰開始融化。親愛的新娘，不要

急於求成。讓我打開好奇心和飢餓的花瓣，這樣他們就會接受兒子的光芒。“ 

”其他人在家庭中仍然非常堅硬。把他們留給我。把信心放在我對你的承諾上，並把它留在我

有能力的手中。我獨自理解他們悔改的時間和季節，我耐心，無止盡地耐心。所以把你的希望

牢牢地放在我身上讓他們離開。不要煩惱 - 這只會浪費能量而是把這些想法俘虜並信任我。那

些信任我的人永遠不會感到羞恥。“ 

在耶穌說話的時候，我看到了擺在我面前的棋盤遊戲。在我們面前堆放著大量的金幣，我們都

拿走了我們的硬幣並將它們移到了耶穌的位置。我們一直堅持著它們，希望有一個突破，但由

於什麼都沒發生，我們完全放棄了他們，完全歸向主。 “耶穌，我相信你。”結果，它們不再

在我們面前，它們可能會以糟糕的可能性和結果折磨我們。相反，它們已被交給主，讓他投

資。。 

“邪惡是時代，他們變得越邪惡，越多我的人民需要知道邪惡背後的東西，以免他們殺死無知

的人，讓罪犯自由地走向下一個受害者。你很容易將責任歸咎於他人當他們行為壞時。太簡單。

這就像開始明顯自信的信心來說明這一點。但事實遠非如此。事實上，正是使用他們的無知和

弱點使他們能夠影響你。如果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看到，如果他們理解，他們就會打開真正的

敵人並停止允許自己被使用。“ 



”但是有一種令人滿意的憤怒和挫折的釋放，對於那些欺負其他人的人來說，。他們自己已經

被壓迫和裝瓶很長時間，找到一個可以發洩的人實際上是一種解脫......對他們來說他們應該發洩

的人似乎很明顯。我的人民以自以為是的態度認為適合報復。是的......你知道你一直對此感到內

疚，克萊爾。“ 

我的行為是無辜的，主啊？ 

“不，但你在想別人，而不是你自己。那是危險的，我的愛。總是，為了安全起見，請把自己

放在那個位置。此外，你幾乎總是屬於那裡。當我對我的新娘說話時，我也在和你說話。“ 

我知道，主啊。謝謝你不讓我忘記它，以免我比以前更自豪。 

“好想法。請放心，我不會。“（微笑） 

”不，但是我不能不強調你們所有人都要注意每一天的任務都是針對你的，而之前似乎是涓涓

細流的壓迫即將成為洪流撒旦使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基督徒。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你們注意，那些

誹謗你們，迫害你們並降級你們的人，把你們從未想到過的事情歸咎於你們 - 他們是惡魔處於

仇恨，蔑視和輕視。“ 

”開放的尺寸帶來了一股洪流的邪惡在作業中使用。“ 

他所指的是 CERN，尺寸開放。 

“涓涓細流即將成為一股洪流。我可以說，我甚至允許你的成聖嗎？但我永遠不會讓它壓倒你。

聖潔的成長越多，測試就越僵硬。記住，我帶你到完美，從榮耀到榮耀，榮耀是有代價的。正

如你在我的激情中觀察到的那樣。“ 

”我們確實與他一同受苦，以便我們也可以與他一同得榮耀。“羅馬書 8:17 

”當你處於攻擊的手中時，試著想像你自己在院子裡被鞭打了。向我哭喊讓你堅持。要知道你

的敵人並不是邪惡的可憐奴隸鞭打你的，而是他或她背後的惡魔。“ 

”你知道，這些卑鄙的生物一直為渴慕人類的肉體所沾染自世界建立以來，但那些維度是關閉。

可現在他們已經被打開了，幾個世紀以來被燒毀的邪惡終於可以接近，以便發洩他們的憤怒併



吞噬我形象的人們。是的，他們的仇恨是針對我的，但是無法觸及我，他們就攻擊我創造的，

特別是那些全心全意愛我的靈魂。“ 

”所以教訓是：開始認識到你的敵人。這將使你免於對弱者和無知者犯罪。是的，他們正在與

邪惡合作，但他們自己很可能會被給有機會為你製造麻煩。這是他們身邊的荊棘，被惡魔射中

的毒箭射中了他們，以致無緣無故地燃起了仇恨之火。“ 

在那一刻，當他這麼說時，我想到了里克喬伊納的夢。 

“是的，我把那些夢交給了他，希望你們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們真正的對手是誰。那些夢對你很

重要，我的新娘。閱讀它們，讓課程深入。在試探的時刻，他們將非常有幫助。他的書中有許

多很好的課程。我喜歡寓言，善惡之間的對比最好用寓言描繪。在他的夢中，他談到生物降落

在樹上，嘔吐，排尿和排便對人們。這正是我的意思。那是在火上加油。“ 

”好吧，我認真地來找你，我的新娘。把這些課程銘記於心，讓自己準備好認識並對付真正的

敵人。一旦他們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你就可以為那些被俘虜的人服務。“ 

有了這個，主完成了他的信息。而且，我剛剛碰巧 Google Rick Joyner，只是為了看看會出現

什麼。最後的探索系列出現了 - 這是 Rick Joyner 的預言公告＃11，稱為地獄的部落正在前進。

這是書中所包含的縮寫形式，我真的相信主希望我與你分享。所以，在這裡你的座位等一下，

並調到這一點 - 這真是太神奇了。 

地獄的部落正在行進 

走向晨星預言公報＃11 最終的問題系列 Rick Joyner 

1995 年 2 月 16 日，我看到了一個夢想，在那裡我看到一個來自地獄的偉大軍隊已被釋放出來

反對教會。兩天后，我被賦予了一個願景，在那裡我再次看到了這個惡魔般的部落，但更詳細。

這是該願景的第一部分的縮寫版本。第二部分將出現在下一期的“晨星報”上。 

這個願景的某些方面確實令人厭惡，但我試圖按照我看到它的方式分享它。黑暗的作品在這個

詞的最深刻的意義上是令人厭惡的，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們。 



在這個異象的第一部分中，我看到了這個邪惡控制信徒的程度，敵人使用了多少基督徒，以及

將他們釋放出來需要什麼。在願景的第二部分，我看到一個統一的，光榮的教會在光明和黑暗

之間的最關鍵的戰鬥中成為一支偉大的軍隊。這場戰鬥已經開始風起雲湧。 

夢想和願景通常是隱喻的，而這一點肯定是。即便如此，它代表的是真實的，現在正在發生。

出於這個原因，我決定以這種縮寫形式分享它，儘管它有時似乎不完整。如果你通過這個異象

聽到主的聲音，不要硬化你的心。穿上上帝的全副軍裝，為戰鬥做好準備。 

邪惡的軍隊 

我看到了一支如此龐大的惡魔軍隊，它盡可能地伸展到我所能看到的地方。它被分成幾個部門，

每個部門都帶有不同的橫幅。最重要和最強大的分歧是傲慢，自以為是，尊重，自私的野心和

不正義的審判，但最大的是嫉妒。 

這支龐大軍隊的領導人是弟兄們的原告本人。我知道除了我的視野之外還有更多的邪惡分裂，

但這些是來自地獄的可怕部落的先鋒，現在釋放正在反對教會。 

這個部落攜帶的武器上有名字：劍被命名為恐嚇;矛被命名為背叛;他們的箭被命名為指控，八卦，

誹謗和挑剔。偵察兵和較小的惡魔公司，其名稱為拒絕，苦澀，急躁，不寬恕和慾望，是在這

支軍隊之前發送的，以準備進行主要攻擊。我心裡知道教會以前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事情。 

這支軍隊的主要任務是分裂。它被派去攻擊各級關係教會，與牧師，丈夫和妻子，孩子和父母，

甚至是彼此的孩子的會眾。偵察員被派去尋找教堂，家庭或個人的開口，拒絕，痛苦，慾望等

等，可以利用並為即將到來的分裂做出更大的生育。 

這個願景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是這個部落不是騎在馬上，而是騎在基督徒身上！他們中的大多

數都穿著得體，受人尊敬，並且看起來很精緻和受過教育。 

這些是基督徒，他們向黑暗勢力開放的程度，以至於敵人可以使用它們，他們會認為他們被上

帝使用。原告知道被分割的房子無法站立，而這支軍隊代表了他最終將這種完全分裂帶給教會

的企圖，以至於她將完全跌到從恩典。 

囚犯 



這些人首先落後於眾多其他基督徒，他們是這支軍隊的俘虜。他們都受了傷，並被恐懼的小惡

魔看守著。似乎囚犯比軍隊中的惡魔更多。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囚犯仍然擁有劍和盾牌，但他

們沒有使用它們。令人震驚的是，恐懼的小惡魔中有這麼多人可以被俘虜。如果囚犯只要使用

武器，這些可能很容易被摧毀或被驅逐。 

在囚犯的上方，天空是黑色的禿鷹名為抑鬱症。這些將落在囚犯的肩膀上並嘔吐在他身上。嘔

吐物是譴責。當嘔吐物擊中囚犯時，他會站起來，稍微向前走一段時間，然後摔倒，甚至比之

前更弱。再一次，我想知道為什麼囚犯不是簡單地用他們的劍殺死這些禿鷲，他們可以很容易

地做到這一點。 

偶爾，一個弱小的囚犯會絆倒並摔倒。一旦他或她摔倒在地，其他囚犯就會開始用劍刺傷他們，

並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嘲笑他們。然後，他們會呼籲禿鷹開始吞噬墮落者，甚至在它們死亡之

前。 

在我看的時候，我意識到這些囚犯認為譴責的嘔吐物是來自上帝的真理。然後我明白這些囚犯

實際上認為他們是在上帝的軍隊中游行！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沒有殺死恐懼的小惡魔或禿鷹 - 他

們認為這些是來自上帝的使者！來自禿鷲雲的黑暗使得這些囚犯很難看到他們天真地接受了發

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都是來自主。 

為這些囚犯提供的唯一食物是來自禿鷹的嘔吐物。那些拒絕吃它的人只是在他們摔倒之前就會

減弱。那些吃它的人得到了加強，但是邪惡勢力的加強。然後他們會開始嘔吐到其他人。當一

個人開始這樣做的時候，正在等待乘坐的惡魔會得到這個，並且他或她將被提升到前方部門。 

甚至比禿鷲的嘔吐物更令人厭惡的是，這些惡魔在他們騎行的基督徒身上排尿和排便。這個粘

液是驕傲，自私的野心等，這是他們所屬的分裂的本質。然而，這種粘液使基督徒感到比譴責

更好，他們很容易相信惡魔是上帝的使者，他們實際上認為這個粘液是聖靈的恩膏。 

然後主的聲音來到我面前說：“這是敵人最後一天軍隊的開始。這是撒旦的最終欺騙，當他利

用基督徒攻擊其他基督徒時，他的最終毀滅力被釋放。他多年來一直使用這支軍隊，但他從來

沒有能夠捕獲這麼多被用於他的邪惡目的。 

不要害怕。我也有一支軍隊。你現在必須站立和戰鬥，因為這場戰爭已經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躲

避。你必須為我的王國，為真理而戰鬥，為那些被欺騙的人而鬥爭“ 



我被邪惡的軍隊所擊退和憤怒，我曾想死，而不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然而，主的這句話是

如此令人鼓舞，以至於我立刻開始向基督徒囚犯大喊他們被欺騙了，以為他們會聽我的。當我

這樣做的時候，整個軍隊似乎轉過頭看著我，但我一直在大喊大叫。 

我以為基督徒會醒來並意識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伸手去拿劍向我

射擊。其他人只是猶豫，好像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對我。我當時就知道我過早地這樣做了，這是

一個非常愚蠢的錯誤。 

- 

耶穌說......開始認識你的對手 - 第 2 部分 

2015 年 9 月 21 日 - 第 2 部分 - 來自里克·喬伊納的書“口述'最後的任務” 

戰鬥開始 

然後我轉身看見主的軍隊站在我身後。有成千上萬的士兵，但我們仍然數不勝數。只有少數人

穿著他們的盔甲，以便大多數人只受到部分保護。大量人員已經受傷。大多數擁有所有盔甲的

人仍然擁有非常小的盾牌，我知道這些盾牌無法保護他們免受即將到來的衝擊。這些士兵大多

數是婦女和兒童。 

在這支軍隊的背後，有一個跟隨邪惡軍隊的囚犯類似的尾隨暴徒，但性質卻截然不同。這些人

似乎非常幸福，他們正在玩遊戲，唱歌，從一個小營地到另一個小營地享受盛宴和漫遊。它讓

我想起伍德斯托克的氣氛。 

我試圖在喧囂聲之上提高聲音警告他們現在不是時候了，戰鬥即將開始，但只有少數人甚至可

以聽到我的聲音。那些確實給了我“和平標誌”的人說他們不相信戰爭，並且主不會讓任何不

好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 

我試圖解釋主已經給了我們盔甲是有原因的，但他們只是反駁說他們來到了一個平安和喜樂的

地方，他們什麼都不會發生。我開始懇切地祈求主增加裝甲者的信仰（盾牌），幫助我們保護

那些沒有為戰鬥做好準備的人。 



一位使者走到我面前，給了我一個小號，告訴我要快點吹它。我做了，那些至少有一些盔甲的

人立刻做出了回應，緊緊抓住了注意力。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盔甲，他們很快就穿上了。我注意

到那些有傷口的人並沒有把盔甲放在他們的傷口上，但在我能說出任何關於這個之前敵人的箭

對我們開始下雨了。每個沒有穿著盔甲的人都受傷了。那些沒有覆蓋傷口的人再次被擊中在同

一個地方。 

那些被誹謗箭擊中的人立即開始誹謗那些沒有受傷的人。那些被八卦打擊的人開始流言蜚語，

很快我們的營地內就形成了一個大分裂。然後禿鷲猛撲去接傷員將他們送進囚犯營地。傷者仍

然有劍，可以很容易地擊打禿鷹，但他們沒有。他們實際上是自願離開的，因為他們對我們其

他人都很生氣。 

在我們軍隊後面的營地中，場景更加糟糕。似乎總是混亂。成千上萬的人躺在地上受傷和呻吟。

許多沒有受傷的人只是陷入了不信的昏迷狀態。受傷的人和那些不信的人正被禿鷲迅速帶走。

有些人試圖幫助傷員，並把禿鷹從他們那裡驅逐，但受傷的人非常生氣，他們威脅並趕走那些

試圖幫助他們的人。 

許多人在戰鬥中沒有受傷的人只是盡可能快地跑開。與敵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如此具有破壞性，

以至於我很想在他們的飛行中加入他們。然後，很快，其中一些開始重新出現，穿著全套盔甲

和大盾。團體的歡樂已經變成了一個令人敬畏的決心。 

他們開始佔據那些墮落者的位置，甚至開始組建新的隊伍以保護後方和側翼。這些帶來了巨大

的勇氣，每個人都決心站立起來作戰直到死亡。三個偉大天使的名叫信仰，希望和愛，偉大天

使立刻站在我們身後，每個人的盾牌都開始成長。 

高速公路 

我們有劍被命名為神的話語，以及以聖經真理命名的箭。我們想要回擊，但不知道怎麼不要擊

中被惡魔騎著的基督徒。然後我們想到，如果這些基督徒被真理擊中，他們就會醒來並擊退他

們的壓迫者。我發射了一支箭。幾乎所有的都擊中了基督徒。 

然而，當真理的箭射入他們時，他們沒有醒來，也沒有倒下受傷 - 他們變得憤怒，騎在他們身

上的惡魔變大了。這令所有人感到震驚，我們開始覺得這可能是一場不可能的勝利之戰，但憑

藉信念，希望和愛，我們非常有信心，我們至少可以堅持自己的場地。然後另一位名叫智慧的

天使出現並指示我們從我們身後的山上作戰。 



在山上有不同層次的壁架，盡可能高達至目可擊。在每個更高的層次上，壁架變得更窄，更難

以站立。每個級別都以聖經的真理命名。較低的水平以基督真理命名，如“救贖”，“成聖”，

“禱告”，“信仰”等等，較高的水平以更先進的聖經真理命名。我們爬得越高，我們的盾牌

和劍的長度越大，敵人的箭頭就越少到達那個位置。 

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一些留在較低級別的人開始拾起敵人的箭並回射擊他們。這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惡魔輕易地

躲過箭，讓它們擊中基督徒。當一個基督徒被指控或誹謗之箭擊中時，一個苦澀或憤怒的惡魔

會飛進並棲息在那個箭上。然後他會開始在那個基督徒身上排尿和排便。當一個基督徒將這些

惡魔中的兩個或三個添加到他已經擁有的驕傲或自以為是時，他開始扭曲形象變成惡魔本身。 

我們可以從較高級別看到這種情況，但是那些使用敵人箭頭的較低別人無法看到它。我們中的

一半人決定繼續攀登，而另一半則下降到較低的水平，向那些仍在他們身上的人解釋發生了什

麼。然後每個人都被警告要繼續攀爬而不是停下來，除了少數幾個駐守在每個級別以保持其他

士兵向上移動的人。 

安全 

當我們達到“兄弟的團結”的水平時，敵人的箭頭都無法到達我們身邊。我們營地的許多人認

為，他們只需要攀爬此。我理解這一點，因為每一個新的水平，基礎都更加不穩定。然而，我

的武器越來越強，越熟練，我越往前走，所以我繼續攀爬。 

很快我的技能就足以射擊並擊中惡魔而不會擊中基督徒。我覺得如果我繼續走得更高，我可以

射得足夠遠，可以擊中留在他們軍隊後面的邪惡部落的領導人。我很抱歉，有很多人停在較低

的地方，他們在那里安全但無法擊中敵人。即便如此，力量和性格再增長在那些不斷攀登的人，

使他們成為了偉大的冠軍，我知道每個人都會摧毀許多敵人。 

在每個級別都有散落的真理箭，我知道這些箭是從那個從這位置上的人掉下來的。所有箭頭都

以該級別的真相命名。有些人不願意拿起這些箭，但我知道我們需要所有盡一切力量來摧毀下

面的大部落。 



我選了一個，射了它，然後輕易地擊中了一個惡魔，其他人開始撿起它們並射擊它們。我們開

始摧毀幾個敵人的部門。正因為如此，整個邪惡的軍隊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身上。似乎我們成

功越多，我們就越反對。雖然我們的任務似乎無窮無盡，但它已經變得令人振奮。 

道（話）是我們的錨 

我們的劍在我們達到每個級別時都會增長。我幾乎把我拋在後面，因為我似乎不需要它在更高

的層次。我終於決定它是出於某種目的而給我的，所以我最好保留它。當我向敵人射擊時，我

將它開到地上並將自己綁在上面。 

然後主的聲音傳到我身邊，說道：“你已經運用了能使你繼續攀登的智慧。許多人已經墮落，

因為他們沒有正確使用他們的劍來錨定自己。“似乎沒有其他人聽到這種聲音，但許多人看到

了我所做的並做了同樣的事情。 

我想知道為什麼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前，主沒有和我說過話。然後我意識到他已經以某種方式向

我說過這個。然後我發現我的整個生命都在為這個時刻進行訓練。我已經做好了準備，以至於

我一生都聽了主並順從了他。 

我也知道，由於某些原因，我現在所擁有的智慧和理解在這場戰鬥中無法加入或消失。我對我

一生中經歷過的每一次試探都深表感激，並為當時不欣賞他們而感到遺憾。 

很快我們就以幾乎完美的準確度擊中了惡魔。憤怒從敵人的軍隊升起，像火和硫磺一樣。我知

道被困在那軍隊中的基督徒現在感受到了那種憤怒的衝擊。無法擊中我們，他們現在互相射擊。

由於他們的箭現在對我們無效，敵人派禿鷹進攻。 

那些沒有使用劍作為錨的人能夠擊落許多禿鷲，但他們也被從他們站立的壁架上撞倒。其中一

些落在較低的水平，但有些落到了底部，並被禿鷲拾起並帶走。 

新武器 

真理之箭很少能夠穿透禿鷲，但是它們足以讓它們受到傷害被趕回。每當他們被趕回時，我們

中的一些人就會爬到一個新的水平。當我們達到“Galatians Two Twenty”的水平時，我們高

於禿鷲可以飛行的高度。在這個層面，上面的天空幾乎用它的亮度和美麗蒙蔽了我們。我感覺

到的平靜就像我從未有過的。 



以前我的戰鬥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敵人的仇恨和厭惡，就像為了國度，真理和對囚犯的愛

一樣。但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才趕上了信仰，希望和愛情，而在此之前我只是遠距離跟踪。

在這個層面上，我幾乎被他們的榮耀壓倒了。當我趕上他們時，他們轉向我，開始修理並照亮

我的盔甲。 

很快它就完全轉變並散發出其中的榮耀。當他們碰到我的劍時，閃閃發光的巨大閃電從它開始

閃爍。愛然後說，“達到這個水平的人被賦予了未來時代的權力，但我必須教你如何使用它

們。” 

“加拉太人二十二”級別是如此寬，以至於不再有任何危險墜落。還有無限的箭頭，希望寫在

箭的身上。我們在禿鷹身上射擊了一些，這些箭很容易殺死它們。大約一半達到這個水平的人

繼續射擊，而其他人開始將這些箭射向那些仍在較低級別。 

禿鷲不斷像海浪樣回來在下面的水平上，但是每一面都會比以前少。從“加拉太人二十二”中

我們可以擊中軍隊中的任何敵人，除了領導者本身，他們仍然超出範圍。在我們摧毀了所有的

禿鷲之前，我們決定不使用真理之箭，因為他們創造的沮喪之雲使真相變得不那麼有效。這需

要很長時間，但我們從未感到疲倦。 

信仰，希望和愛，每個級別都像我們的武器一樣成長，現在已經很大了，我知道遠遠超出戰區

的人們可以看到它們。他們的榮耀甚至輻射到囚犯的營地中，囚犯仍然在禿鷲烏雲之下。我們

所有人的興奮持續增長。我覺得在這場戰鬥中，在這支軍隊中，必須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冒

險之一。 

在摧毀了攻擊我們山峰的大部分禿鷲之後，我們開始撿起覆蓋囚犯的禿鷲。隨著黑暗的陰雲開

始消散，太陽開始照在他們身上，他們開始醒來，好像他們一直沉睡。他們立即被他們的狀況

擊退，尤其是那些仍然覆蓋他們的嘔吐物，並開始清理自己。 

當他們看到信仰，希望和愛情時，他們看到了我們所在的山峰，並開始為它奔跑。邪惡的部落

向他們下了指控和誹謗的箭，但他們沒有停止。當他們到達山上時，許多人已經卡住了十幾個

或更多的箭，但似乎甚至沒有註意到。一旦他們開始攀登山峰，他們的傷口開始癒合。隨著沮

喪的陰雲被消除，似乎一切都變得更加容易。 

陷阱 



前囚犯們在救贖中獲得了極大的喜悅。當他們開始攀登山峰時，他們似乎對每個級別都感到不

知所措，這讓我們更加欣賞這些真理。很快，在前囚犯中也出現了與敵人作戰的激烈決心。他

們穿上了提供的盔甲，並請求允許他們回去攻擊敵人。 

我們考慮過它，但後來決定我們都應該留在山上去戰鬥。主的聲音再一次說：“你第二次選擇

了智慧。如果你試圖在敵人的地面上與敵人作戰，你就無法獲勝，但必須留在我的聖山上。“ 

我驚訝於我們通過簡單地思考和討論它而做出了另一個如此重要的決定。然後，我決定盡力不

做任何後果的決定，如果沒有禱告。 

然後智慧迅速向我走來，牢牢抓住我的雙肩，強烈地看著我的眼睛說：“你必須這樣做！”然

後我注意到，即使我曾經在“加拉太書二十二”的廣闊高原上，“我甚至不知道我已經漂到了

最邊緣，而且很容易墮落。我再次看向智慧的眼睛，他極其嚴肅地說：“當你認為自己站立時

要注意，以免摔倒。在這一生中，你可以從任何層面上掉下來。“ 

蛇 

長期以來，我們繼續殺死禿鷲並挑去那些騎著基督徒的惡魔。我們發現不同真理的箭頭會對不

同的惡魔產生更大的影響。我們知道這將是一場漫長的戰鬥，但我們現在沒有再受傷，而且我

們已經通過了“耐心”的水平。 

即便如此，這些基督徒在擊中他們的惡魔後，很少會來到山上。許多人已經接受了惡魔的性質，

並在沒有惡魔的情況下繼續妄想。隨著惡魔的黑暗消散，我們可以看到地面移動在這些基督徒

的腳下。然後我看到他們的腿被稱為羞恥的蛇綁著。 

我們在蛇身上射出了真理的箭，但它們幾乎沒有效果。然後我們嘗試了希望之箭，但沒有結果。

從“Galatians Two Twenty”開始，它很容易走得更高，所以我們開始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不

久，我們遇到了一個花園，這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地方。在這個花園的入口處寫著“父親的無

條件的愛情。” 

這是我見過的最光榮，最誘人的門道，所以我們被迫進入。我們一做到了，就看到了在這個花

園的中間生命之樹。天使仍然用強大的力量保護著它。他們看起來好像在期待我們，所以我們

有勇氣傳遞它們並走到樹上。其中一個人說：“那些能夠達到這個水平的人，知道父親的愛，

可以吃。” 



我沒有意識到我有多餓。當我品嚐水果時，它比我嚐過的任何東西都要好，但也有點熟悉。它

帶來了陽光，雨水，美麗的田野，海洋上的陽光，甚至更多，我所愛的人的回憶。每咬一口，

我就喜歡一切，對每個人都更喜歡。 

然後我的敵人開始浮現在腦海中，我也愛他們。這種感覺很快就比我曾經歷過的任何事情都要

大，甚至是“加拉太書二十二”的和平。然後我聽到了主的聲音，他說，“現在這是你的日常

麵包。永遠不會拒絕你。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吃多少。我的愛無止境。“ 

我抬頭看著樹，看到聲音來自哪裡，看到它充滿了純白色的老鷹。他們擁有我見過的最美麗，

最具穿透力的眼睛。他們看著我，好像在等待指示。其中一位天使說：“他們會做你的競標。

這些老鷹吃蛇。“我說，”去吧！吞噬那束縛我們兄弟的恥辱的蛇。“ 

他們張開翅膀，一陣大風將它們抬到空中。這些鷹充滿了耀眼的光彩。即使像在我們這樣高，

只要看到這些鷹向他們走來，我就可以聽到敵人陣營的恐怖聲。 

主耶穌親自站在我們中間霧。他觸動了每一個，然後說：“我現在必須與你分享我在提升之後

與你兄弟分享的信息 - 我國的信息。敵人最強大的軍隊現在已經開始飛行，但沒有被摧毀。 

現在是我們與我的國度的福音一同前進的時候了。老鷹已經被釋放，並將與我們一起去。我們

將從各個級別拿箭，但我是你的劍，我是你的船長。現在是時候把主的劍拔出來了。“ 

然後我轉過身來，看到主的整個軍隊都站在那個花園裡。來自所有種族和國家的男女和兒童，

每個人都帶著橫幅在風中移動，完美統一。我知道以前在地球上看不到這樣的事。 

我知道敵人在全地有更多的軍隊和堡壘，但沒有人能站在這支偉大的軍隊面前。我幾乎在我的

呼吸下說：“這一定是耶和華的日子。”然後整個主人以驚人的雷聲回答說：“萬軍之耶和華

的日子已到了。” 

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