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0. 耶穌暴露了秘密的撒旦武器......精神戰爭第 4 部分 

 

2016 年 8 月 12 日 - 耶穌通過克萊爾修女從 

 

克萊爾開始...... 

講話主與我們一起，心靈居民，以一種非常了不起的奇妙方式。願他的平安和智慧住在我們心

中。 

我知道你們中有些人正在處理失望，我正在為你們祈禱......但是請不要讓敵人播下不和話，或者

讓你們放棄信仰。 

我想今晚解決兩件事。他們非常非常重要。事實上，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最近受到如此嚴重

的打擊。從主那裡得到的教訓對於阻止精神攻擊和我們之間正在發生的戰爭將會非常有幫助。 

因此，主題是......精神戰爭和健康的婚姻 

這是戰爭課程的延續，因為我正在學習能夠建立健康婚姻的事物，並且還將幫助我們制止敵人

的這些攻擊。 

主在前面的信息中告訴過我們關於門的信息。當我們在我們的心靈，思想或物質領域犯罪時，

門會打開。伴隨著那扇門，惡魔......以及更多的惡魔......以及更多的惡魔。一旦門被打開，許多

惡魔就會使用它的內容，這取決於主允許 。 

那麼，耶穌為什麼要讓一個基督徒被惡魔篩選呢？簡單地說：他們並沒有走在完美的慈善和順

從之中。我們發現主對慈善事業的理念和我們的理念......相隔光年。 

這就是惡魔的工作方式。這是最近的例子，來自我自己的生活... 

我早上起床，感覺有點胡思亂想，痛苦，沒有完全清醒。我發現我的丈夫忘了在夜間流通新鮮

空氣，我特意要求他在我睡覺前做。現在這些土坯房很熱 - 即使它們是絕育的貓也會進入並標

記一些區域。 



我對空氣中的氣味和氧氣非常敏感，他習慣性地關上我身後的窗戶，因為他感冒了，我喜歡清

新的空氣。所以馬上就開始打了：我很生氣。不，那不對......我非常生氣。我用一種很好的方式

說了一遍，雖然在裡面看起來並不是一個美麗的景象，“親愛的，你昨晚忘了在工作室里傳播

新鮮空氣，貓也進去了。它聞起來很糟糕。“當然，我們確實有一種能夠立即處理它的噴霧...... 

當然，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理由讓他忘記了，我說”我原諒你了“......但是在內心，我責備他故

意這樣做，因為他喜歡關在我身後的窗戶。所以，我在燉。 

就在那時，我以我的驕傲開了一扇大門，這讓我很生氣。我們總是可以指出驕傲是我們憤怒的

根源，並指責上帝為源頭。我沒有屈服於他並表現出慈善。我誣告他，因為我懷疑他是故意這

樣做的 - 所以現在我指責他撒謊。我擅長自私，憤怒，驕傲，怨恨，批判精神和虛假指控......許

多惡魔之門剛剛被打開。 

這是我一天的開始！ 

伙計們，我不是聖人。我有很多自豪感。我可以說，因為當事情不順利我的時候，我會生氣或

煩惱。我想說清楚。我生氣，我憤慨，我指責，我期待完美。我懷恨在心......偷偷地想，“他會

再做一次，所以當他在床上過夜時，你必須檢查一切。” 

呃......我是自己最沉重的負擔！ 

但是，就在我一天的前 15 分鐘，我整天都打開了壓迫的大門，除非我懺悔並請求寬恕並讓他

接受。即便如此，也無法保證主會阻止惡魔。事實上，即使我關上門，懺悔並道歉，我仍然看

到壓迫在一天的剩餘時間裡追擊我。當我請一位有識別力的朋友為我祈禱時，他們仍然看到敞

開的大門，以及與他們一起跳舞的惡魔。 

這不容易，親愛的！我們正著手征服我們的肉體：刺激，不便，行動太慢，反對我們的事情......

多年前的事情已經成為我們和配偶之間的一種刺激性模式 - 他們立即打開了大門。其中一些門

從來沒有被關閉過，隨之而來的惡魔從未被踢出過，因為我們仍然抱怨。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請求聖靈請求幫助我。我懺悔並請求我的丈夫的寬恕，我請求主原諒

我的驕傲，甚至忘恩負義，我有一個丈夫。我不願意忍受一點痛苦放棄它，不僅僅是談話，而

是來自我的思想和心靈。攜帶這些東西會讓我們生病。 



一旦我們打開一扇門，惡魔進來，那麼他們就會在我們的靈魂中排便。它變得腐爛......它積累起

來。瑞克喬伊納在他的一本書中談到了這一點。 

與此同時，以西結正在被譴責他不是一個好丈夫，與妻子不和，憤怒，因為他喜歡關窗戶，

“為什麼我不能忍受它呢？”而且“我總是要把它們打開！”譴責如果他忘記了，因為他感覺

不舒服，如果他沒有忘記就會受到譴責，但只是想讓它關閉......所以現在他也在說謊了。而且他

已經打開了幾扇門，惡魔們進來讓自己在家裡做好準備，把他們討厭的排便留在他的靈魂上。 

我想和你分享最常見的惡魔。批判精神，自私，誣告，急躁，譴責，挫折，怨恨，分裂。這是

一個很大的，所有這些其他人都在那個人之下運作。驕傲，恐懼，悲傷，悲傷，孤立，異化，

寂寞和自憐。 

然後有能量吸血鬼惡魔來吸取我們的生命，特別是當我們走進公眾，商店，商場等時。還有一

些由能量場組成的畜欄，以一定的頻率運行，使我們與我們的工作和其他人，以及通過調頻操

縱情緒。一個人可以有一個以上的畜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功能。 

所以，我們有來自不同來源的壓迫...... 

打開門，惡魔 – 從打開並進入並通過那扇門工作。 

能量吸血鬼惡魔，順便說一句，我用耶穌的血消散。 

多個畜欄將我們的感受和想法與我們的工作或其他人隔離開來，最常見的是與我們的配偶。 

通常，當我進入祈禱時，我們都有它們。他和我之間有一個畜欄。我和他之間有一個。 

在我們對這些畜欄進行祈禱之前，我的貓一直在躲避我和對方。他們散落在各地！只有一種奇

怪的距離和涼爽。他們總是消失幾個小時。這很不尋常 - 他們常常一直睡在床上。 

我們祈禱並發現了孤立，異化和恐懼的惡魔，以及畜欄。我們祈禱，他們被移除並被送到深淵。

第二天，我們所有的貓再次開始在床上睡覺，互相玩耍，擁抱和跟隨我們四處被寵愛。就在一

天之內，行為就明顯不同了。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如此真實。 



我們注意到我們的狗似乎也很沮喪。他有悲傷，悲傷和孤立的惡魔。我無法告訴你這些祈禱所

造成的差異。 

這些畜欄也妨礙了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治愈。以下面的禱告禱告 

“在所有名字之上的名字中，耶穌，我命令所有的能量場都降下來，不要被替換。我呼籲神聖

天使保護這一努力，保護並阻止所有入侵者，從以任何方式乾擾從所有的來源。“（2016 年 5

月 30 日的消息 - 敵人如何阻止我們的創造力） 

你和你的配偶感覺如何有點遙遠？幾乎可以肯定，你有這些畜欄將你分開的。它們也被用作轉

向柵欄，以引導您遠離您的工作和彼此。當我們在山上生活並飼養綿羊時，我們在晚上使用轉

向柵欄將它們帶入了它們的畜欄。這些非常相似，但它們是由能量輪，或渦旋，圓圈 - 而不是

牲畜線。在我和畫作耶穌，我的音樂，我的丈夫和我的動物的之間有一些畜欄。 

還有塊。它們可以是巨大的石灰石塊的大小，或者是一堆 30 英尺高，30 英尺寬的街區，即使

在順從的情況下也阻擋了你想要為主做的事情。 

每一個都可以有很多：許多門，許多惡魔，許多畜欄......雙重和三重的畜欄。呃，它變得勢不可

擋！一個是將我們與我們的工作分開，一個是將我們與我們的妻子分開，一個是將我們與我們

的寵物分開，一個是將我們與我們的事工或工作聯繫分開。 

我一生都感受到了這些，但我從來不知道如何處理它們。有時它們會在崇拜後被取出。有時主

會回應禱告，我們感到寬慰。 

但他們是否因罪惡的習慣而被關押？伙計們，這就是核心問題。這就是重點......如果我們因為之

前困擾我們的事情會再次加劇，那門將再次打開。又一次又一次。這是一個旋轉木馬，直到我

們確定我們不會繼續為同樣的技巧而墮落。相反，我們將展示聖潔的慈善事業並且什麼都不說，

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感覺到。 

我沒有那種自製力，但我知道是誰可以，我向他呼籲。這是聖靈的果子之一。事實上，他只是

給了我 Rhema“上帝不會允許你被誘惑，測試或折磨超出你的力量。他的幫助總是等於他發出

的審判。“所以，我們正在共同努力。 



我在這裡提出的要點是，我們是自己最大的敵人。我們的壞行為打開了壓迫的大門。不錯，比

如...射殺某人，或偷取所得稅。很糟糕，就像對某人持怨恨，甚至是 20 年或更長時間，只是為

了最小的煩惱！ 

只這種認識打我落下我的馬。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通過我們的想法和感受邀請惡魔，而不僅僅

是我們所說或採取的行動？態度成為習慣性的罪惡！但要記住他以前教給我們的東西：任何批

評都會傷害靈魂;雖然他們不知道它來自哪裡，但它仍然會傷害和削弱它們。我們可以閉嘴，並

在我們的臉上放一個可愛的笑容 - 但在我們的心中是怨恨和挫折的污水池，等待下一次那個人

穿過我們。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好吧，我們可以向一位好朋友祈禱，關上門，綁定惡魔，將他們全部送到

深淵，永遠不要派遣增援或報復。門和惡魔必須走掉。 

然後，當我們感到不便時，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回應慈善。這與驕傲和自私有關。 “我希望它能

按照我想要的方式進行，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操作。”好吧，我們一直致力於這一點，

為了妥協：關閉窗口的一部分，讓它稍微敞開，以獲得新鮮空氣。我們倆都為另一方的必要性

提供了一些東西。 

我沒有得到所有答案，但我知道他們可以通過禱告放逐。但是，一旦被刪除，我們是否準備好

採取不同的行為？這需要超自然的慈善，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增加的 就是在主面前，崇拜他並

接受他的愛。當我們發現全能的上帝對我們有多麼榮耀和被愛時，我們就會沉浸在他的善良之

中，並希望將他的善良慷慨地捐贈給那些需要愛的人，甚至是我們自己的配偶。這樣我們變得

感恩並讚美上帝為我們生命中的美好事物，而不是向他抱怨我們的配偶關閉了我們背後的窗戶。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頻道受到這種攻擊的原因。那些以純潔和崇拜的方式與耶穌真正親近的人，

正在被賦予權力來克服他們的小小的喜惡，為了彼此相愛而不是為自己。這是關閉門。惡魔再

也不能輕易進入了。我們不是在怨恨中作出反應，而是在超自然的愛中作出反應。門仍然關閉，

惡魔無權壓迫我們，所以他們等待，等待......一個接一個地挑釁我們，直到我們終於破解。 

伙計們，撒旦很生氣！並且受到與耶穌有著純潔和親密關係的人的威脅。他很生氣，任何教這

個的人都會受到迫害。 



你能想像嗎？像 Kari Jobe 這樣的靈魂在歌曲中被指責為肉體歌詞，“我越是尋求你嗎？”這

首歌講述了與上帝的精神戀情......就像福音傳教士約翰與耶穌一樣。約翰把頭靠在主的心上。約

翰福音 13:23 以下 

是“我越多找你”的歌詞： 

我想坐在你的腳邊， 

從你手中的杯子裡喝水。 

倚靠你，呼吸，感受你的心跳 

這種愛是如此深刻，它比我能忍受的更多。 

我融化了在你的平安，這是壓倒性的。 

這是一個完全愛上帝的靈魂的強大，生動的畫面......她帶領其他人進入這個純潔和親密的地方。

但她在這裡被指責色情？這又是一種宗教精神，就像法利賽人所說的那樣， 

......在會堂裡，耶穌在安息日痊癒了猶太會堂領袖。 “工作有六天，他告訴人群。 “所以來到

那些日子，而不是在安息日治愈。”“你們是偽君子！”主回答說，“你們每個人在安息日都

不會把他的牛或驢從畜欄裡解開來把它帶到水里去......？盧克 13：14-15 

主耶穌不是允許約翰把頭放在他胸前，聽他的心跳嗎？ 

我甚至不打算猜測這種無法正式批評的動機，但結果是阻止人們純粹地與上帝墜入愛河。在他

裡面休息，所以他可以帶來新的治療，填充和恩膏。這就是權力所在！ 

這就是克服我們肉體的力量來自的地方。在這種親密的祈禱時間裡，三位一體充滿我們用他們

的愛，力量，智慧和恩膏。當我們在主的面前，恩膏真的在流動時，我們感覺很棒。來自禱告

並忽略這些愚蠢的小事，沒有問題，愛我們的兄弟比愛我們自己更多。事實上，我們如此相愛，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愛耶穌的機會。我們不開門驕傲和自私，因為我們在上帝面前充滿了兄弟之

愛。 



這就是撒旦迫害我們以及教導純潔和親密開係與耶穌的現形的所有其他頻道或運動的原因。惡

魔將事物脫離背景，扭曲它們並將謊言置於人們的腦海中。如果他們自己有純潔的問題或者被

情慾或色情所俘虜，他們會將不潔的動機分配給純淨的船隻並散佈謊言，這導致無辜的新基督

徒害怕他們因純潔和純真愛耶穌而去地獄。 

這些是在提摩太后書 3：5 中所說的“......有一種敬虔的形式，但卻否認它的力量。”並經常迫

害那些充滿聖靈的人，以及說方言的證據。 

他們只是不知道他們正在做的損害。所以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原諒他們並祈禱上帝會睜開他們的

眼睛看他的能力，並以絕對的純潔和充滿激情的兄弟之愛進入他親密的存在，這就是他對我們

的感受。 

沒有被聖靈的力量和從耶穌的心中流出的活水的河流所充滿，基督徒，無論年輕還是年老，都

無法抵抗批判和自私。他們無法停止打開大門用審判，驕傲和自私來的 。因此，每當他們在慈

善事業上失敗時，惡魔都會歡喜快樂。他們變得嚴重受壓迫，批評每個人，每個好的事情。沒

有考慮到各部的成果。只有找到錯誤並摧毀那些無辜地渴望上帝的新基督徒的信仰。 

當我們愛上耶穌時，我們再也不想傷害他了。當我們出於對地獄的恐懼而把我們的生命獻給耶

穌時，我們不會生活在他的愛中 - 我們的行為是出於恐懼，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消失。但是我們

中間誰想和我們害怕 24-7 的人住在一起？恐懼使我們產生懷疑，法律主義，僵化，並且出於

規則 - 而不是出於愛情 - 過著虛假的基督教信仰。 

我告訴你所有這些事情，所以你會理解：我們在戰爭中，我們的靈魂是戰利品。當我沒有得到

足夠的與耶穌的甜蜜的約會時間，我感到疲倦，螃蟹，不耐煩，判斷等等。然後我打開門，壓

迫飛來按照字面。 

那麼，我們如何擺脫這些門？ 

第一是承諾對聖潔和慈善的 。然後，我們必須填補耶穌對我們充滿激情的愛，讓他通過敬拜和

在他面前休息來醫治受傷的靈魂和靈魂。允許他帶我們去天堂道路，或散步 - 甚至讓你的頭靠

在他的心上。這些都是寶貴的愛，結合和充滿恩典的時代。當我們看到他愛我們多少時，我們

開始接受自己是誰，以及接受其他人是誰，並放下批評的手術刀。 



我們必須首先能夠愛自己，否則嫉妒和恐懼將在我們彼此的關係中占主導地位。當你感覺良好

時，你不想批評任何人。當你對自己感到糟糕時，每個人都很痛苦。 

所以，認清你的錯誤。悔改他們，求上帝的寬恕和力量不再犯罪。大聲放棄這些精神，進入崇

拜和讚美。讓音樂向他表達你的心。休息一下，把它們抬起來。如果你遇到耶穌，就在他裡面

休息。充滿他的存在 - 無論你是否看見他。 

聖經說：“我居住在讚美我的詩篇”22：3 

所以，基於這一段經文，我們知道 - 當我們讚美祂時，祂與我們同在。他在那裡！ 

“帶著感恩和讚美進入他的宮廷。”詩篇 100：4 

“因此，藉著耶穌，我們不斷地向上帝獻上讚美的犧牲，我們口中的果子，要感謝他的名。”

希伯來書 13:15 

“所有疲倦和負擔的人都來找我，我會給你休息。拿我的軛放在你身上，向我學習，因為我內

心溫柔謙卑，你會為你的靈魂找到安息。“馬太福音 11：28-29 

”因為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的聖者......“在回歸和安息中，你將得到拯救，在安靜和信靠是

你的力量。“以賽亞書 30:15 

當我們從敬拜中出來時，我們應該感到神清氣爽，因為我們觸摸了他衣服的下擺，恩典從他身

上消失了進入我們，他給了我們關於這種親密和純潔的許多教導。 

您可以在此視頻下方的框中找到資源，只需點擊“顯示更多”即可。我們有一個搜索引擎，網

站和博客名為 Still Small Voice，Triage for Truth Seekers。它包含許多聖經參考和教導，以

支持主耶穌在這些信息中給我們的一切。 

然後讓我們練習我們對別人的愛。當我們開始變得煩躁時，讓我們停在那裡，請 聖靈從我們的

壞習慣中解脫出來。一旦我們厭倦了惡魔般的壓迫，我們就會被激怒讓自己遠離這些罪惡的態

度。 

伙計們，我上週一直在體驗這一點。我想告訴你，我厭倦了我的罪！理由多於一個...... 



如果門被打開......尋求上帝為什麼。有時他甚至會給你一個 Rhema 或兩個為什麼。然後懺悔並

放棄這種態度。關上門，用耶穌的名義捆綁魔鬼，把整個亂七八糟的東西送到深淵。 

掌控能量畜欄那導致分心，隔離等的。“以耶穌的名義，我命令這些畜欄降下來。我指揮這些

畜欄去深淵。我綁定（並使用惡魔的名字），並命令你，以耶穌的名義，去深淵，永遠不會返

回或派遣增援部隊。“ 

難怪我們本週受到了可怕的攻擊，伙計們。撒旦不希望這個消息廣播。但是現在你擁有一套強

大的工具來對付你和你的家人多年來一直遭受的壓迫。請記住這一教導，“當你判斷時，你也

應該被判斷。” 

不要與你的配偶或任何其他人或家庭成員一起判斷他人。當我們被我們或我們所愛的人所做的

事情襲擊或受傷時，是不是那麼“自然” - 第一反應是攻擊那些做的人，口頭批評他們？魔鬼

利用這種膝鍵反應！他們手中拿著箭，傳遞給我們最親密的朋友。如果他們很弱，就會使用它

們。然後你會反應並討論他們的不良行為，與你的孩子，父母或配偶來回批評他們。就是這樣。

你們所有人都打開了私人大門，現在你們每個人都會受到壓迫。 

沒有其他解決方案，除了愛。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吩咐我們說：“因為我愛你，要彼此相愛。”約翰福音 15:12 他怎麼愛法利

賽人呢？ “父啊，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路加福音 23:34 

所以，讓我們配得上他的名，不只是在每個人都可以看到的表面上，而是在內心深處，因為它

寫道： 

“做你還沒有意識到進入口腔的任何東西進入胃部然後被消除了？但是從嘴裡出來的東西來自

內心，這些東西玷污了一個人。因為出於內心而來的是邪惡的推理，謀殺，通姦，妓女  或，盜

竊，虛假見證和誹謗。“馬太福音 15：17-19 

為了說明這一點，這事發生在昨晚，事實上。我去耶和華哀悼，因為除了我的 Frappacino 蛋

白質飲料，我可以禁食其他的，我非常喜歡。並且他回答我說：“摒棄你的批判精神，我會忽

略你的 Frappe，好像它不存在，你用麵包和水禁食在我面前。” 

哇！ 



然後是聖經：你聽說有人說'不要犯姦淫'。但我告訴你，任何人用淫看過一個女人的人都已經和

她在心裡姦淫了。“馬太福音 5：27-28 

我想用這節經文中的原則來講述別人。這可以適用於任何罪惡，“不要互相批評;任何做過的人

都在心裡攻擊了另一個人的靈魂。“ 

現在，我已經看到了人們在精神上的批評。它留下一個撕裂和血腥的靈魂，有時甚至被釘在十

字架上。這就是懲罰如此沉重的原因。魔鬼是上帝的警察。他允許他們進攻，因為我們攻擊了

其他人。 

12 年來，以西結與我的婚姻非常動盪。真的很難。直到我們弄明白。在我們認真思考任何人之

後的那一刻 - 無論他們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無論我們推斷它還是僅僅通過討論它 - 我們都陷

入了一場毀了我們剩餘時間的爭論。主在訓練我們。這是真的。 

所以，他對我們非常嚴格，任何想要在靈性上成長的人都必須征服這種邪惡，然後才能在任何

地方塗上恩膏。 

你可以遠離這些在裡面受傷的事件，無論是有人對你大聲說出來，在你背後說它還是只是想到

它。一個被譴責的有毒箭頭直接進入心臟並寄居在那裡，使靈魂在靈性上生病。這打開了惡魔

的大門對那些襲擊你的人他們受到了壓迫。然後你回家並與你的妻子或丈夫或母親/父親討論，

並在痛苦中做出反應 - 批評他們。現在，用一個箭頭，撒旦打開了所有這些人的大門，這樣他

們就會受到壓迫。 

“像蛇一樣聰明，像鴿子一樣溫柔。因為我愛你，彼此相愛，“耶穌吩咐道。 （馬太福音

10:16）在那一刻，他正在為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場戰鬥武裝我們。如果我們順服他，我們就有福

了。 

主啊，幫助我們！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