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4. 唐納德特朗普- 這就是耶和華說...... 

 

過去 10 個月的總結 - 從 2016 年 4 月 25 日到 2017 年 2 月 25 日耶穌的消息到克萊爾姐妹的

2016 年 4 月 25 日 

摘錄的消息摘錄 - 美國未來更新 

耶穌的開始......“我聽到了你的祈禱，我的新娘。一個月前，我請求你們為國家懺悔和祈禱。不

僅是這個頻道，而是通過我的身體，我都會接受它被接受和採取行動的詞。而且你們都順從地

將自己應用於禱告，結果，某些事情已經減輕，減弱，取消或減少。這包括你的領導，這對你

的未來至關重要。“ 

”還有另一個機會被賦予美國，但這並不能否定狂歡以及地球上必須實現的目標。這減少了它，

但並沒有否定它。“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美國有很多懺悔，很多。仍然，寫的必鬚髮生什麼。然而，懺悔導致許

多事件被推遲。必須有持續的悔改，它必須越來越深。許多人都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冒犯了我的

父親，但這將伴隨著這些事件。“ 

克萊爾問道......主啊，唐納德特朗普怎麼樣？ 

耶穌回答說：“他是這項工作的好人。我們會看到。我不能再說這個時間了，一切還沒有決定。

但他是我父親對美國的選擇。“ 

”然而，美國和教會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非常。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悔改得多。這將在某些事件

發生後發生。有很多希望，克萊爾，非常希望。那些聽到我祈求祈禱和懺悔的人已經改變了這

個國家的命運。這並不意味著它會很容易。會有很多死亡和許多災難。這些仍然會發生，但由

於為這個國家悔改和懺悔的少數人的忠誠，這些破壞的影響將遠遠少於。“ 

”你了解我。你知道我只需要施加足夠的壓力來完成工作。我恨死。我討厭悲傷和失落。我討

厭痛苦，特別是無辜的苦難。許多未來的事件都是由於不道德和腐敗所造成的甚至是我的人民，

所以某些事情必定發生。然而，我會表現出憐憫，許多悲劇將被避免。 “我的人民”懺悔的越

多，就越能避免悲劇。“ 



*** 

摘自的消息 2016 年 5 月 9 日- 站起來美國 

耶穌開始......”隨著你們國家的事情開始升溫，我會越來越多地呼喚靈魂進入祈禱。是的，我已

經做了一些令人愉快和充滿希望的事情，但現在代禱告正在增加需求。那些反對特朗普的人已

經計劃了幾次暗殺企圖，但是如果只有你們祈禱並提高他和他的家人的保護標準，我會把它們

全部挫敗。我打算讓他上任，這是我的意圖。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你必須全都用禁食和祭品

祈禱他。“ 

”他的家人也必須得到保護，因為許多詛咒都被詛咒了。我呼籲所有基督徒領袖和傳道人每天

脫掉這些咒詛。如果你們都在做你的工作，他們就不會成功。他的安全依賴於你的祈禱，你們

所有人。不僅僅是那些調整到這個頻道的人，而是這個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有責任將緩刑帶到

美國。“ 

*** 

摘自的消息 2016 年 5 月 19 日- 為什麼失敗有資格獲得成功和唐納德特朗普 

耶穌開始......“曾經服務過我的每一艘偉大的船隻都對他的絕對虛無有著深刻的理解。沒有這種

態度，我從來沒有用過他。他可能讓你看起來很有信心，但我看到他跪在地上承認自己的弱點。

我看到你沒看到的。在他的心裡，他只是一隻小貓，而對其他人來說，他可能看起來像獅子。

“ 

克萊爾問道......主啊，為什麼我在想唐納德特朗普？他是一個這樣的男人嗎？ 

耶穌回答說：“不，克萊爾，還沒有 - 但他會的。我正在呼喚他進入我的服務，他將了解到他

以外的事情是他成功的原因。他會知道我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給了他，我帶領他並用智慧引導他。

他會認識到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完成的。“ 

”這是我與靈魂合作的為我的目的。看看尼布甲尼撒。他是一個強大的統治者，但有一天，他

醒來時在地上爬行，像豬一樣哼了一聲，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曾經是誰。這就是我引起他注意的

方式。祈禱我不需要對這個候選人使用如此激烈的手段。他會遇到自己被剝奪的一切，站在我



我面前的鏡子之前。然後他會看到我真的是誰，他是誰，而不是誰。然後，這個男人的美麗就

會出現與我通過他生活。“ 

”哦，你們都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人性以及我也能做到的事情即使是最卑鄙的人。是不是寫著

我把王的心握在我的手中？“ 

正如箴言 21：1-2 所寫的那樣...... 

王的心就像耶和華手中的水通道一樣，無論何處他要，他都要轉向。每個人的路都正確在他自

己的眼裡，但耶和華稱重其心。 

“你看，我的基督徒是誰？你正在看著這個男人，搖著你的手指，因為你不知道聖經，也沒有

能力轉動心靈。你是根據自己有限的智慧做出決定，並假設你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如果你不相

信我，你會把自己推定為另一個奧巴馬和新世界秩序。“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斷告訴你，意見不能代替辨別力。當你看出我的時代，我的季節，我的選

擇時，你將違背統治精英所產生的潮流。當你為自己思考時，根據你的個人偏好和他人的意見，

你會發現自己支持邪惡。識別需要時間。意見是懶人的方式。這個國家現在正處於這個問題，

因為你很懶。不要犯同樣的錯誤。辨別我的時代，我的季節和我的選擇。與我站在一起，而不

是流行的觀點。“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7 月 23 日- 祈禱與懺悔讓審判回歸併選舉唐納德特朗普 

耶穌開始......”宗教自由，崇拜自由......哦，克萊爾，它不是世界的這種方式。在許多地方，你

不能以這種方式崇拜，你沒有與我在一起的自由。“ 

”在你的國家美國有所不同......到目前為止 - 雖然這將會改變。不是在特朗普先生的總統任期內，

而是在他之後的暴君。“ 

”是的，我打算一直看到他進入白宮。我打算廢除邪惡的結構和邪惡的法律，這些法律已經有

效地結束了這個國家。我會回答這些禱告;我需要這些祈禱才能繼續。我不在乎它是否只是一個



短射的禱告，如“哦，上帝，保護他和他的家人。”越簡單就越好。我會回答的。當眾人為他

祈禱時，我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護嗎？“ 

”是的，這個國家的基督徒領袖已經圍繞他的候選資格，提名和選舉進行了種植。無論敵人如

何努力阻止他，只要祈禱為他哭泣，我就會堅持並推進他。“ 

”你會因為你的立場而蔑視和蔑視人，但要明白：他們有尺度在他們的眼中，他們對他們投票

的撒旦政府的現實視而不見。“ 

克萊爾......哇，主啊，那些關於政府撒旦的話語非常強烈。 

“嗯，他們只描述了現實，這些人所信仰的隱藏現實，並秘密地實踐。這比你想像的要糟糕得

多。這將使最壞的罪人臉紅羞愧。但是一棵樹以其果實而聞名，其中大部分被寫入隱藏的法律，

是獨裁統治的基礎。如果這些法律付諸實施，投票公眾改變它們為時已晚。一切都是在“更好

的方式”的掩護下秘密完成的，並且不明智的人對這些法律的內容完全視而不見。“ 

”我打算改變這一點，克萊爾。我打算把這個人拉到辦公室，把腐爛的結構拉下來，侵蝕了所

有美國人民的權利。但我需要大量的祈禱和犧牲......禁食的奉獻才能實現這一目標。你付不起落

入一分鐘的自滿，或遊戲結束。“ 

所以，我呼喚你，我的人民，用耐心武裝自己，並打好鬥爭。我站在正確的一邊。“ 

”特朗普先生在他面前有相當多的工作。但我和他在一起，他不會失敗，至少在我看來。其他

人會不同意，但從長遠來看，他們會看到他的舉動中的智慧。除了暗殺威脅之外，他將面臨的

最大障礙是腐敗的民選官員。但即使在那裡，我也會給他一個優勢。有些所謂的“壁櫥”基督

徒討厭對這個國家所做的事情，他們將開始站起來，使他們的聲音算數。“ 

*** 

摘錄的消息 很有用 2016 年 8 月 10 日- 耶穌呼喚他的新娘......'放下你的生命，站在我旁邊' 

耶穌開始......“我呼喚你，我的新娘，放下你的生命，站在我身邊，在這個國家和世界上反對撒

旦的暴政。我現在正在呼召你們，在接下來的三年裡，你們要放下你們的日程為了在天堂，並

將給我你們的全部心靈作為奉獻給這個國家和世界。“ 



”隨著美國的發展，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而現在，作為我的配偶，你的任務是代表正確的

事情。支持我。祈禱，奉獻你的每一個十字架祈禱，為我的王國到來，我的意志完成。你作為

代禱者，正站在整個世界救贖的關鍵點。隨著這個國家的發展，世界也會隨之而來，這只是整

個世界清除邪惡的開始。“ 

*** 

摘自的消息 2016 年 10 月 12 日- 避免與媒體接觸並做正確的事事情 

耶穌開始......“當你接近的選舉，事情會更加艱難和困難。請不要在我需要的時候離開。請支持

我並允許我允許的任何內容，並在知道您的決定正在扭轉這個世界的潮流時完全同意。與我站

在一起反對邪惡，站立，不要被媒體宣傳所愚弄。“ 

”做你所知道是正確的，避免與媒體聯繫。這是一個應受譴責的下水道溢出這個國家的污水。

如果你離我很近，你會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將採取愚蠢行事，而不是理解

這次選舉中真正存在的利害關係。“ 

”我已經為你做好了準備。我已經讓你準備好了，為了這個國家的利益，為了這個國家，最終

為世界做出了正義，犧牲，懺悔和堅持自己的立場。“ 

*** 

摘自的消息 2016 年 10 月 16 日- 這是一個關鍵的小時 

耶穌開始......“是的，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從這個地球的每個角落來看，我正在採取禁食和祭

品，以避免我們所知道的地球生命的終結。他們在中東遭受的痛苦肯定會在世界各國出現。唯

一可以阻止它的是你和我，'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因為我真的，我就在那裡，在你身邊，在你

身上做出犧牲，在你身上做出犧牲。“ 

”我的人民可以告訴你嗎？你的犧牲絕對是阻礙將來到美國和所有國家的絕對暴政的事情。不

只是任何暴政，一個你在這個國家都無法想像的血腥暴政。除了在恐怖電影中，你無法想像它

的圖形邪惡，除了在恐怖電影中，它們永遠不會傳達那些被訓練成為最壞的屠夫和怪物的人造

成痛苦深度。即使你為他們祈禱是強大的，並且在那個社區內有轉變。它仍然是一股邪惡的力

量，正蔓延到世界各地，並且處於休眠狀態，等待著這個詞開始行動。“ 



”你在這個地球上阻止了撒旦的憤怒。“ 

”這次選舉將在美國舉行。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隨著美國的發展，世界也會如此。它不是

關於克林頓或奧巴馬，而是關於已經根深蒂固的撒旦政府，這是你避免它的最後機會。你最後

的機會。請不要變得沮喪或絕望。相反，非常感謝我，我們能夠把它拿回來。“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10 月 19 日- 唐納德特拉是上帝的選擇 

耶穌開始......”現在什麼不是特朗普先生的婚姻，也不是他的性格特徵，也不是他的個人生意 - 

因為如果真相被告知，當一個犧牲的嬰兒被殺並且他們喝了血時，你有那些看起來很可敬的人。

“ 

”所以你看，你真的看不到。，但你沒有真正聽到 - 不是真相，就是這樣。你看到並聽到一個

外表，一個社會可接受的面具，在它下面撒旦和他的僕從正在拉扯屠殺世界各地的所有基督徒，

特別是在美國。“ 

”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你將被定為死亡這個國家，除非另一個上台，至少將其拖延幾年。然

而，我將在她的榮耀中移除我的教會。但直到那時的事情並不容易。“ 

”但現在我要求你非常關注我，而不是媒體。如果您想保留自己的國家，則無法選擇投票給誰。

我已經為你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與此同時，這個人正在學習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他確實接受了我作為他的救世

主 - 他做到了。現在，他發現這些年來他的行為多麼可憎。他應該如此對自己深感慚愧。但並

非關於他的一切說法都是真實的。有很多很多謊言和操縱來說服不思考的公眾他不適合這份工

作和醜聞。“ 

”我站在這裡等你，我的人民。我在沙漠中劃了一條線，就像摩西在面對可拉時那樣。我並不

是說特朗普先生在道德上更清潔，比克林頓夫人的錯誤。我只是說他是我的選擇，因為他會做

我的意願和競標。我選擇他帶領這個國家恢復健康狀態，至少維護你的權利的結構將是完整的。

會有一段時間沒有任何重要，但在此期間，我選擇了他領導。“ 



”所以我站在這裡請你選擇：你在我身邊還是在敵人身邊？你的決定會帶來終生的後果。這不

是選擇最受社會接受的候選人。這是你正在進行的一場戰爭。你現在有能力戰勝敵人。“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10 月 22 日- 耶穌談到的最好的最糟候選人 

耶穌開始......”如果我不得不等待一個在道德上乾淨的人做這項工作，作為美國總統，它永遠不

會完成。看看大衛，我的人民曾經擁有的最偉大的國王，甚至他與芭絲謝芭通姦。為了掩蓋它，

她的丈夫被謀殺了。“ 

”我們只是說，我選擇了最糟糕的最好的...因為我知道他的心，我知道他的結局。他會做得很

好。其他人是最糟糕的欺騙者，他們一心要摧毀你和地球。“ 

”所以，這是你的，我的人民，要辨別這些話。克萊爾對政治一無所知，即使是她自己的承認，

她也得到了我的指示，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別的意見。“ 

”是的，這次它確實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叫我的人民支持我的選擇，最差的候選人中最好

的。我不是來和任何人爭論的。我已經看到你的更衣室的想法，甚至是談話 - 事實上，我已經

看到了更多。並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我面前說......“我沒有罪，主啊。”甚至連一個。'“ 

*** 

摘自的消息 2016 年 11 月 6 日- 美國的選舉......耶穌在呼喚他的教會進入祈禱 

主開始......“自從鐵幕落下以來，你現在面臨著最大的政治轉變。現在是時候讓這個國家克服過

去的障礙，並充分利用泥瓦匠留下的混亂。親愛的，請記住......這個國家建立在神秘的校長身上，

而不是基督徒的校長。為了控制地球，在天堂和地球上正在進行戰鬥和戰爭。發動這場戰爭的

唯一方法是在精神上，當然，採取行動並投票，但隨著戰鬥結束，我需要我的教會在接下來的

三天禱告。“ 

*** 

摘錄的消息從 2016 年 11 月 8 日起 - 這是決定性的一小時......在美國的選舉日 



耶穌開始......“今晚是一個危急的夜晚。天堂裡有一種靜止。那些承擔了這個負擔並祈禱的人 - 

我稱讚你。你真的為世界帶著我的十字架。那些渴望在你們國家建立正義的日子的人，在我來

之前永遠不會如此。但可以採取步驟至少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第一個是徹底結束墮胎。“ 

”正如罪人開始在美國統治時，允許嬰兒在母親的子宮中被切成碎片，正義的第一個行為將完

全禁止這種做法並開始美國永遠禁止墮胎的步驟。將要從這個國家中刪除哪些重大判決。她的

邊界可以建立什麼樣的和平。我可以祝福並保護一個屠殺無辜兒童的國家嗎？當然我不能。但

是這種做法的結束將解除對這片土地的嚴厲判斷。“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11 月 9 日- 總統選舉被選中......你做了一個明智的選擇 

耶穌開始......”我對這個國家的憐憫將會今晚感受到。我的僕人的禱告已被聽見，因為他們謙卑

自己並尋求我。難道我不能給他們這麼渴望的喘息機會嗎？然而，令人擔憂的是。不要以為每

個男人都會完全遵循我的意志，但這個男人我已經塗膏了，無論好壞，但他未來幾個月所面臨

的挑戰超出了人類的理解，但我理解它們，他是開放的他的心思是傾聽我的智慧，儘管他很少

意識到我正在和他說話。“ 

”儘管如此，他是受膏的，因為他的心是正確的，無論他是狂風大作還是自豪。他比表面上看

起來更精明。只要提交給我的智慧，那就是一種精明的態度。他將成為每個人都尊重的世界領

導者。無論他們是否喜歡他，他們都會尊重他。他將把美國的一些重大問題放回正軌，但克萊

爾，這就是世界，可以期待什麼呢？儘管如此，他還是會對未來的事情做得很好。 60 年的最

高級別腐敗如何能夠在一夜之間得到改善？只有我的到來才會發生，但就目前而言，美國又有

機會放棄對物質主義的強迫，並開始對這個國家的政策負責。“ 

”人們被他們的鼻子帶著金戒指牽著，享受著這片土地。反過來，這產生了盲目的一代，所有

這些都在物質享受和教育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對他們當選者的真實本質毫不在意。儘管如此，

我和這個男人在一起，我會通過他重新安排事情。這個國家已經做出了明智的選擇，現在，我

可以使用工作。“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11 月 10 日- 耶穌講話......特此勝利和戰鬥 



開始耶穌開始......”我的手臂從未短過。我將完成我的目標，但它需要我的人民的祈禱。親愛的，

這場鬥爭才剛剛開始。觸手伸向美國土壤深處，恢復美國並使她正直站立將是一場漫長而艱苦

的戰鬥。“ 

”年輕人的洗腦對造成分裂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將一直持續到暴露真相關於那些贏得了他們心

靈的人。人格就是一切。婦女的權利，移民政策，都在後果中強烈反映。“ 

”親愛的，雖然這個男人表面上看起來是個傻瓜，但他並沒有因為幸運而忽視男人的方式。他

非常關心他的國家，並且有我的恢復願景。雖然有些措施對外國人來說似乎很苛刻，但這個國

家如此分散並被穆斯林滲透到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觸手伸深。“得很” 

當你祈禱時，我會拆除關鍵的情況，使他們不可能被執行。你不能看到我在幕後所做的事情，

但你確實看到了影響 - 比如唐納德特朗普被投票上任，美國甚至在選舉時成功地實施了一項計

劃，以阻止這種情況發生。但是因為你的祈禱，它沒有成功。“ 

”這是我的力量，親愛的。堅信我的能力，看著我讓不可能的事情始終如一實現。我這樣做是

為了讓你向前邁進，服務並將靈魂帶給我。“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11 月 12 日- 耶穌談到世界和平......'你會感受到我王國的簡短品味' 

主開始......“因為你把這些事情銘記於心，你就活著而不是死，耶和華你的上帝說。” 

“因為你為這個國家祈禱，為了我的意願，儘管你個人的意見，你將使兩者都繁榮昌盛在靈魂

和身體。你將以健康的方式繁榮，你的敵人將在你面前被擊敗。“ 

”因為你已經全心全意地用禱告來掩蓋這個國家和總統，傳播真理，因為這些原因，我最喜歡

的祝福就在你身上和在這個國家。“ 

”我們前面有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我的人民，一條漫長的道路，經歷了許多曲折。但是，如

果你繼續祈禱並獻上你所做的犧牲，那麼它將導致精神復興，國際間的國際和平程度將達到異

常程度。在這個地球上會有一種我的政府的味道 - 它可能是短暫的。儘管如此，世界將會知道

我的和平與精英階段的人為的和平階段之間的區別。“ 



”我將讓他們領略一下我治理時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所有人都會看到並了解撒旦政府和我的政

府之間的區別。這是一個非常機會，可以將那些被誤導並參與黑暗政府的人視為光明。“ 

”有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 - 一代'X' - 有好心，想要正確的事，但是受到 NWO 議程的嚴重欺

騙。“ 

”但也有一些人永遠不會認識到這種和平，並且會堅持對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暴力行為，即

使它被寫成，“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看，你懷孕了，你會生一個兒子。你應該將他命名為

以實瑪利，因為耶和華已經聽見了你的苦難。他將成為一個狂野的人，他的手反對每個人，每

個人的手都要反對他，並且生活在對他所有兄弟的敵意中。“創世紀 16：11-12 說到夏甲。 

主繼續......“因為這裡所寫的，以實瑪利人之間不會有和平，他們也不會容忍和平的統治。這將

是和平時期的毀滅。“ 

”克萊爾，邪惡勢力將在此期間處於低位，等待機會讓世界陷入混亂，但會有和平的味道，它

將是甜蜜的“ 

克萊爾問道......主啊，這會持續多久？ 

他回答說：“兩年。為此祈禱，我的人民。這是您一直等待將成年子女帶回我身邊的機會。這

是我的王國的一個簡短的味道。“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11 月 19 日- 耶穌說...我和唐納德 特朗普在一起，即使我不得不把導彈轉

向 

耶穌說......”沒有更好的陰謀來摧毀特朗普先生，而是把它歸咎於穆斯林，就像 9/11 分配給他

們一樣，而真有罪的人仍然會對公眾看起來無辜。然而，我和他在一起，克萊爾，即使我不得

不轉嚮導彈，我也能做到。親愛的，我只是要求你祈禱。“ 

*** 

摘自的消息 2016 年 12 月 4 日- 隨著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的臨近...... 



耶穌說......”隨著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的臨近，我將需要你在你的祈禱和奉獻上保持更嚴格的統

治。與媒體報導的情況相反，試圖推翻他將變得更加暴力和醜陋。有很多計劃在最後時刻讓他

脫軌。不要停止祈禱！表面看起來都不錯，但克林頓夫人的表面看起來都不錯，但事情突然好

轉了。不要在禱告中變得鬆懈，這不是一個噓聲。“ 

*** 

摘錄的消息 2016 年 12 月 20 日- 祈禱！讓我們阻止這個邪惡的人！ - 核戰爭或和平 

主開始......“我們仍處於與俄羅斯的戰爭邊緣。你的總統（奧巴馬）地獄歪的仍然一心想要在摧

毀這個國家的過程中，並且不允許當選總統特朗普撤消他巧妙地實施的所有邪惡，以誘騙無知

的美國人民。他不打算在沒有惡性戰鬥的情況下走下坡路，你在媒體上看到的與他閉門造車的

計劃相比毫無意義。心靈居民，以免你成為核戰爭的受害者，不得不看到小孩子和他們的母親

燒焦的遺體......祈禱你以前從未禱告過。即將發生的事情是可怕的，必須通過你的祈禱來製止。

“ 

*** 

摘自的消息 2016 年 12 月 23 日- 戰鬥尚未結束！奧巴馬決心 

主開始......“戰鬥還沒有結束，親愛的，我的心。這還沒有結束。如果你不繼續禁食並祈禱，你

暫時將他束縛在枷鎖中，但不會長久。這個人（奧巴馬）是惡魔般的，並決心結束美國。在這

一刻，他正在咀嚼自己的苦汁，因為他還不能觸動你。但是如果你不繼續努力束縛他，那將會

結束，因為這個邪惡的地下政府中有許多邪惡的裝置和權力。“ 

”這就是你所擁有的，一個地獄般的政府形成的地下，字面意義，比喻，以及。從地獄中構思

並執行，我即將掠奪它 - 如果你堅持禱告。正如我之前告訴過你的那樣，我正在向這個世界展

示一個基督徒國家可以通過祈禱做什麼。“ 

*** 

摘自的消息 2017 年 1 月 11 日- 你的總統選舉唐納德特朗普揭露了一層又一層的腐敗...... 



耶穌說......“隨著這個統治階級議程的推翻，你真的從死裡復活了，美國。沒有人相信它可以做

到，但我們正在這樣做。美國將從死裡復活，那些失去了對這個國家可能成為什麼的願景的人，

那些與統治精英聯手的人，那些認為他們的議程是自由世界所需要的人 - 他們也被剝奪了作為

公民的權利。選舉總統暴露出一層又一層又一層腐敗和破壞的邪惡力量。“ 

”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背棄了這些新的生命賦予的方向。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

這些議程是多麼骯髒和破壞性。他們甚至回過頭來反對精英們正在製定的方向。“ 

”然而，這種邪惡的力量遠未被消滅。它仍然帶有巨大的致命細菌和武器庫，可用於這個國家

的人民。保持這種力量在檢查是一種微妙的平衡，但這正是你的祈禱所做的。當你向前邁進美

國並收回你的土地時，我向前邁進，為那些準備摧毀你的人帶來滅亡。你不單獨戰鬥。我在幕

後安排反響（結果），使事情不可能向前推進。“ 

*** 

摘自的消息 2017 年 1 月 31 日- 執政的精英即將迎戰特朗普總統 

主開始......”那些從地下開始的人，統治精英和他們的黑暗奴才正在破壞他們自己的政府並煽動

內戰。它不會發生，但所有這些言論和誹謗都會讓國家失望，必須停止。“ 

” 通過購買和支付的媒體來邪惡講述這個國家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 

這不是一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納粹的戰術？ 

“它是。他們以極大的憤怒和惡意來對抗你的總統，試圖破壞他的選擇。沒有人在他們所有的

選擇中都是完美的，但我會告訴你 - 他非常接近完美。“ 

- 

這是唐納德特朗普在全國禱告早餐演講中的 2 分鐘摘錄 

但最重要今天是我要感謝美國人民。你的信仰和祈禱使我持續了，並在非常艱難的時刻激勵了

我。在美國各地，我遇到了很多令人敬畏的人，他們崇拜和鼓勵的話語一直是力量的源泉。我



最常聽到的是，當我在國內旅行時，有五個字永遠不會觸動我的心......“我在為你祈禱” - 我經

常聽到 - “我在為你祈禱總統先生' 

看看我們容易忘記的東西，我們很容易忘記這一點，我們的生命質量不是由我們的物質成功所

決定的，而是由我們的精神成功所決定...... 

我會告訴你，我告訴你那些已取得物質性成功的人我們知道有大量人取得了物質上的成功，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很多人都是非常悲慘，不快樂的人，我認識很多沒有這個的人，但他們有很

棒的家庭，他們有很大的信心，他們不會有錢，至少相比差很多，他們很開心。那些給我的是

成功人士......我必須告訴你 

- 

“虐待妻子的所有指控只不過是一種煙幕威懾力，使他已經不受歡迎的人格更不受歡迎。正如

你對自己說的那樣，“誰沒有罪的，讓他們投鑄造第一塊石頭。”在這些政治家生命中幕後發

生的事情同樣是不友善和辱罵的。不同的是，這個男人更容易察覺。克萊爾，你知道多年的諮

詢，這在婚姻中很常見。不對的 - 但很常見。“ 

”我現在呼籲我所有的代禱者站在這個男人的間隙裡，堅持以非常高的成本獲勝。掛在那裡 - 

這也將通過。本屆政府的前三個月將是最困難的。但不久之後，在這個國家的福利受委託的人

更多的腐敗和背叛將被曝光，那麼鞋子就會在另一隻腳上。在那之前，艱難前行。站在你的立

場，代禱。不要屈服於錯誤的報導或詭計讓你離開重要的軌道。“ 

”就像在選舉中，當所有人都說他的對手會贏，事情會轉變，真理會勝利。現在，與反對者相

處很受歡迎，但是當這種情況發生變化時，時間會到來。“ 

”所以，堅持你的立場，我的人民。你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你將在你的國家看到他良好判斷的

果實。這真的是你需要知道的，我的愛。“ 

*** 

摘自的消息 2017 年 2 月 9 日- 墮胎必須停止 - 為特朗普總統祈禱 



耶穌開始......”我們還沒有和你的總統一起走出困境需要代禱才能轉移那些抵抗他並導致延誤的

人的心。他們讓他很難啟動必須做出的改變。“ 

”但他們會彎曲。我，我自己，會看到它，我們將超越這一點。但是，在禱告和奉獻上需要很

大的毅力，尤其是對你的參議院。“ 

”我的基督徒，明智地選擇那些代表你所在地區的人。參議院的叛徒被一個世界政府收購，你

把他們任職。既然他們的議程已經暴露，我懇求你在未來做出更好的決定。你不想生活在撒但

支持的腐敗人的統治之下。但是因為你們國家的許多人都受到了個性和外表的影響，他們被欺

騙投票給了毀滅者。是的，我給他們這個名字，毀滅者，因為他們為毀滅者工作。“ 

”你的選擇已經掌握，因為你是一個民主國家，但你必須更深入地了解誰在敵人身邊誰在我身

邊。一旦你確定了這一點，那就是你的特權，你的榮譽和義務，當他們向前邁進時，祈禱並投

票給他們並在他們身後祈禱。“ 

”墮胎必須停止，因為我父的憤怒不會容忍這種令人髮指的罪。實際上，美國一直是大妓女。

除非改變，否則她將獲得應有的正義。但是，由於美國人在照顧病人和第三世界國家 - 世界上

的窮人方面所做的好事。由於許多傳教士的努力以及你對他們的支持，我父親的手已經停留了

又一個季節，期待在下屆這政府事情會發生變化。“ 

”為特朗普總統祈禱，他會感受到我對這個國家的罪惡，特別是墮胎。祈禱這種信念非常非常

深刻，並且當這個議程向前推進時，他會被反對所有的壓力和反對意見。“ 

”我反過來會保護他。“ 

*** 

摘錄的信息來自 2017 年 2 月 18 日 - 已經做了許多嘗試來開始戰爭...... 

耶穌開始......“你已經了解敵人如何試圖挫敗我對這個國家的計劃。精彩的東西都在為她準備。

但這只是因為你們每一個人都心甘情願地犧牲，有時間向父祈禱，禁食和苦難。正因為如此，

球離開不再依賴影子政府。“ 



”許多嘗試，許多次嘗試開始戰爭，打開空氣中的邪惡力量下降到地球上，但我的手是提起在

這個時候，我們不會允許這樣的入侵。“ 

”這屆政府正在獲得動力。對他們所選擇的人的政治意圖處於沉睡狀態的人們開始看到了光明。

從字面上看，正如所寫的那樣，“因為沒有任何東西是隱藏的，不會被揭示，也沒有任何隱藏

的東西不會被揭示和揭露。”路加福音 8:17。 

“隨著披露變得更加完善，那些在媒體上掌權的人將失去站立在公眾的地位。他們被欺騙並謊

報了真相，因為他們歸影子政府所有。但人們正在醒來，看著誰的罪行被解雇了......就像本加齊

一樣。在許多不同層面犯下的殘暴罪行正在暴露，無知的公眾開始看到他們的政治偶像的粘土

腳在他們眼前崩潰。“ 

”這些罪惡和罪惡中的每一個都值得終身監禁。每次潮流進入時都會帶來新的證據。印刷機用

完了，用沙子快速覆蓋，然後潮水再次進入並再次覆蓋。但是整個海灘都在逐漸消失，而且在

高級政府職位上，流行人士不能用沙子埋葬這些危害人類罪。沒有沙子。然而，這種潮流將繼

續帶來新的粘液和腐敗，因為我的人民正在祈求結束不義，並揭露真相，即使我已經通過聖經

和這個頻道說過。 

“沒有一項基於真理的指控不會不受到懲罰，因為在某一時刻，這種強烈抗議將會如此響亮，

以至於沒有更多的逃避正義。我，我自己，正在提出這個污穢，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失明了。你

的祈禱和成千上萬的人，是這個國家甚至不是這個國家的祈禱，都是白天和黑夜被帶到我父親

的寶座前 - 並且不再有欺騙的規定。真理將取得勝利。“ 

*** 

的消息摘錄 2017 年 2 月 20 日- 你正在反對撒旦統治的世界的計劃 

耶穌開始......”因為我的百姓的心已經為這片土地的罪悔改，因為他們有為了正義而向我喊叫，

因為他們繼續向我求助並為正義而哭泣，因為他們已經擺脫邪惡的方式而在我面前謙卑自己，

我將繼續使他們的敵人無能為力。但是，有一個非常大的代價，我的愛人。一個非常大的價格。

你正在處理精英影子政府數十年的社會工程，而且據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被

拆開。“ 



”在權力的地方有很多反對，但我正在慢慢地把手從水閘門上撬開，正義和恩典可能會淹沒這

片土地並重新振作美國的干旱土地。但是有代價。你正在反對撒旦統治世界的計劃。你正在與

一群無知的年輕人作鬥爭，這些年輕人有選擇地被教導錯是對的，正確是錯的。“ 

”你也在處理人工智能和那些沒有靈魂的人。許多人都是那些已經畢業於權力地位的人，他們

的精神或思想都不對。他們的意識已被改變和訓練，只能回應一套議程。“ 

”現在，我告訴你這些事情，你們中的一些人已經知道了，因為我希望你們中間沒有人能夠無

知。“ 

”他們是什麼 -敵人的克隆人和撒旦的信徒 - 已經為這個國家的計劃得到了精心的執行，層層

疊疊。扭轉秩序遠比選擇一個能做正確事情的人復雜得多。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時候對你非常困

難的原因。“ 

*** 

摘自的消息 2017 年 2 月 25 日- 捍衛真相，揭露謊言......站在特朗普總統的背後團結一致 

耶穌開始......”這對美國人來說是令人震驚的人們在他們的鼻子底下發生的。事實上，令人震驚

的是，沒有人願意相信它。而這正受到精英控制媒體的利用。從沼澤中排出的水越多，報復就

越惡毒。這是我的基督徒可以獲得勝利的地方。捍衛真相，揭露謊言，並支持站在團結這個人

背後的- 特朗普總統。“ 

”為了破壞政府穩定，正在製造關於他的許多謠言和虛假報導，但我祈禱的基督徒正在禱告將

這些謊言扼殺在萌芽狀態。禱告，禱告，我再說：禱告。是的，你們都為這個男人和正確的人

受了很大的痛苦，你們的祈禱使襲擊者處於困境之中。但他需要祈求力量：道德，精神，身體

和情感。“ 

”地下政府正在躲避和使用許多不知情的人，他們沒有興趣為這個國家做正確的事情。“ 

”喚醒美國，醒來！是時候看看你的政治制度的現實情況了。是時候讓你的代表對他們的忠誠

以及他們攻擊那些“消耗沼澤”的方式負責。“ 



”這是一個討厭，骯髒的事情，但我的天使正在努力扭轉局勢。正在對敵人施加超自然的智慧

和影響。當人們對比自己的生命更愛正義時，這種邪惡就會被束縛，甚至可能被推翻。一切都

掌握在你手中，我的人民 - 你的祈禱，齋戒和祭品。“ 

”奧巴馬在這個國家欺騙的時間即將結束。他將被揭露他是誰和他對這個國家做的，這個國家

將踩著他的骨頭踩到她的命運。“ 

”我告訴你的三年仍然是有條件的。它仍然取決於你的祈禱和齋戒。我告訴你會發生什麼，但

如果你不為這個季節祈禱和禁食，直到最大的危險結束，它就不會發生。是的，總統要面對挑

戰，但不會像他在這一小時所面臨的那樣嚴峻。這就是為什麼我呼喚我的祈禱戰士禁食祈禱。

“ 

”期待我大力移動，你將看到上帝的榮耀和他在即將來臨的季節中反對邪惡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