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 8 小时
by Ricardo Cid

主说, “我给我在地上的人们发此信息, 因为我在天堂的国度.”
启示录 4:1
此后我看到,
此后我看到, 瞧,天堂的门
天堂的门打开了: 我听到的第一个声
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好象喇叭一
个声音好象喇叭一样
音好象喇叭一样; 它说, 过来,
过来, 我给你们看将来必然
将来必然发
必然发生的
事.
启示录 5:11
瞧,我听到王位周围
我听到王位周围天使，
天使，野兽和老者的声
和老者的声音:他们数不剩
们数不剩数
不剩数,;大声的说着,
说着, 那些值得敬畏的是为
那些值得敬畏的是为他而死的羔羊,
他而死的羔羊, 财
富, 智慧,
智慧, 力量,
力量, 荣誉,
荣誉, 光耀, 和恩惠.
和恩惠.
请, 教堂听发生在我生命里的事. 在梦里面, 主开始我和我谈话，我记得在那个梦里, 我走出房子.我走在家附近的街
上然后我感觉到有人举起我到天上我在云上赞美主.一道光亮出现，里面有个声音说, “瑞卡多,
瑞卡多, 瑞卡多,
瑞卡多,辞掉你的工作因
为我需要你用你的生命为
我需要你用你的生命为我的教堂做些事情 .”听到这些话后 , 我惊吓而醒. 我站起来哭着对他说, “主啊，是什么?”
声音强有力的进入我的耳朵. 这样的事又接连的发生了好多天.然后我又躺下睡觉并有同样的梦。主告诉我同样的话.重复
几次,我就会惊叫而醒因为主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我浑身发抖并大叫，我的父母问, “怎么了” 我告诉他们我的梦然后我妈
会为我祈祷并告诉我, “如果主和你说话, 他会让你理解.” 我们一直祷告知道我到上班离开.我母亲告诉我准备好离职.我
们请求主给我们一个迹象让我们知道是否是他和我讲话. 我洗了个澡, 做好准备, 去上班. 我以前在智利实验室工作
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坐上公共汽车去上班.当我一下车, 立刻会有人告诉我, “你在这干什么?你不该再来这里了.” 在其他
场合, 人们告诉我同样的话. 惊奇的是他们不会重生. 这就是主给我的迹象.迹象之后,我决定去找老板辞职. 我跟他说,
“我必须离开因为主命令我这样做 t.” 当主命令时,我们必须遵守. 我的老板关心的问, “那你去做什么? 你去哪找这么
好的工作去?” 我说我必须遵守. 所以他们为我举行了一个两千多人的告别会. 后来, 我就收拾东西回家了.到家后我哭了,
我母亲在门廊等着我. 我告诉她我已经辞职了因为主通过别人证实了他的话. 她回答到,“如果主告诉你, 愿他安排你的生
命取悦他.”
母亲和我进屋聊天直到很晚. 然后我告诉她说我得睡觉了因为主会在蒙里跟我说话.我以为如此, 但却没有发生. 但是
他会通过其他方式告诉我的. 当我正要睡觉的时候,房间开始摇动. 我开始大喊, “圣地亚哥地震了.”我试图逃跑, 但是有
什么挡住我不让我出去. 我能看到我的母亲和家人穿过房间我大叫却没人能听到我.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是天使挡住的我.
我回去躺在床上哭着向主祈祷, 求他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声音对我说. 圣灵用最美妙的声音对我说, “瑞卡多,
瑞卡多, 现在你已经
在你已经离开了你的工作,
了你的工作, 我想让
我想让你去教堂然后为
你去教堂然后为你的
生命每天祈祷
生命每天祈祷 7 个小时, 还有为我再地上的教堂祈祷
我再地上的教堂祈祷.” 主停止说话, 房间也停止摇动. 然后我向门走去发现自己现在又
可以离开房间了. 然后我跑到我母亲那并大叫 “我听到圣灵的声音了” 然后离开家并在外面大喊. 有些人不相信在今天上
帝依然和人说话但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他的确和人说话! 如果上帝可以跟 Abraham 说, 他也能跟我们说，能跟他的教堂说!
我来到教堂告诉主教这件事然后我们同意每天早上 8 点开放教堂这样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并遵守他的旨意. 每天早上, 我都会
祷告一两个小时, 到第三个小时, 我就没什么要祷求的了然后我问主, “主啊, 我还有什么祈祷的吗? 我还剩下四个小
时!”
然后, 我听到从教堂门后隆隆的响声. 然后我离开教堂像一个醉汉左右摇摆. 摇摆的时候，上帝对我说话，声音和我以
前梦里的完全不一样. 以前他的声音充满了权威, 这次, 他的声音充满了悲伤.他说, “瑞卡多,
瑞卡多, 瑞卡多 为我的教堂祈祷
我的教堂祈祷!
我的教堂不再一样
我的教堂不再一样了!! 我在地上的教堂已经
我在地上的教堂已经改变了. 它们已经没有信心了
经没有信心了.
有信心了. 他们不在相信我，
不在相信我，不在相信我的存在了!
不在相信我的存在了! 告诉
他们我的真实
我的真实!! 告知他们
告知他们, 因为他们不在为
不在为禁食日而祷
禁食日而祷告!” 他说完话震动就停止了. 然后我在教堂里呆了四个小时乞求
上帝的臣民能接受并明白。

第二个星期四的代祷,我的骨头和关节非常疼所以不想起床.我母亲叫醒我让我去教堂,我抱怨说身体不舒服. 她建议我在家
祷告. 然而, 我提醒说主一定要我去教堂祷告. 所以她帮我起来并带我去了教堂. 那天早上, 教堂有很多人在祷告。我让大
家帮我祷告因为我浑身疼. 我告诉他们我太虚弱不能祷告.所以大家为我涂油净身并为我的身体祷告，然后我从上帝那得到
了超自然的力量!! 哈里路呀! 我开始祷告,乞求上帝对智利民族的仁慈同时也为家庭，教堂和那些受毒害的人。
我完成了代祷并在晚上回到教堂做服侍. 在主教祝福之后, 我举起双手并感觉到有人穿过摸了我后背一下.当那发生事,
我失去所有的力气并晕倒在地上.主教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连说话都没劲. 然后教堂里的人
都围着我用方言给我祷告. 人群里有的人看到天使到来让我离开我的身体. 主教说道, “你不会离开你的身体!”. 当他说
这句话事, 天使就不在示意我离开我的身体了. 你看, 每一个在耶酥里有权的人都能这样做.
然后主教问我, “这个天使想让你离开你的身体已经多长时间了?” 我就问天使, "你占据我一个小时? 两个? 还是三
个小时?” 天使回答说, “不，你要离开身体 8 小时去三重天见耶酥因为他要和你说话.” 然后，天使接着说, “我不是将
保护你到天堂的那个人,我是在地上每天保护你的天使. 午夜会有三个从天堂来的天使带你去三重天.”我把此事告诉主教，
他决定用另一个弟兄的车带我到神父家的二楼. 当我躺在一个房间里,我们能听见狗叫和其他人的喊叫.
经历过此事, 有人告诉我说，有两个穿白袍带亮光的人在街心出现并走道房子的一楼然后上了二楼我呆的地方. 这些天
使非常漂亮. 他们有完美无暇的白发，比雪还白，眼睛像珍珠一样. 他们的皮肤像婴儿但却健壮无比. 他们有无穷的力量!!
我然后告诉主教, 这些是被派来接我去天堂的天使. 他们中的一个示意我离开我的身体. 这时候我的身体又开始疼了. 一个
挨着我的弟兄给我按摩，他说我的身体像冰一样的寒冷. 接着，他们用各种方法帮我取暖. 当天使让我离开我的身体时, 我
开始感觉到十分痛苦，从一边移到另一边. 我感觉死亡在占据我的身体。我向在耶酥里的弟兄喊道, “不要埋葬我，我会回
来的!”
我离开身体,然后跳到床上. 我看到弟兄摸着我的身体说, “他走了，他离开身体了!” 但我就站站他们旁边说, “我
就在这!” 然而他们却看不见我，因为那是没有灵魂的身体.他们用毯子把我包起来.
一个天使告诉我说, “该走了,主在等你呢!” 每个天使抓住我的胳膊带我去向天堂。我以光速穿过大气层. 我告诉你, 尽
管你不相信, 耶酥基督存在，永永远远!!
过后, 当主告诉我回到我身体时, 我告诉他, “谁会相信我呢, 让我陪在你身边吧!! 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地上的缺乏信心太多了, 谁会相信我的经历?” 主回答说, “有人会
有人会相信你的故事,
相信你的故事, 只有那些真正属
只有那些真正属于我教堂的人会
于我教堂的人会相
信 .”
我灵魂脱壳的那晚，我以及快的速度飞向我的主.我回头看着地球，然后我经过月球, 它明亮的光照亮了地球的夜空. 后
来，我亲眼看到了巨大的太阳; 它的火焰温暖了地球. 然后我继续的飞，看到满天的星星从我的身边经过. 上帝让我看到了
太阳，月亮都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这宇宙和一切的创造者!!! 他是无比的伟大!
我们一直以这样速度穿行着直道一个看不到星星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 我向下看，看道闪烁的星系. 我开始
感觉害怕就问天使, “你们带我去哪? 请带我回地上吧!” 他们然后更紧的抓着我并用腿缠住我. 我由于害怕像婴儿一样屈
身. 天使说 “安静，我们带你去三重天耶酥在那等你!” 天使停下来，这时候我向四周看却看不到任何事物, 我不知道在
那，猜想是在二重天吧.
天使抓着我时，我像婴儿一样支撑着我自己。突然我感觉并听到我上空的惊叫声. 天使抓紧我说, “瑞卡多,别害怕，
耶酥与我同在!” 然后他们又说,, “转身，看你的上面!” 然后我为我所看到的而惊讶，因为在我们上面有一些其他的生
物在动. 一个天使说, “听着，我们会告诉你刚才你所看到的!” 然后，一个天使用手照亮了所有的天空让我看刚才的那些
东西. 当天空被照亮之后，天上全都是邪灵和恶魔. 主以耶酥之名斥责他们!! 圣经是真的!! 地上所发生的都是你在启示录
中所看到的. 耶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怎么才能说服你呢, 很快了!! 我问天使, “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当中的一个回答
说, “这是天上黑暗的国度，撒旦和他的恶魔在此.” 我开始问, “这就是为什么地上有那么多的恶魔! 这些恶魔从这个国
度来到地上然后对人类进行攻击并制造各种各样的灾难. 地上充满了恶魔!” 数以千万，太多了。.
然后天使示意我仔细的看，他们给我展示了那些恶魔的嘴脸，他们当中的很多电视上都出现过，我们也看到过. 他们都
是怪物!! 我看到了雷猫，暴力女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恐怖电影和讽刺动化里面的人物. 所有这些动化片和电影的创造者都
和魔鬼签了约来为电视和电影制造这些东西!! 所有的画像和灵感都来自于我刚经过的那个灵魂的国度. 为什么你认为现在
孩子们都非常反叛?? 是因为在孩子看电视的时候，恶魔进入了他们的心.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教育孩子怎么样分辨去看什
么样的电影. 天使告诉我这些都是事实和真相.这些恶魔都存在，人们和魔鬼签约然后把他们带到地上. 这些魔鬼开始辱骂
我，辱骂教堂，我们的父亲还有我们的主耶酥因为他们不尊重上帝和他创造的世界，他们痛恨这一切。.

然后我看见了一个叫 Hugo 的小妖精, 它在智利是一个流行的动漫人物. 他看起来很吓人.他走过来告诉我说, “我们
要去地球上杀死所有的小孩!” 你认为我为什么要杀害小孩子?是因为他们中有人说一些事情从电视里出来并告诉我去做这
做那. 这些恶魔憎恨地球, 愿上帝保佑并洁净智利!! 一个天使告诉我说 “继续看!” 恶魔说, “我们试图摧毁教堂, 但我
们不能，因为当我们杀死一个，又会有几千人起来代替他!” 从教堂的开始, 撒旦已经试着摧毁它了, 试着摧毁真正传上帝
福音和做工的教堂, 但他做不到因为主耶酥基督保护我们! 光耀归于主! 然后魔鬼说, “让我们尝试其他的方法, 让我们进
入教堂当中，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属于我们!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来拆散那些弟兄们。我们将用闲言闲语让教堂四分五裂 圣
灵到那时就会伤心而离开.” 魔鬼到处去毁坏上帝的公议. 就像圣经中说到的:
1Peter 5:8
要镇定和警惕;
定和警惕;因为你的敌
你的敌人是魔鬼,
人是魔鬼,像一个
像一个怒吼的狮
怒吼的狮子, 走着并巡视着
并巡视着它能吞掉
视着它能吞掉谁
它能吞掉谁
我不想再看了, 但天使告诉我继续看所发生的事.我看到当一个闪烁的星星出现时，魔鬼四处而逃.当星星越来越近时,它
给主带来了赞美和敬拜.这不是一颗星星,而是成千上万的天使，他们骑着白马，赞美神圣的主!! 他们大喊 “圣洁，圣洁，
圣洁的是永远的主! 主是开始也是结束,是一切，让所有的生命都赞美主吧!” 然后我看到了一场大战，之后魔鬼就都消失
了. "不用再害怕了，因为我们的天使要比敌人的天使多的多!"
天使们飞向三重天.他们分成两组，左边右边分别一组.这是一条通往三重天的路!这路同向天堂，你能看到天国的城市.
(地球上的卫星拍过这里的照片. 这个天堂的国度确实存在! 电视和广播都说过.) 我能够看到非凡的和荣耀的天使之路. 他
们清除了此地的魔鬼却从未停止赞美主，赞美他的名! 天使把我放在他们前面说, “你得在这等!”
在远处,我看到从天国有一个身穿白袍坐骑白马的人。当他接近我时, 天使还是不停的赞美主的名. 这个人来到我身边与
我有四米之遥. 他无比的美丽, 甚至比其他的所有天使都美. 我期待着他与我讲话, 但是他却凝视了我一会然后喊道, “我
是! 我是 Michael 大主教，我负责保护你和地上的教堂!”我以前曾与 Michael 见过面，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转向一边
为我指出去往天国的路. 他说, “进去吧! 主耶酥在等你! “我走在通向天国的路上, 那些天使们高喊并赞美着主. 当我看
到天国时，我哭了.
天国由闪亮发光的金子而成 而大门是美丽的珍珠. 地板是透明一般的水晶. 我在地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东西，
人类也制造不出如此的美景. 世上最伟大的建筑师是主因为他是全宇宙的上帝.我在天国的外面，这时候大门向我打开.我可
以看到里面的墙是由蓝宝石，红宝石和珍珠而制成，那看起来精美无暇. 在天国的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声音在赞美主，赞美上
帝! 我从外面听到这声音，然后浑身发抖. 我听到了一个震撼天堂的声音后面还有数不尽的声音 “圣洁, 圣洁, 圣洁的是
上帝的羔羊，所有的光耀和荣誉都归于父 阿门!” 那个伟大的声音喊着 “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只有圣洁的才能进入此
地! 因为没有圣洁和虔诚，没有人能够看到主.” 没有圣洁，没有人能看见他.
一个声音说, “进来,” 我遵从进入. 然后我看到神奇的王位带着漂动的或. 火是来自于那王坐, 我集中注意力然后看
到了主耶酥, 千王之王，万神之婶! 我身体无力躺倒在他的面前. 他的手从火中伸向我，他说, “站起来
站起来!” 我获得了力
量站了起来.我立刻开始摸主的脚，胳膊和他的身体. 当我看到他的脸, 他和地上画家在画中的描述一点都不同! 许多人用
木头或其他雕刻出主的摸样!但我要告诉你们, 主耶酥和那些形象完全不同. 他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上帝! 他并不是平凡的,
他充满了力量!! 他说, “我不是用木头
我不是用木头或粉笔
或粉笔制作的雕像,
制作的雕像, 我是真正存在的!
我是真正存在的!” 他继续说道, “告诉我地上的教堂我的真
实!! 我真实
我真实的存在!
的存在! 告诉我的人们
我的人们天堂是真实
天堂是真实的，我在此等候!
我在此等候!”
他告诉我, “来，跟我来
跟我来，我让你看一些伟
你看一些伟大的东
大的东西.” 我向下看然后看到了地球发生的一切. 主耶酥说, “我能看
到教堂里发生的一切!
看我教堂!”我看到弟
到教堂里发
生的一切!” 他知道我们做的任何事而且我从天上也都能看到你们. 主耶酥告诉我说, “看我教堂!
兄姊妹相对, 教堂和教堂相对. 主接着说, “我的教堂已经没
我的教堂已经没有了信心
经没有了信心,
有了信心, 他们不想再相信我了,
不想再相信我了, 地上已发
地上已发生了软
生了软弱人们
弱人们不
相信我是真实
相信我是真实存在的.
存在的. 告诉我的人们
我的人们，我要在地上做工!
我要在地上做工!我的教堂在瓦解."
我的教堂在瓦解." 主为他的教堂哭了然后说, “这不在是我的教
堂了!
我的教堂行在伟大的意想的路上，
大的意想的路上，行在
堂了!” 我说, “主，不要那样说! 我们当然都是你的教堂.” 主回答说, “不，我的教堂行在伟
伟大的奇迹
大的奇迹的路上!
的路上!他们已经衰败! 然而，
然而，告诉他们我会回去高举
回去高举他们!”
他让我继续跟他走。我们穿过了一个门，里面的地板是由纯金制成的. 我开始跑来跑去抓起金沙往自己身上撒.然后主
叫我回来并告诉我天堂里到处都是黄金街道. “这些都属
些都属于我的人们
但是在教堂里有很多的贼，他们偷税
于我的人们,” 主说道. “但是在教堂里有很多的贼
和纪拜品!
拜品! 告诉他们没有
们没有贼能进入到我的天堂!
入到我的天堂!” 我们要为主而变的正直. 然后我看到了一张长桌，上面有各种美食和点
心足以数千万人食用.上面还有皇冠和水晶杯供认饮用. 主接着说, “瑞卡多，
瑞卡多，所有的这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
一切都是为我的人民准备
我的人民准备的!” 这
是为婚庆准备的桌子.
还有一个耶酥里的姊妹也被带到过天堂她也看到天使在忙于准备婚礼! 我告诉主说, “为什么她看到天使在此准备, 我
却 在这什么都没看到?” 主回答说, “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所有的准备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
都已经完成!
完成!” 所有为主做工的或遵从他的都有皇冠. 我然后
说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 当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吗? 那还有多长时间? 给我展示时间, 天堂的钟表上还有多长时间?” 许
多其他的人都在梦里看到过钟表的异象, 展示主要在午夜时归来, “主啊，
主啊，什么时
什么时候表才会
候表才会走到午夜呢?
走到午夜呢? 是不是还
是不是还有一分
钟? 五分钟
五分钟?” 主耶酥观察到我的表情, 然后他回答说, “瑞卡多,
瑞卡多, 天堂已没
天堂已没有时钟!
时钟!” 我接着问到, “那么主啊,
那么主啊, 如果

已经没有
经没有时间,
时间, 为什么你还没
什么你还没有
还没有归来呢
归来呢?” 主耶酥抬起手用他的拇指和食指展示了一个小的迹象, “所剩的时间
所剩的时间只有父
时间只有父对
只有父对
那些已经坠
那些已经坠落的人一
经坠落的人一个
落的人一个机会去悔改并做第一件事.
去悔改并做第一件事.” 圣灵之主已经归来因为他已经给我一丝的恩典去悔改。那个时间被叫
做 “父恩典的时间.” 主耶酥随时会归来, 我们必须开始用心去寻找，禁食，祷告，去做旧时的第一件事.我马上就要完成
了. 主耶酥回答说, “我们是借着
是借着主恩典的时间
主恩典的时间!
时间!”
然后天使出现在我们的右边，喊到, “时间到了!! 时间结束了. 所有的准备都已完成! 主耶酥在接受他的荣耀!”主要
来了圣经中的经文都会实现!电影中演到一些灾难要降临. 科学家们知道一些大的灾难要发生, 他们只是不清楚那是什么!
然而, 我们教堂知道是主耶酥快来了! 当天使的喊声结束后, 所有的天使都开始喜悦的跳为新娘回归天堂而高兴.我继续问,
“怎么了?”但没有人注意到我, 他们都为了这个好消息而高兴.所以我加入他们，开始一起赞美敬拜主的名! 在那一刻，当
我举起我的手臂，我感觉到有人举起我，以飞的速度带我离开天堂向下而去。
现在, 天使们都在为新娘的归来而高兴. 我回到地上掉到我每天祈祷的教堂的讲堂上. 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了!!
太短了 !!如果你不相信我,
那就算了吧..但是他会回来，并且那是永恒的. 上帝的子民不愿相信这喜悦. 清醒吧, 看在上帝的份上醒来接受这事实吧!!
(瑞卡多哭着
瑞卡多哭着).
主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说, “瑞卡多,
瑞卡多,这就是如果此事发
就是如果此事发生他们
生他们的喜悦
的喜悦!” 我然后能看到整个地球和神圣的美丽的圣
灵, 他给我们平安与喜悦当我们离开地球时.然后我看到一股云气进入到教堂并围住了我，我问主说, “这是什么?” 他说,
“这是我的喜悦
是我的喜悦.” 然后我看到人们拥挤由门而入, 争先恐后, 并叫喊着, “我的孩子在哪? 他们都消失了!” 所有的孩
子都没有了因为上帝不会把任何人留在后面的. 第一个进来的是唱诗班的领队, 他喊道, “教堂里的人呢! 我被遗漏了! 我
留下了! 留下了!” 在他之后,我看到其他的神父，弟兄姊妹和教工都哭了起来, “我被遗漏了!” 很多的父母和夫妻也在
到处寻找他们的爱人，教堂的说, “你爱的人不在这! 主带走了他们.” 然后他们都痛苦流涕, “那么，这些都是真的了,
耶酥来带走了新娘!”
人们痛苦流涕悔恨自己当初为何不相信主耶酥基督. 每个不相信耶酥的人都好象失去了救世主似的!我看到很多的人和
牧师都哭泣着并且开始质问牧师, “为什么不宣讲
什么不宣讲真理,
真理, 为什么不教我们
什么不教我们圣洁，
圣洁，不警告我们这
不警告我们这一切
们这一切?
一切? 我们被遗漏都是你的
错!”许多人都会被落在后面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圣洁. 我们要宣讲真正的圣洁并用心去认罪! 我看到人们是如何殴打牧
师，残忍至极. 牧师哭喊着求饶，求大家不要伤害他.人们不会住手因为他们现在成为魔鬼.
有整个教堂的人都被落下的. 我看到有人伤心的挖出自己的眼睛. 有的人疯狂的把头撞到墙上和地上因为他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耶酥耶酥是唯一的答案. 因为人们还想继续犯罪，继续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人们用刀切自己或是撞击他们的头知道
头颅崩裂倒地而止. 我看到那些伤害自己的人血流溅到教堂的每个角落. 然后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向主哭求到, “求你主带我
离开这!” 太迟了. 他已经到来接走了他的教堂.我倒在地上因为看到太多可怕的事.
主耶酥对我说, “在大苦难
在大苦难中,将会有前所未有的
将会有前所未有的灾难
有前所未有的灾难.
灾难.”我接着问道, “为什么人们伤害了他们自己又跳了起来?”
主耶酥回答说, “因为在此时
在此时,人们会寻
们会寻死却不能.
不能. 死亡会从地上溜
地上溜走. 我问主说, “那些人和牧师为什么会被落下?” 主
耶酥说,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 我了解他们
我了解他们心.” 上帝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一清二楚. 我晕倒在地上, 几乎失去意志.
主耶酥说, “我要展示
我要展示给
展示给你这一切这样
一切这样你
这样你可以警
可以警醒我的教堂，
我的教堂，给他们希望.
希望. 告诉他们如果现
如果现在认罪悔改,
悔改, 还有时间，
时间，我会
原谅他们. 我会在地上做伟
在地上做伟大的事.”
请睁开你们的眼睛. 智利的福音教堂在成长. “告诉我的人民，
我的人民，他们如果寻
如果寻求原谅
求原谅, 我就会
我就会赦免.
赦免.”然后我看到了另一
个迹象，天堂被火包围. 主耶酥问道,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你在地上看到的火
你在地上看到的火,是智利
是智利国家的火.因为智利崇尚主
利崇尚主耶酥!
耶酥! 上帝要
改变智利!” 然后我看到火朝智利的方向移动，主耶酥说,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对智利睁开了眼.” 当火焰临上智利, 其他国家将
会看到并注意到上帝临向此地. 地上的教堂都会喜悦为此而高兴. 主耶酥从迹象里带我到一个地方 “Paseo Humada” 给我
看伤残和身受重伤的人. 然后我看到真正的信者，他们向上帝求祷医治他们伤残的双腿. 伤残会遵守上帝的旨意在他们的面
前恢复. 没有胳膊的人会立刻长出新肢. 在此时, 主耶酥会展示神奇的医治.教堂内人们会得医治. 这天, 死人会站起来上
帝会用你们在智利展示旧时门徒在圣经里所做的，所展示的。.
这是主耶酥给我揭示的一切(瑞卡多西德
瑞卡多西德). 他即将到来. 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