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邀请函
--------------

看哪，耶稣站在你的心门，敲门。 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并会打开你的心，他的精神和上帝的灵要进
来住在你的心里，你会成为其中之一。 他们会帮助你克服这个尘世的生活，这样你可以在天上与他们
永恒的生命旅程结束时，你在地上。
使徒爱德华

圣经诗篇：启示录3:20-21，约翰福音14:23;约翰一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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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书的内容
-----------------------

邀请书
打开你的心
所有你的心
锻炼你的信仰
出生再次成为
耶稣的指示，要保
四基督的期望
服从上帝的期望
曾任认识基督的神
得到神的确定权
保罗标识上帝如父
成为一个在精神
给上帝一个忠诚的心
我们重生通过对神的话语
保罗的重生公式
不要错过第二部分
义最低标准
爱上神
祷告接受神的邀请
使徒爱德华
两次心脏网关

打开你的心
------------------

究竟是什么意思打开你的心交给上帝和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的人？ 嗯，这真的很简单，如果你仔细想
想。 每一个你不爱占据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你心中“，其中的快乐，幸福，悲伤心痛或伤心，甚至可能



会出现”？

当您选择爱一个人，你打开你的心，所有与爱相关的情感。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神。 他想在这个特别
的地方被称为你的心。 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由我们心中敲门要求我们“开放提供第二次机会。”
您好！ 你知道，我们的世俗生活的旅程后开始结束？ 你知道“邀请”来自上帝？

所有你的心跳
-----------------

神差遣耶稣提醒我们再次指出，“天国”是真实的。 这为那些有悔改，谁将会返回到上帝来世。 耶稣
并不是第一个向我们提供这一邀请一个永恒的生命。

上帝说：“你会发现我，当你搜索我用你的心的！” 耶利米29:13

为了让您寻找神用你的心，你就必须承认神的存在，进入信仰领域的一步。

“但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取悦他，因为他涉及到谁，他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他是这些谁寻求他的
赏赐。” 希伯来书11:6

行使您的信德的宣言
-------------------

你的方法与您的神的信仰的整个心。 行使信仰意味着你没有所有的答案。 如果你有答案，你不会需
要行使信仰/希望。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11:1

“信来了听证会，由上帝的话听证会。” 罗马书10:17

你越认识神的话语，就越容易行使信仰。 只有通过行使信仰你能成为重生。 你是第一个出生的女子
[肉]。 成为重生意味着你是从灵生的，并承认通过返回到你的神，我们的造物主。

你回到上帝行使对儿童的信仰，接受神的话当作真理。

重生成为
-----------------

许多鼓吹你出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了。 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救恩真理。 接受基督为救
主必须超越仅仅唱衰他的主。

耶稣说：“不是每个人谁对我说：'主，主不得进入天国，但他在天堂里，谁做我的父亲[神]的意志。” 
马修7:21



耶稣拒绝谁声称，他是他们的救星许多基督徒。 我们没有去猜测为什么，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
在诗23。

耶稣说：“我会向他们宣布[那些谁拒绝基督]的人，我从来不知道你们离开我，你谁的做法无法无
天。”
马修7:23

耶稣的指示保罗
---------------------------

因此，在耶稣自己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是声称，与我们的嘴巴救世主，是许多人在鼓吹什么尽管
不够。 保罗解释到国王阿格里帕在行为，他收到的指示从耶稣。

耶稣说：“我现在给你[向外邦人]打开他们的眼睛，把他们从黑暗到光，并从撒旦的权力，上帝，他们
可能会得到宽恕的罪孽和1之间的谁是圣洁的继承 在我的信仰。“ 行为26:17-18

所以，在基督的心，你至少有四个事情要做，让你继承，这是一个在天上永恒的生命。 这是邀请我在
说什么。

四基督教的期望
---------------------------

1。 你打开你的眼睛。 这意味着你打开你的心，听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 那你把你的心现正考虑的
信息。

2。 你把从黑暗走向光明。 这意味着你对上帝的方式，而不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重点。

3。 你把从撒旦对上帝的权力。 这意味着，你后悔你的罪恶，进入神的大水龙头。 这意味着，如果
你选择成为一个与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

4。 你是圣洁的耶稣的信仰。 这意味着你是圣洁的神面前作出的选择，因为你的眼睛相信在上帝的独
生儿子Ð人耶稣基督的拿撒勒。 你的信仰是随后的服从。

屈从期望神
----------------------------

“上帝爱世人，他给了他的独生[人权]的儿子，凡信他[耶稣]应该不会灭亡，但有永恒的生命。” 约
翰3:16

多么美妙的诗句，这是，但是如果你停在约翰在这里，你将错过在36节的消息。



“谁相信儿子[耶稣]有永恒的生命，谁不相信他的儿子不得见永生，但他遵守上帝的愤怒。” 约翰福音
3:36

一些国家的圣经清楚在这最后一部分对这些谁不服从上帝的儿子愤怒遵守。 因此，你不仅要相信耶
稣，但你必须相信他，服从他的命令教。

认识基督的神送达
-----------------------------

许多基督徒都被误导，虚假的教义，不再知道上帝，基督的服务。 更糟的是，他们错误地取代基督作
为他们的神。 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人造传统所谓的“三位一体学说”已经否定了许多教堂的耶稣和保
罗实际的教导。 仔细听，这一点很重要。

耶稣说：“谁信我，我不相信，但他谁送我。” 约翰12:44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在耶稣，你听他的话，你必须返回到他的父，我们的上帝。 这意味着你知道
父，全能的上帝，谁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并在希伯来文指定的四个字符YWHW知道。 耶和华取
代圣经YWHW指定的神。

耶稣说：“我升天我的父亲和你父亲，我的上帝和你的神。” 约翰20:17

这是从耶稣很简单的话。 他讲的上帝，我们所有的服务，包括他自己。 然而，许多谁在三位一体的
教义认为，不能接受这些，因为他们的文字。 不正当歪曲和扭曲的教义现在领导人民为宗旨，以地狱
基督的话。 重要的是它知道上帝，基督送达？ 是的，这是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在2帖。 
1:8。

“当主耶稣是从天上显示上帝的大能的天使，在火焰中[基督]采取报复上）那些谁不知道上帝，和乙）
那些谁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
帖撒罗尼迦后书1:8

获得上帝的身份权
------------------------

七圣经教导：
1。 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7:16-17

2。 在所有的事情，要像基督的人的兄弟，以使他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大祭司的。 希伯来书2:17

3。 这些谁不相信基督耶稣和服从不是真的保存。 约翰福音3:36

4。 基督教我们崇拜和服务只有父亲，“他的神，我们的上帝。” 马修4:10

5。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只对父亲，“他的神，我们的上帝。” 约翰4:23-24;马太福音6:6



6。 耶稣教导我们，他是第一个神的创造。
启示录3:14

7。 有7个神的精神。 启示录1:4

“敬畏神[谁耶稣和保罗确定为父亲]和荣耀归给他，因为他的判断的时候到了，和他崇拜谁造天，地，
海和泉水。” 启示录14:7

郑明训标识上帝为父亲
---------------------------------

耶稣教导我们，父亲是他的神，也是我们的上帝。 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关于神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同样
的事情！

一神，父

“有没有其他的神，但1。因为即使有所谓的神，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球上（因为有许多神，许多领
主），我们还É

只有一个神，人是一切事物，我们对他父亲;及

一主，耶稣基督
一个主耶稣基督，通过他们的一切事物，并通过他们我们的生活。“哥林多前书8:4-6

这意味着我们是神和他所创建，但我们通过基督耶稣住在基督信仰和服从我们的上帝。

这是我们在基督信仰，欢迎到我们的心，他的精神和他的上帝的精神。 当我们在信仰运作，而不必回
答所有的人，对我们的心门敞开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和他的神。 这是我们顺服神，然后使我们能够克服
这个世界。

成为一灵
----------------------

我的妻子杰奎琳的精神，我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 当然，我们不是字面上一个肉体，但在精神方面，
我们是一体。 我们的心是相同的，同样的精神和思想，因为这一点，我们都几乎一切。 我们不是机
器人。 我们都已经在时代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万众一心。

因为我们是互相的，我们经常互相完成的句子，甚至知道什么其他的想法早就说过任何话。 我经常能
听到她的声音对我说或听到她心里想着我。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她。

我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词汇，因为它是一个神秘的精神发挥作用的债券时，爱是两个人之间非常强烈。 
然而，许多谁作出承诺，要爱一生可以证明的奇迹，他们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与他们的配偶。



在我的妻子杰奎琳在2003年去世，我还能听到她的想法。 我知道她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 例如：当
我错了衬衣达成协议，我什至可以听到她在我的脑海里说：“你可以不穿衬衫，与这条裤子。”

给上帝一个丹心
----------------------

成龙和我所给予我们的心都彼此这种被一个肉惊奇的地方。 我们的心是坚定和毫无疑问忠于对方。 
上帝想要什么不到您承诺和忠诚的心。 如果你的心是忠诚和承诺他，你会惊讶于冒险，他将带给你的
生活。

作者的忠诚眼睛有神搜索
-----------------------------------------

他说：“耶和华的[神的眼睛]来回跑在整个地球，以示对自己的名义强烈的他的心是忠诚的[承诺]
他。” 历代志下16:9

想想这个！ 全能的上帝的名义将显示在您自己也强壮，如果你给他一个忠诚的心。 这一切都刚刚开
始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心在信仰他的儿子耶稣。

我们重生透过神的话语
-----------------------------------------

你会发现这句话用在重生三个地点在圣经：约翰3:3，3:7，并在1彼得1:23。 耶稣对尼哥底母谈话
确认您将需要重生进入神的国在约翰3:3。 在约翰福音3:7-8，耶稣出生再次证实，意味着你是从圣
灵生的。

彼得告诉我们，成为“重生”来。通过“神廉洁单词”

“既然你已经通过纯化服从精神的弟兄们真诚的爱真理你的灵魂，爱用纯洁的心彼此热切，并曾重生，
由于能坏的种子，但不清廉，通过神，生命字 永远和遵守。“
1彼得1:22-23
____________

保罗的重生公式
-------------------------

“但是它说什么了？'这个词是近你甚至在你口里，在你的心。'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鼓吹字）：
如果你承认你的嘴主耶稣，在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对于心一认为，要义。 与口里承
认，就得救。“ 罗马书10:8-10



*两部分，保罗的重生公式
---------------------------------------

我）你承认你的嘴，上帝从死里复活[你在耶稣复活]相信和，

二）你相信在你的心中对神的义。 你想要做什么是正确的神的眼睛。

不要错过第二部分

许多部委的消息推动所有您需要做的是“口”耶稣是你的救主，你便得永生。 您现在可以看到，耶稣所
宣扬的不同的信息，而保罗的拯救方案是两部分，而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您“作为您的主耶稣的
嘴。”

很多人忽视的一部分，保罗的教导二！

任何人谁完全接受基督返回回神，我们的父亲，真正知道上帝和事实，即耶稣是不是神。 他们不崇拜
耶稣，甚至祈求耶稣。 他们听从耶稣教导他们：崇拜只有父亲，我们的神，并祈求只在耶稣的名字父
亲。 我们祈求上帝在耶稣的名义履行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第二部分是在我们心中对神的信仰的正义。 换言之，我们变得服从上帝的正义标准。

最小的义标准
------------------------------

耶稣教导上有最低义的标准，我们必须超越在进入天堂

耶稣说：“我告诉你，除非你的公义超越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决不会进入天国。” 马修5:20

在上面的经文，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公义标准进入天堂。 我们的义必须超过文士和
法利赛人。 他们常常假装正义与神，而是被恶人他们伪君子。

义只是意味着你做什么是正确的神的眼睛。 这通常可以对比，认为它是正确的东西在人的眼睛相反。 
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关于神的品格和好恶。

爱上神
------------------------

许多人相信圣经是耶稣所有，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人不承认耶稣是另一个信使从上帝。 圣经中的
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上帝是谁创造了我们，爱我们这么多，他将发送和牺牲在最后努力，给我
们“邀请他唯一的儿子人类伟大的爱的故事。”

耶稣说：“我必须宣扬神的国的其他城市也因为这个，我已发送的目的。” 路加福音4:43



“对于许多迷惑出去进入世界谁不作为，在肉体来承认耶稣。这是一个迷惑人，敌基督的。”
约翰二书7

要成为保存，你的嘴必须承认人类[在肉体]的到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的死亡。

“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到了，给了我们一个了解，我们知道他[上帝，父亲]谁是真正的，我们
在他[上帝是，父亲]谁是真正的 ，[如果我们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这[神，就是父]是真正的上帝和
永恒的生命。“
约翰一书5:20

如果你接受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心，他把你回他的上帝。 你有，我也喜欢D在与我们的造物主上帝爱
上谁寻求与我们相交。 在这一点上，你会被激发你将来的永恒，你会想知道更多。 你会渴望得到神
的话语，并会读取整个圣经。

这是在31年以前，我爱上了神。 生命的挣扎似乎喜欢我的存在无休止的故事，直到有一天，上帝感动
的方式，我知道他绝对是真实的我的生活。

邀请你的要求承认有更多此刻在这个比你的人的感官可以检测尘世的生活。 还有另一重生活，精神方
面的一面。 除非你成为出生在精神再次，你可以不理解或开始为这一问题的全部真相，甚至认为，在
这尘世生命的存在。

在生活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但往往这些原因有一个精神基础。 上帝派遣，作为人类的罪孽最后牺牲
自己的儿子。 在这个过程中，神留下了一个机会，加强了我们的信仰。

在信心加强了，要求我们开放我们的心，让上帝的圣灵和他的儿子进入教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永恒
的生命。 这是您永恒的邀请，它可能是唯一一个你永远不会收到这辈子。 听上帝。

上帝说话
----------

“那么，那些谁敬畏耶和华[神]互相交谈，耶和华[上帝]聆听，并听取了他们，因此，有纪念册写那些
谁敬畏耶和华，谁在他面前对他的名字打坐。 他们应是我的，说，万军之耶和华，等到有一天，我要
让我的珠宝，我将尽他们作为一个人，他自己的儿子谁备件服务于他。 然后你会再次将善人和恶人之
间一个谁服务于上帝和一个谁不为他服务。“
玛拉基书3:16-18

“救亡属于神的]右手我们的神谁坐在宝座上，和羔羊[耶稣。” 7:11的启示

耶稣说：“最稳妥，我告诉你，谁听我的话，他和他[上帝认为，父亲]谁送我的人有永生，不得生效判
决，但[已经]从死亡中获得通过成为 [永恒]的生活。“ 约翰5:24

如果你知道谁送的神耶稣，你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你会不会在你的死亡时间判断。



耶稣说：“这是永恒的生命，使他们知道你[神，父亲]，唯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的人您发送。”
约翰17:3

耶稣说：“我的学说是不是我的，但他[上帝，父亲]谁送我。” 约翰7:16

上帝一直想为你的生活是最好的。 他邀请一个永恒的生命不只是开始与耶稣。 为您可以在以西结书
第18章发现表达上帝的大爱。 从历史开始你会发现上帝对我们最好的希望，希望我们将背离了邪恶和
正义的生活。

义带入我们与神相交。 这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永恒他的人民。

这是一个选择的神，在信心，知道我们只是在一个临时的旅客在这里地上的旅程。 我们的大决定在地
上，就应该接受现实，上帝是否存在，这种存在生命的真正超越。 在我们心中得知耶稣复活，所以我
们将神复活。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是不是他。” 约翰一书2:15

耶稣说：“这是谁给的精神生命，肉体是无益的。发言的话，我给您的精神，他们的生活。” 约翰
6:63

我是使徒爱德华。 我写到达灵魂与上帝的永恒生命的邀请。 这就是“邀请”我在座。 不过，我特别写
那些灵魂谁主张通过基督的救恩，但一直误以为基督是上帝。

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上帝，基督的服务。 如果这是你，你的问题是永恒的生命。 您需要获得与神权，
反对教会变节的人现在已祈祷和崇拜耶稣而不是上帝，耶稣亲自担任，教我们有关。
任何人都崇拜谁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偶像崇拜承诺在神的眼睛。 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保存，而
是在“精神热水。” 耶稣的崇拜是一样的崇拜任何神父或牧师一样。 上帝说，有没有其他的神，除了
他的。 这包括他的儿子。

研究圣经本章列举[该邀请]非常谨慎。 而在精神，上帝给了我这些经文为你的利益。 这本书适用于
几乎所有其他章节也。 [我指的是七尾时报消息从神的书，可以发现在http://
www.sevenmessages.com线上。 请打开你的心，神的话语，让耶稣基督，我们的老师，成为例如
您按照所有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天家。

做到这一点，你就不会只有爱耶稣和他的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了，你也爱上上帝。 你可以叫他
的天父在你祈祷的。

使徒的祈祷
----------------

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哥哥，谁是我们的老师，上帝听到我的祈祷。 祝福每一个灵魂，它读取本章将开放
他们的心和你的儿子耶稣也向你的精神。 而且，所有谁祈祷的祈祷，并接受您的邀请下，授予他们悔
改。
使徒爱德华



祷告接受神的邀请
---------------------------------

父神，我接受你这个特别邀请在天堂永生。
 
我承认，你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许多人首先要复活和你在一起，我的嘴作为您的儿子和女
儿。

我相信我的心就可以称义，我会尽我所能，住在你的眼睛正义的生活。 我将遵循耶稣的榜样，忠于祂
自己的死亡。

父亲，我感谢你，你和你的儿子将成为我的人帮助我克服这个尘世的生活。 我知道，这会令我们万众
一心，而你的精神将在我住，以指导自己的道路回家。 教我耶和华你的道。 [注：签名和日期你的祷
告上帝。

其关键解锁经文
---------------------------
如果你保持关系上帝和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直人，你就会明白你的圣经和上帝的邀请，一个永恒的生
命将是真实的。 这种关系是成功地理解神的话语的关键。 不要试图解释圣经使用三位一体的教义，
它使得耶稣在约翰8:40和约翰20:17这样简单的诗句骗子。 这也使得保罗在这种简单的诗句作为提摩
太2:5和哥林多前书8:6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