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邀請函
--------------

看哪，耶穌站在門口敲你的心。 如果你聽到他的聲音，並會打開你的心，他的精神和上帝的靈要進來
住在你的心裡，你將成為一個與他們。 他們會幫助你克服這個塵世的生活，讓你可以與他們在天上的
一個永恆的生命旅程結束時，你在地上。
使徒愛德華

聖經詩篇：啟示錄 3:20-21，約翰福音14:23;約翰一書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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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請書的內容
-----------------------

邀請書
打開你的心
所有你的心
鍛煉你的信仰
成為重生
耶穌的指示，要保
4個期望基督
服從上帝的期望
曾任認識基督的神
得到神的確定權
保羅標識上帝如父
成為一個在精神
給上帝一個忠誠的心
我們重生，通過神的話語
保羅的重生公式
不要錯過第二部分
義最低標準
愛上上帝
禱告接受神的邀請
使徒愛德華
兩次心臟網關

打開你的心
------------------



究竟是什麼意思打開你的心交給上帝和他的獨生兒子耶穌的人？ 嗯，這真的很簡單，如果你想一想。 
每一個你不愛佔據一個特殊的地方“在你的心”，其中的快樂，幸福，悲傷，甚至心碎心痛或可能發
生？

當您選擇愛一個人，你打開你的心，所有的情感與愛相關。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神。 他想以這種特殊
的地方叫你的心。 耶穌給了我們第二次機會提供了敲門我們心中要我們“開放”。
您好！ 你知道，我們的世俗生活的旅程後開始結束？ 你知道“邀請”來自上帝？

所有你的心跳
-----------------

神差遣耶穌提醒我們再次指出，“天國王朝”是真實的。 這是一個有來世誰將會為那些悔改，返回到
神。 耶穌並不是第一個向我們提供這一邀請一個永恆的生命。

上帝說：“你會發現我當你尋找我用你的心！” 耶利米29:13

為了讓您尋找神用你的心，你就必須承認神的存在，而進入信仰的領域。

“但如果沒有信心就不可能取悅他，因為他涉及到誰，他必須相信上帝是[存在]，並認為他是誰賞賜那
些尋求他的。” 希伯來書 11:6

行使您的信德的宣言
-------------------

你接近上帝與你的整個心，信仰。 行使信仰意味著你沒有所有的答案。 如果你有答案，你不會需要
行使信仰/希望。

“現在的信念是希望的物質的東西，證據沒有見過的東西。” 希伯來書 11:1

“信是從聽，並聽取了上帝的話。” 羅馬書 10:17

你越認識神的話語，就越容易行使信仰。 只有通過行使信仰你能成為重生。 你是第一個出生的女子
[肉]。 成為重生意味著你是天生的精神的回歸，承認你的神，我們的造物主。

你回到上帝的信仰，行使一個孩子，接受神的話當作真理。

成為重生
-----------------

許多鼓吹你重生，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你的救主。 然而，這並不是完全的真理拯救的。 接受基督為救
主必須超越僅僅唱衰他作為主。



耶穌說：“不是每個人誰對我說：'主，主不得進入天國，但他的意志誰做我的父親 [神]在天上。” 
馬修 7:21

耶穌拒絕許多基督徒誰聲稱，他是他們的救星。 我們沒有去猜測為什麼，因為耶穌告訴我們，為什麼
在詩 23。

耶穌說：“我會向他們宣布[這些人誰拒絕基督]，我從來不知道你們離開我，你誰的做法無法無天。”
馬修 7:23

耶穌的指示保羅
---------------------------

因此，在耶穌自己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他只是聲稱，作為我們的救星嘴巴，是不夠的，儘管在許多人
鼓吹什麼。 保羅解釋到國王阿格里帕在行為，他收到的指示從耶穌。

耶穌說：“我現在給你[向外邦人]打開他們的眼睛，把他們從黑暗走向光明，從撒旦的力量向上帝，他
們可能會得到寬恕的罪孽和繼承者之間的誰是聖潔 在我的信仰。“ 行為 26:17-18

所以，在基督的心，你至少有四個事情要做，讓你繼承，這是一個永恆的生命在天上。 這是邀請我在
說什麼。

4個期望基督教
---------------------------

1。 你打開你的眼睛。 這意味著你打開你的心，聽上帝和他的兒子耶穌。 那你把你的心現正考慮的
信息。

2。 你把從黑暗走向光明。 這意味著，您專注於上帝的方式，而不是對人的行為方式。

3。 你把權力從撒旦的上帝。 這意味著你和你的罪惡懺悔進軍上帝的力量。 這意味著，如果你選擇
成為一個與上帝和他的兒子耶穌。

4。 你是聖潔的信仰耶穌。 這意味著你是聖潔的神面前作出的眼睛，因為你選擇了相信神的獨生兒子 
Ð人耶穌基督的拿撒勒。 你的信仰是隨後的服從。

屈從期望神
----------------------------

“上帝愛世人，他給了他的獨生[人權]的兒子，凡相信他[耶穌]應該不會滅亡，但有永恆的生命。” 
約翰 3:16



多麼美妙的詩句，這是，但是如果你停在這裡在約翰，你會錯過信息在詩 36。

“誰相信兒子 [耶穌]有永恆的生命，誰不相信他的兒子不得見的生活，但神的忿怒遵守他。” 約翰福
音3:36

一些國家的聖經在這最後一部分更清楚神的忿怒遵守這些誰不服從的兒子。 因此，你不僅要相信耶
穌，但你必須相信他，服從他的命令教。

認識基督的神送達
-----------------------------

許多基督徒都被誤導，虛假的教義，不再知道上帝，基督的服務。 更糟的是，他們有誤取代基督作為
他們的神。 我們知道這一點，因為人造傳統所謂的“三位一體學說”否定的實際教義耶穌基督和保羅在
許多教堂。 仔細聽，這一點很重要。

耶穌說：“誰相信我，我不相信，但他誰送我。” 約翰 12:44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信徒在耶穌裡，你聽他的話，你必須返回到他的父，我們的上帝。 這意味著你知
道父，全能的上帝，誰是被稱為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並指定在希伯來文本的四個大字YWHW。 耶
和華在聖經取代YWHW指定的神。

耶穌說：“我升天我的父親和你父親，我的上帝和你的神。” 約翰 20:17

這些都是非常簡單的話從耶穌。 他講的上帝，我們所有的服務，包括他自己。 然而，許多誰相信三
位一體的教義，不能接受這些話，因為他們寫的。 現在有害的學說的話歪曲和扭曲的基督為目的，引
導人們到地獄。 重要的是它知道上帝，基督送達？ 是的，這是和使徒保羅告訴我們，為什麼在2帖。 
1:8。

“當主耶穌是從天上顯明上帝的大能的天使，在火焰中[基督]採取報復上）那些誰不知道上帝，和乙）
那些誰不聽從福音，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帖撒羅尼迦後書 1:8

獲得上帝的身份權
------------------------

七聖經教導：
1。 基督是我們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 7:16-17

2。 在所有的事情，都必須作出基督像他的人的兄弟，使他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 
2:17



3。 這些誰不相信基督耶穌和服從不是真的保存。 約翰福音3:36

4。 基督教我們崇拜和服務只有父親，“他的神，我們的上帝。” 馬修 4:10

5。 耶穌教導我們禱告只對父親，“他的神，我們的上帝。” 約翰 4:23-24;馬太福音6:6

6。 耶穌教導我們，他是第一個神的創造。
啟示錄 3:14

7。 有七靈神。 啟示錄 1:4

“敬畏神[誰耶穌和保羅確定為父親]和榮耀歸給他，因為他的判斷的時刻已經到來的;和崇拜他誰造
天，地，海，泉的水。” 啟示錄 14:7

鄭明訓標識上帝為父親
---------------------------------

耶穌教導我們，父親是他的神，也是我們的上帝。 使徒保羅教導我們對上帝同樣的事情在哥林多前書
第8章！

一神，父

“有沒有其他的神，但1。因為即使有所謂的神，無論是在天堂還是在地球上（因為有許多神，許多領
主），但我們 É

只有一個上帝，父親的人是一切事物和我們為他;

一主，耶穌基督
一個主耶穌基督，通過他們的一切事物，並通過他們我們的生活。“哥林多前書 8:4-6

這意味著我們是神，創造了他，但我們經受住基督耶穌和基督信仰，我們都服從上帝。

這是我們的信念在基督，歡迎他的精神和他的神的聖靈在我們心中。 當我們在信仰運作，而無需所有
的人答案，我們的心門敞開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和他的神。 這是我們順服神，然後使我們能夠克服這個
世界。

成為一靈
----------------------

我的靈魂和我的妻子杰奎琳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 當然，我們不是字面上一個肉體，但在精神方面，
我們是一體。 我們是一致的，同樣的精神和思想，因為這一點，我們都幾乎一切。 我們不是機器



人。 我們兩個有不同意見，有時，但是，我們基本上是萬眾一心。

因為我們是一個彼此，我們經常互相完成的句子，甚至知道什麼其他的想法早就說過任何話。 我經常
能聽到她的聲音對我說或聽到她心裡想著我。 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她。

我不能完全解釋這對人類來說，因為它是一個神秘的精神來發揮作用時，債券是非常強烈的愛兩個人之
間。 然而，許多誰作出承諾，要一輩子愛的奇蹟能夠證明他們是一個肉用自己的配偶。

我的妻子去世後，成龍在2003年，我仍然可以聽到她的想法。 我知道她會認為在任何情況下。 例
如：當我達到了錯誤的襯衫，我什至可以聽到她在我的腦海裡說：“你不能穿這件襯衫和那條褲子。”

給上帝一個丹心
----------------------

成龍和我到這個地方的好奇被一個肉給予我們所有的心，對方。 我們的心是堅定和毫無疑問忠於對
方。 神要不亞於一個堅定和忠誠的心從你。 如果你的心是忠誠和承諾他，你會驚訝於冒險，他將帶
給你的生活。

神的眼睛搜索的忠誠才是紅心
-----------------------------------------

他說：“耶和華的眼睛[神]來回跑在整個地球，以顯示自己強大的代表其核心是忠誠的[承諾]他。” 
歷代志下16:9

想想這個！ 全能的上帝會證明自己強大的代表，如果你給他一個忠誠的心。 這一切都剛剛開始的時
候你打開你的心在信仰他的兒子耶穌。

我們重生透過神的話語
-----------------------------------------

你會發現這句話用在重生聖經在三個地點：約翰 3:3，3:7，並在1彼得1:23。 耶穌對尼哥底母談話
證實了在約翰 3:3，你將需要重生進入神的國度。 在約翰福音3:7-8，耶穌出生再次證實，意味著你
是天生的精神。

彼得告訴我們，成為“重生”是通過了“清廉上帝的話。”

“既然你有你的靈魂在淨化服從真理的精神，通過真誠的愛的弟兄們，彼此相愛熱切用純潔的心，擁有
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廉潔，通過上帝的話，它的生命 永遠和遵守。“
1彼得1:22-23
____________



保羅的重生公式
-------------------------

“但是它說什麼了？'這個詞是靠近你，甚至在你口裡，在你的心。 （也就是說，這個詞，我們鼓吹的
信仰）：如果你承認你的嘴主耶穌，相信在你的心中，上帝他提出了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對於心一
認為，以義 與口裡承認，就得救。“ 羅馬書 10:8-10

*兩部分，保羅的重生公式
---------------------------------------

我）你承認你的嘴，上帝提出耶穌從死[你相信復活]和，

二）你相信在你的心中對神的義。 你想要做什麼是正確的神的眼睛。

不要錯過第二部分

許多部委的消息推動所有您需要做的是“口”耶穌是你的救主，你便得永生。 您現在可以看到，耶穌所
宣揚的不同的信息，而保羅的拯救方案是兩部分，而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的嘴“耶穌作為你的
主。”

很多人忽略第二部分保羅的教導！

任何人誰完全接受基督返回回神，我們的父親，真正知道上帝和事實，即耶穌是不是神。 他們不崇拜
耶穌，甚至祈求耶穌。 他們聽從耶穌教導他們：崇拜只有父親，我們的神，並祈禱只有父親在耶穌的
名字。 我們祈求上帝在耶穌的名字以紀念他的犧牲在十字架上，因為他是我們的老師。

第二部分是我們心中的信念，對神的義。 換言之，我們變得服從上帝的正義標準。

最小的義標準
------------------------------

耶穌教導上有最低義的標準，我們必須超越在進入天堂

耶穌說：“我告訴你，除非你的公義超出了正義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你決不會進入天國。” 馬修 
5:20

在上面的經文，耶穌清楚地告訴我們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公義標準進入天堂。 我們的義必須超過文士和
法利賽人。 他們常常假裝正義與神，而是被惡人他們偽君子。

義只是意味著你做什麼是正確的神的眼睛。 通常，這可以作為對比的是相反的東西是正確的人的眼



睛。 我們知道上帝希望從聖經告訴我們，因為我們所有有關神的品格和好惡。

愛上神
------------------------

許多人相信聖經是所有關於耶穌，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些人不承認耶穌是另一個信使從上帝。 真正
的故事在聖經是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我們的上帝是誰創造了我們，愛我們這麼多，他將發送和犧牲他
唯一的兒子在一個人的最後努力，給我們“的邀請。”

耶穌說：“我必須宣揚神的國的其他城市也因為這個目的，我已寄出。” 路加福音4:43

“對於許多迷惑出去進入世界誰不承認耶穌基督為未來的肉。這是一個迷惑人，敵基督的。”
約翰二書 7

要成為保存，你的嘴必須承認人類 [未來，在肉體]，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復活的耶穌。

“我們知道神的兒子 [耶穌]已經到了，給了我們一個了解，我們知道他[上帝，父親]誰是真正的，我
們是在他[上帝，父親]誰是真正的 ，[如果我們]在他兒子耶穌基督。這 [神，就是父]是真正的上帝
和永恆的生命。“
約翰一書 5:20

如果你接受耶穌在你心中的救世主，他把你回他的上帝。 你有，像我一樣 Ð愛上了我們的造物主上帝
誰尋求與我們相交。 在這一點上，你會被激發你將來的永恆，你會想知道更多。 你會渴望得到神的
話語，並會讀取整個聖經。

這是在31年以前，我愛上了神。 掙扎好像生活在無休止的故事，我的存在，直到有一天，神感動我的
生活的方式，我知道他絕對是真實的。

邀請你的要求承認有更多的準備在這個塵世的生活比你的人的感官可以檢測到。 還有另一面，這輩
子，一種精神的一面。 除非你成為重生的精神，你不能開始理解或為此事的全部真相，甚至認為存在
於現世的生活。

在生活中發生的事件的原因很多，但往往這些原因有一個精神基礎。 上帝派他的兒子作為最後犧牲人
類的罪惡。 在這個過程中，上帝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機會，走出信仰。

走出信仰要求我們開放我們的心，讓上帝的聖靈和他的兒子進入教我們回家的路上，我們的永恆的生
命。 這是您永恆的邀請，它可能是唯一一個你永遠不會收到這輩子。 聽上帝。

上帝說話
----------



“那麼，那些誰敬畏耶和華 [神]互相交談，耶和華 [上帝]聆聽，並聽取了他們，所以，一本書紀念
他面前寫那些誰敬畏耶和華，誰默想他的名字。 他們應是我的，說，耶和華萬軍，等到有一天，我要
讓我的珠寶，我將盡他們作為一個人，他自己的兒子誰備件服務於他。 然後你會再次將善人和惡人，
誰服務之間的一個神，一誰不為他。“
瑪拉基書 3:16-18

“救亡屬於我們的神誰坐在寶座上，和羔羊[耶穌在上帝的右手]。” 7:11的啟示

耶穌說：“最穩妥，我要對你們說，他聽我話，誰相信他[上帝，父親]誰送我的人有永生，不得生效判
決，但[已經]通過從死亡到 [永恆]的生活。“ 約翰 5:24

如果你知道誰送的神耶穌，你已經擁有永恆的生命，你會不會來判斷當時你的死亡。

耶穌說：“這是永恆的生命，使他們知道你[神，父親]，唯一的真神，和耶穌基督的人您發送”。
約翰 17:3

耶穌說：“我的學說是不是我的，但他[上帝，父親]誰送我。” 約翰 7:16

上帝一直希望最好的為您的生活。 他邀請一個永恆的生活並不只是開始與耶穌。 一種表達上帝的偉
大的愛你可以在以西結書第18章。 從一開始的歷史你會發現上帝對我們最好的希望，希望我們將背離
邪惡和正義的生活。

成義使我們與神的交通。 這是當我們真正成為他的人民為永恆。

這是一個選擇的神，在信心，知道我們在這裡只是一個臨時旅客塵世的旅程。 我們的大決定在地上，
就應該接受現實，上帝是否存在，這種存在生命的真正超越。 知道在我們心中，作為耶穌復活，所以
我們將神復活。

“不要愛世界，世界的事情。若愛世界，愛父的不是他。” 約翰一書 2:15

耶穌說：“這是誰給的精神生命，肉體是無益的。發言的話，我給您的精神，他們的生活。” 約翰 
6:63

我是使徒愛德華。 我寫到達靈魂與上帝的邀請，一個永恆的生命。 這就是“邀請”我在座。 不過，我
特別寫信給那些聲稱拯救誰的靈魂通過基督，但一直誤以為基督是上帝。

許多基督徒不知道上帝，基督的服務。 如果這是你，你的生命是永恆的問題。 您需要獲得與神權，
反對教會變節的人現在已祈禱和崇拜耶穌而不是上帝，耶穌親自擔任，教我們有關。
任何人誰崇拜上帝的兒子是“上帝的兒子”偶像崇拜承諾在神的眼睛。 這些人並不是真正的保存，而是
在“精神熱水。” 崇拜耶穌是一樣的崇拜任何神父或牧師。 上帝說，有沒有其他神的，除了他。 這包
括他的兒子。



研究聖經引用本章[該邀請]非常謹慎。 而在精神，上帝給了我這些經文為你的利益。 這適用於幾乎
所有其他篇章，這本書也。 [我指的是七尾時報消息從神的書，它可以在網上找到在http://
www.sevenmessages.com。 請打開你的心，神的話語，讓耶穌基督，我們的老師，成為您遵守所
有的例子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天家。

做到這一點，你就不會只有愛耶穌和他的犧牲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你也愛上上帝。 你可以叫他的
天父在您所有的祈禱。

使徒的祈禱
----------------

天父上帝和耶穌基督的哥哥，誰是我們的老師，聽我的禱告。 祝福每一個靈魂，它讀取本章將開放他
們的心和你的兒子耶穌也向你的精神。 而且，所有誰祈禱的祈禱，並接受您的邀請下，授予他們悔
改。
使徒愛德華

禱告接受神的邀請
---------------------------------

父神，我接受了這個特殊的邀請你來一個永恆的生命在天上。
 
我承認我的嘴你提到耶穌基督從死，他是第一個被許多人復活和你在一起，因為你的兒子和女兒。

我相信我的心就可以稱義，我會盡我所能，過著正直的生活你的眼睛。 我會效法耶穌和忠於祂自己的
死亡。

父親，我感謝你，你和你的兒子將成為一個與我，幫助我克服這個塵世的生活。 我知道這會令我們同
心同德，你精神要住在我指導我的道路回家。 教我耶和華你的道。 [注：簽名和日期你的禱告上帝。

聖經的鑰匙
---------------------------
如果你保持關係上帝和他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直人，你就會明白你的聖經和上帝的邀請，一個永恆的生
命將是真實的。 這種關係是成功的關鍵理解神的話語。 不要試圖解釋聖經使用三位一體的教義，它
使耶穌是騙子在這種簡單的詩句約翰 8:40和約翰 20:17。 這也使得保羅是個騙子在這種簡單的詩
句作為提摩太2:5和哥林多前書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