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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1  

最后一刻的邀请 

 

我绝对相信，我的许多读者都被不可磨灭地载入了生命之书，根据玛拉基书 3:16，这本书是

今天应伊哦乌哦的要求写成的。因此，我一点也不害怕他们的永生。  

 

但是还有另一本生命之书。它是羔羊之书（启 13:8；21:27）。不用说“羔羊”指的是谁。谁

被记入羔羊之书？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正生活在十四万四千人被收集的最后日子，他们与

耶稣一起将地球变成乐园，可以说是耶稣王的天上议会！根据启示录 7 章 1-4 节，这个邀请

一直持续到风被释放。风的意思是哈米吉多顿之战的风，启示录 14:17-20 的第二把镰刀。启

示录 14:14-16 的第一把镰刀已经快结束了。在其中，耶稣使用新冠病毒（=王冠，这就是生

命的冠冕；可比启 2:10；雅 1:12）将绵羊与山羊从天上来分开。世界人口的两极分化正在进

行中，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通常，人们已经因是否必须戴口罩来保护他人的健康

而产生分歧。现在，根据以西结书 9:4 和马太福音 25:31 等，经过一年多的流行病，就是以

赛亚书 61:2 的恩惠年以后（可比哈 2:3），这种分离实际上已经结束。复仇的“日子”
1
（=

以赛亚书 61:2），即哈米吉多顿之战中的狂风即将来临（启 16:16）。  

 

因此，我并不关心每一种情况下的永生，而是关心永恒的福祉或幸福。我的职责是由耶稣基督

亲自交到我手中的，是一种希该的职责（见以斯帖记）。这是关于转发一个特别的“来吧！”

对所有那些最有资格很快加入这个类似议会的团队的人（启 22:17）。这不对于样转发的一般

的“来吧！”，倒是对于新娘的“来吧！”。当然，我已经属于新娘很久了（最终于 1977 年

密封
2
）。  

 

                                                           
1 “Tag（日子）”（Langenscheidt 圣经希伯来语袖珍词典）：也可以表示“更长的时间”。 

2正是因为这份自信，几十年来，我一直被耶和华见证人迫害、回避和排斥，耶稣的烙印！ 从 1972 年持

续到 2002 年的挑战。最后，他们很高兴能够排除我。他们眼中的刺不见了（JIT = 衣服，也有刺藟；CN 

= 锡安词的开头和结尾，意思是“刺”。锡安也意味着“沙漠”、“孤独的地方”、“干旱” ”。也有

“标志”、“标题”、“路标”之意，也有“显眼”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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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候选名单上，那么我自然会关心你的外衣（=个性，必须清楚地发现它是干净的；

“干净”=BR），这是一个必须穿上的。为了进行比较，请参阅耶稣关于受邀参加婚礼的比喻

（马太福音 22：2-14
3
）。  

 

1. 许多人拒绝邀请，即使他们非常接近这个目标，因为他们在宗教界的地位。  

2. 在一些邀请者甚至被杀死后（可比逐出教会→启示录第五印），儿子的父亲派人到公共场

所和街道上，以邀请完全“无名”的人。  

3. 这些人必须穿上体面的婚礼服装。如果他们不穿它，他们将被从婚礼中删除。所有其他人

都有参加婚礼的目标，这意味着他们牢牢地属于十四万四千人。因此，决定性的部分是服

装。这当然适用于所有人，基督徒，犹太人和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良心才是最重要

的，正如保罗所说，因为良心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上帝的律法；可比罗 2:14 ,15)。伊哦乌

哦是公正的。 

 

圣经的第一句话已经说： 

 A BR A JIT：意思是“首先是纯洁”——“首先是一件衣服”。  

要么： A BRA JIT：意思是“首先创造（=形成）一件衣服”。  

要么： A BR AJIT ：意思是“首先通过（许多）火焰净化”。  

圣经的开头是多么巧妙。  

 

开头的“A”表示“第一本书”，然后是  

BRAJIT：意思是“在开始”（B=上，在，与；RAJ=头，开始；RAJI=我的头；RAJIT=RAJ 的女

性复数，翻译为“开始”，在现代希伯来语中 bereshit=“在首先”、“在开始时”、“在某

个开始时”）。 

 

                                                           
3如果新娘是女执事或修女，您就不会成为会员。 这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错误，因为那样的话十四万四千

人就已经很长时间了，或者只是一个符号数字。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只有他们会唱“新歌”，所以他

们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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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里处理的一切都是关于你永恒的幸福。它还涉及经受许多火灾和激烈的考验。如果您将

问题发送给我，那么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我就不那么关心你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说，就

像耶稣根据约翰福音 17:6,12 所做的那样：我没有失去任何你给我的。 

 

现在你知道是什么驱使我了。这是我之上的主的嫉妒，他在我身上坚定地当晨星工作，如果你

以耶稣和伊哦乌哦期望的方式对这个邀请做出反应，他很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你的主。但耶稣不

会是你迄今为止所认识的那种意义上的主。因为我已经在 1977 年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这

颗晨星，他本人就是这颗明亮的晨星（启示录 2:28 推雅推喇，22:16 明亮的晨星）。当然，

我不能做出任何绝对的承诺。但几十年来的积极工作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事。因为重要的不是文

字，甚至我的文字，即使他们看起来很突出，但只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 

7:16,20）。  

 

我希望我现在已经涵盖了关注和焦虑的话题。因为在耶稣出生时，天使就对牧羊人说：“不要

害怕！”还有：“在地上，平安歸與善意的人（我自己的翻译；可比路 2:14）”。 

 

在这份邀请函的附录中，我添加了一封来自耶和华见证人最近的一封信，他匿名回复了我的一

封传道信，我想通过互联网给他一个答复。在这里，你可以读到一些由于我的希该驱动而措辞

更加尖锐的内容（但不要忘记温和，因为温和可以驱散愤怒并折断骨头；箴 15:1、25:15）。

我还添加了一些关于我作为上帝选中的人的历史以及我必须忍受的荆棘的简短介绍。因为只有

喜欢荆棘冠冕的人才有朝一日会得到真正的冠冕。  

 

我总是感激开放的话语，因为我总是拥抱它们。我断绝联系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被人嘲笑的

时候，二是圣灵让我看到绝对邪恶的时候。只要我的健康情况允许，其他人总是会收到他们的

信件的答复。  

 

我服务的中心是 IOUO（伊哦乌哦）这个名字，因此首先是爱。伊哦乌哦这个名与爱紧密相连

（根据约翰福音 17:26）。这包括对上帝的爱，对耶稣的爱，对所有受造物的爱，尤其是对真

理的爱，爱为父亲受苦。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他们说，奉伊哦乌哦之名而来的人

是有福的（太 21:9；诗 118:26）。不像巴兰骑着驴，他像许多现代传道人一样，因为他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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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于权力和金钱（民 22:7；31:16）。我从来没有为我的作品拿过一分钱，也没有要求捐款或

类似的东西。我像保罗一样自己挣钱。我允许以各种方式传播和复制我的互联网条目，无论是

否有人会因此而致富。我像路德一样免费做这件事。因为路德是免费给人服务的。路德使他的

出版商变得富有，但他自己却没有为他的圣经翻译收取一分钱。他的妻子（一位前修女）在家

中有七个孩子，对此很生气。我有五个孩子和七个孙子！伊哦乌哦总是给我们足够的。我也没

有让人们将房子遗赠给我，作为对上帝的所谓捐赠，就像在我附近（由一位天主教神父）发生

的那样。耶稣悄悄地出现，而不是光彩照人。一次治愈一万人是他的魅力。但他为此受到了迫

害，完全不被理解。同样，他今天当小偷出现，但是以伊哦乌哦的名义。他也带一个精神分裂

症的疯子（精神分裂症 50 年），但当然，我不是唯一他所带来的人。不，他是带着一些真正

有基督心思的人来的。  

 

今天谁有基督的心（林前 2:16）？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重要的是要小心那些奉基督

的名出现但没有基督的心
4
的人的精神。我讨厌那些，正如启示录 2:2 所说的那样。像以弗所

人不能忍受恶人一样，我不能忍受他们。当个性的衣服受到威胁时，当一个人不再有基督的心

时，我就迅速做出反应。所有现在已经成为国王的人一样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对他们说：“你

们不是已经开始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作王了吗（林前 4:8）？” 

 

一个现在就想成为国王的人，永远不会如今天上。十四万四千人扔掉他们的冠冕，把它扔在上

帝的座位前（启 4:10），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冠冕（=Corona），而是对父的受造物的

父爱。父在《启示录》4章中，自己出现在这个座位上时（= THRONOS = 座位作为基本含义）

并不戴皇冠。因为上帝讨厌做王！他也不想为以色列人立一个王。那就像人们拒绝了他一样。

这正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伊哦乌哦是爸爸=阿爸！哪个父亲是他家中的国王，最好有王位和皇

冠（皇冠=胜利的花环，更好的翻译）？那他就傻了。所以，只有搜索它（和他）才能了解伊

哦乌哦的真正隐藏位置！ 

 

当一个今天已经是国王或作为一个人，同时带着一些真理出现的时候，那还不算他作为一个

人！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危险却是巨大的！这适用于所有宗教组织的领导人。魔鬼也非常有

                                                           
4正如耶户今天所说：“你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吗？ 那就爬上我的战车吧！” 他的心只为伊哦乌哦、他的

父亲、他的名字和爱、他的兴趣、他的孩子、他的残废而不停地跳动！ 



5 

 

效地对夏娃
5
使用了真理和谎言的混合体。有效地适应魔鬼。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魔鬼，而

是害怕委托给我的人的幸福。就像一个父亲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父亲，就必须生活在焦虑和恐惧

中，不断地关心他孩子的幸福。就像一个守望者（或门卫），将持续的警惕与对可能出现的任

何危险的持续恐惧联系起来！ 

 

但当然，我也不想玷污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一本在这种意义上是邪恶的书在我家里没有立足之

地。我也已经在 2002 年（我被逐出教会的时候）从我家中完全移除了所有（数百）耶和华见

证人多种语言的书籍，以便成为基督的合适工具。然而，十四万四千人的选择是由伊哦乌哦自

己进行的。我，甚至耶稣都不敢当对此做出判断或表达选择。但是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将在所有

宗教组织中结束（启 18:23）！我不能决定这些书的作者会发生什么。我只是在努力保持警

惕。所以保持清醒，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是的，来吧！主耶稣。圣经就是这样结束

的。 

 

我希望你现在明白我对那些我曾经和被允许传道的人的关心。它有很多，成千上万。无论如

何，当我能感受到对基督、真理和我们所服务的人类同胞的爱时，我会非常感激。我祝愿所有

读者在永恒中一切顺利，但也祝愿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期。愿启示录 3:10 为那些人应验。也许

有一天我们会亲自交谈（约三 13,14），伊哦乌哦愿意。 

 

带着耶稣和伊哦乌哦的 

工具的爱 

您的，库尔特·曼弗雷德·尼登福尔 (Kurt Manfred Niedenfuehr) 

 

比较长的附注： 

1. 提醒你，我什么时候断绝联系？这和问一个父亲什么时候停止爱他的孩子是一样的问题？

绝不。或者他在公共场合受到人身威胁或无耻的嘲笑。因此，我只会在受到嘲笑或绝对邪

恶的情况下才断绝联系。但我需要得到圣灵的敦促才能这样做。但我并没有停止为所有祈

祷。  

                                                           
5 谎言是：你不会死。 事实是：你会知道一些你以前无法知道的东西。 圣经称之为“睁眼”。 基督徒也

可以睁开眼睛，但要通过顺服。 因为创世记说，他们从分别善恶树上取了之后，变得像我们一样能知道

善恶，就不应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西 2:3；赛 61:1） [新世界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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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稣是基督徒的目标吗？那只是开始。目标是伊欧？这就是爱（提姆前书 1:5；约翰一书 

4:8,16）。今天没有人爱伊哦乌哦，尤其是精神领袖（耶 23:27）。教会日历等也是如

此。今天整个天堂的名字正在被拒绝：以赛亚书 42:8 应验了：“我不给偶像起我的名

字。”耶和华见证人作为一个组织也是这样的偶像，确实，所有宗教组织都拒绝了这个名

字（ha Shem）！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的网站正在大学的神学研讨会上被

讨论。但是人家不爱伊哦乌哦，不是真的爱他，爱父亲！自从 1974 年以来，JW-Org（耶

和华见真人的组织）一次又一次地收到有关上帝之名的著作！一个字都没有回应！但其他

组织的教会（和他们的领袖）也接受了关于上帝之名的想法。几乎没有反应！  

 

3. 但我是否会促使某人相信自己会被选为十四万四千人中的一员？我总是说：在维拉！我们

会看到！但希该对亚哈随鲁王正在寻找的人有很好的印象。关于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可以说

的了。只有圣灵本身才能或将显示某人，如果他或她被“呼召”，即灵魂的诞生或受膏。

因为这是开启婚礼之路的先决条件。请参阅随附的关于被提主题的信件（在没有痛苦地死

去的情况下转变为天上的生活）。但请记住：就他的十一个忠心门徒而言，耶稣在圣灵浇

灌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会成功。否则，他永远不会被允许在公元 33 年的晚餐上与他们立

约（路 22:20,28-30 [新世界译本]）。所以我不是在谈论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用他的圣

灵来侍候伊欧，这当然不是一个人，而是上帝的，亲爱的上帝的力量实体。十四万四千人

中的最后一个可能也像圣灵浇灌之前那十一个忠心的人一样受到考验，因为这十一个人在

晚餐时接受了耶稣的见证：我的测试（路 22:28 [新世界译本]）”。我希望所有合适的读

者都能得到同样的东西。 我在 1972 年被圣灵膏抹，并在里面生了一个生命。请参阅附录

中的帐户（英文）。我当时 20 岁。我在以“Divine Name（神圣之名）”、“Nom 

Divin”、“Göttlicher Name”为口号的大会受洗一年后。那时，我三种语言的节目都旁

听（一年后我受膏时，神的名就进入我心中；可比出 23:21）。 

 

4. 谁会被赶出婚礼（他可能会永生，但是不会在天上生活）？所有无法在天上完成最神圣任

务的人，正如他们在地球上已经证明和展示的那样。风格，即他们如何处理这些任务，与

今天的政治（尼古拉）、宗教（耶洗别）和经济（巴兰）没有什么不同。许多宗教书籍中

对耶稣的描绘方式，可能容易让人接受且非常吸引人，但这不是耶稣需要的那些人，他们

要以比今天在 1000 年期间更好的方式做每一件事一年之久的地球恢复时间。 1000 年也

将是婚礼的持续时间，因为它是永恒婚姻的开始。此外，耶稣作为类似酯类创造物的元首

与父亲的婚姻（何 2:18），类似酯类的创造物都是忠实的受造物，确实自公元 33 年五旬

节以来一直在进行，更准确地说，当他坐在伊欧的右手！那么圣经怎么能说，耶稣从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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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亲）而来，为了得到他自己的新娘？这正在发生（路 12:36）。那是因为有两个婚

礼，父亲的婚礼和儿子的婚礼，这两个婚礼都由亚哈随鲁和以斯帖代表（雅歌，路得记，

以及第二卷书信）。约翰和哀歌和启示录一般）。圣经的开头很好地展示了父子的两场婚

礼。圣经的开头是这样的：  

 

    父亲             隐藏二元（dualis） 

       A B R  A J (I) T 
           儿子            妻子  

             （阿拉姆语）⇒ 意思是两个妻子！  

 

 

5. 请让“Iouo(伊哦乌哦)”这个名字在你心中有一个牢固的、不可移动的位置。那么这个邀

请就会达到目标（靶心），你将拥有这里描述的最好的卡片。因为这就是我所有讲道的全

部目的（诗篇 148:13：唯独这个名字是遥不可及的 [旧版新世界译本]）。 

 

6. 现在结束：请继续被托付给伊哦乌哦和耶稣。永远不要忘记不断的祈祷和请愿和恳求！愿

伊哦乌哦看到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非常希望看到的信仰（路 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