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11 第三聖約 - 第 11 章 - 耶穌在地上的工作 

 

耶穌基的督啟示 

 

在約旦的洗禮;在沙漠中準備的時間 

 

耶和華如此說： 

 

1. 甜蜜的耶穌，卑微的拿撒勒那位等待他的嘴唇發出神聖話語，在約旦河岸找到了約翰，接受

了他洗禮之水。耶穌去尋求淨化了嗎？沒有，人们。他去參加一些儀式了嗎？不，耶穌知道那

個時刻已經到了他停止不再是肉体 ; 那個人在消失的時刻以便聖靈可以說話，他希望通過一種

刻行為刻在人類記憶上的來紀念那個時刻。 

2. 象徵性的水不需要清除任何污點，但它確實是作为人類的榜樣，因為它從那個身體中取出了

與世界的所有聯繫，允許它與精神融合在一起。就在那時，目睹這一行為的人聽到了一個人性

化的神聖聲音說：“這是我心愛的兒子，我很高興。聽他的”。 

3. 從那時起，基督，神聖的話語，通過耶穌口頭表達了自己。人們稱耶穌為拉比，神聖大師，

信使，彌賽亞和上帝的兒子。 （308,25  -  27） 

4. 後來我進入沙漠冥想，教導你與造物主進行交流，並從沙漠的沉默中思考等待著我的工作，

並教導你提升你自己完成我委託給你的工作，首先你要淨化自己。然後，在你的存在的沉默中，

尋求與你的父親直接交流，從而準備，清潔，加強和解決，堅定地完成你的微妙使命。 

（113,9） 

耶穌基督與上帝的統一 

5. 我通過耶穌口表達了我自己三年和我的言語或思想從未被扭曲或误解。他通過他的每一個行

為實現了我的意志。他這樣做是因為耶穌和基督是真正的一個，類似於基督與神聖的父親是如

何真實的一個。 （308,28） 

6. 看哪，父在我裡面，因為我實在告訴你，基督是一个與父同在从永恆，甚至在世界成就之前。 



7. 在第二個時代，基督與上帝同在，在耶穌的身體受祝福在地上化身，並以這種方式成為上帝

的兒子，但只有作為人，我再次對你說只有一個上帝存在。 （9,48） 

8. 如果我在耶穌裡成了人，那就不是要給你一種上帝有人形的印象，而是讓那些對所有神聖的

失明和聾的人看到和聽到自己。 

9. 如果基督的身體是耶和華的身體，我實在告訴你，他不會流血或死亡。他是一個完美的身體，

但人性和敏感，以便人類可以看到他，並通過他聽到他們的天父的聲音。 （3,82） 

10. “耶穌有兩種本性，一種物質，人類，由我的意志在瑪利亞的處女懷中創造，我將其命名

為人子，而另一種神聖，靈魂，被命名為上帝的兒子。這是在耶穌裡說話的父神的聖言;另一個

只是物質和可見“。 （21,29） 

11. 基督，神的話語，是他通過耶穌的口說話的，是潔淨純潔的人。 

12. 耶穌這個人出生，生活和死亡，但是，關於基督，他不是出生的，他也沒有在世界上成長，

也沒有死 ; 因為他是愛的聲音，愛的靈，神聖的話語，以及他一直與父同，是造物主的智慧的

表達。 （91,28-29） 

拒絕耶穌作為等待的彌賽亞 

13. 在第二個時代，我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認可。當我出現在猶太人的懷抱中時，他們已經期待

我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先知所給出的跡象实现了，我的出現困惑許多不知道如何解釋預言。他

們希望看到他們的彌賽亞是一個強大的王子，他擊敗了他的敵人，他羞辱了國王和他的壓迫者，

並向那些等待他的人继承財物和地上的物品。 

14. 當這些人看到耶穌貧窮赤腳，用卑微的外衣遮住自己的身體時，當他們看到他出生在馬厩

裡然後作為一個卑微的工匠時，他們無法相信他是天父的使者。主人必須為他們創造奇蹟和有

形的作品，使他們相信並理解他的神聖信息。 （227,12-13） 

15. 始終是謙卑和窮人發現我的存在，因為他們的理解並沒有充滿人類的理論來阻止他們做出

明確的判斷。 



16. 它也發生在第二個時代，彌賽亞的到來已經宣告，當他到達時，那些感覺到他的人是善良

的心靈，那些謙卑的精神和清潔的理解。 

17. 神學家手中拿著先知的書，每天重複宣講彌賽亞將來的標誌，時間和方式 ; 然而，他們看見

了我，卻沒有認出我，聽見了我，否認我是應許的救主 ; 看到了我的作品，只知道如何被醜聞，

事實上，所有這些都是預言的。 （l50,21-23） 

18. 今天他們不懷疑耶穌，但許多人爭論並仍然否認我的神性。有些人認為我有很大的精神提

升，有些人則認為我也是沿著靈魂進化的道路走向父親 ;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來告訴

你：“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170,7） 

耶穌是謙卑人民中拯救的嘉賓 

19. “你的使命是模仿你的神聖大師在他留在地球上時 ; 請記住，當我訪問家園時，我總是給他

們留下和平的信息，我醫治了病人，我用的神聖力量安慰了悲傷“。 

20. “ 我從來沒有進入家庭，因為我不相信那裡 ; 我知道，在離開那個地方時，它的居民的心

臟仍然會充滿歡樂，因為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精神通過我的教導瞥見了天國“。 

21. “有時我去他們的心，在別人看來，他們尋找我 ; 但在所有情況下，我的愛都是永生的麵包，

我以“我的話”的精髓傳遞給他們。 （28,3-  5） 

耶穌是不知疲倦的傳道人 

22. 在某些情況下，我退休到山谷的孤寂時，我只是在片刻時獨自一人，因為眾人，渴望聽到

我接近他們的主人尋找無限他凝視的溫柔。我收到了他們，傾注在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

我無限慈善的溫柔，知道在每個生物中都有一種我在世界上尋求的靈魂。然後我和他們談論了

天國，這是靈魂的真正家園，以便他們用我的話來安撫他們的焦慮，並以實現永恒的生命希望

得到加強。 

23. “有些時候，有一個人隱藏在众人，他們憎恨否認我的真理，並確保我是假先知 ; 但在他有

機會張開嘴唇之前，我的話會讓他感到驚訝。在其他時候，我允許褻瀆者冒犯我，在眾人面前

證明主人沒有被罪行打擾，從而給他們一個謙卑和愛的榜樣“。 



24. 有些人在我的溫柔之前感到羞愧，立即離開，因為懷疑那位以他的行為傳講真理的人而感

到懊悔 ; 一旦有機會出現，他們來到我身邊，他們跟著我走在路上，含淚，被我的話語感動，

甚至不敢說話，請求原諒他們先前對我施加的侮辱。我會打電話給他們，用我的話愛撫他們，

給他們一定的恩典。 （28,6-7） 

25. 聽著：當我和你一起在地球上時，男人們帶著大篷車來到我這裡，高級別的男人被虛榮所

吸引，還有統治者偷偷地找我出去聽我說話。有些人欽佩我，但是由於恐懼沒有承認，其他人

否認了我。 

26. 對我來說，有許多人，男人，女人和孩子組成，他們早上，下午和晚上都聽我說話。他們

總是發現主人願意為他們提供上帝的話語。他們忘記了他们自己，因為他們看到主忽視了他自

己，他們不知道他何時吃飯，以致他的身體不會浪費掉或者他的聲音減弱，因為他們不知道耶

穌從他自己的精神拿力量和在他自己身体發現了寄託。 （241,23） 

耶穌對兒童和自然的愛 

27. 有些時候，獨自一人，我被孩子們發現，他們來看我向我提供小花，告訴我一些小小的抱

怨並給我他們的小吻。 

28. 他們的母親找到他們的小孩子因為在我的懷裡聽到我的話語而感到尷尬 ; 門徒們，相信這是

對主的不尊重，試圖把他們趕出从我，就在那時我不得不對他們說：“讓孩子們到我這裡來，

進入天國的兒童的純潔，直率和簡單是必要的。“ 

29. 我很高興看到花蕾即將打開，我很享受這種天真和坦率。 （262,62  -  64） 

30. 他的門徒多少次發現耶穌與宇宙的各種生物交談！在與鳥類，田野或大海的對話中，主被

發現了多少次！但他們知道主並沒有失去理智。他們知道在他們的主人身上振動了父的創造精

神 ; 曾為所有眾生赐語言的人，了解他所有孩子的人，以及他所創造受到的讚美和愛心的人。 

 

 



31. 他的門徒或人民多少次看到耶穌愛撫一隻鳥或一朵花，並祝福它們。在他的眼中，人們看

到了對所有生物無限愛的凝視。門徒在看到他如此輝煌的包圍，以及從他的智慧中湧現的奇蹟

時，猜到了主的神聖喜樂 ; 還有很多次，他們看到了主眼中的淚水，因為他看到了男人對這種

莊嚴的漠不關心，人類生物在面對如此輝煌時的無知與失明。很多時候，當他看到麻風病人因

麻風病而哭泣時，他們看到了主人的哭喊 ; 男人和女人抱怨他們的命運，即使他們被關在完美

的愛情圈中！ （332,25-26） 

耶穌的教義 

32. 耶穌向你展示了慈善，溫柔和愛。他來教你赦免你內心的敵人，對你說你必須逃避謊言，

愛真理 ; 他向你顯明，对你所做的邪惡和善事，你必須永遠回歸善良。他教你尊重你的每一個

人，並向你展示如何找到身體和精神的健康，並用你的生命尊重你父母的名字，以便在輪到你

被你的孩子尊重。 

33. 以下是所有真正希望成為基督徒的人必須遵守的一些任務。 （151,35-36） 

34. 當文士和法利賽人觀察到耶穌的行為並發現它們與他们自己的行為不同時，他們說他所傳

講的教義違背了摩西的律法。他們把法律與傳統混為一談，但我證明我沒有違背父親向摩西所

啟示的律法，而是要言行一致。 

35. 確實，我確實拋棄了那些人的許多傳統，因為他們已經到了消失的時候，以便產生一個更

高教義的新時代。 （149,42-43） 

36. 請記住，在摩西賜給人類的律法的第一條規則中，它說：“你不可使任何雕刻的形象，或

任何在天上的東西的任何形象跪下於和從那天開始，道路被清洁顯然是為人類，和为精神。 

37. 摩西並沒有限制自己將十誡傳給男人 ; 他還根據人類精神所採取的步驟，為精神崇拜中的人

生，儀式和符號制定了二級法則。 

38. 但是應許的彌賽亞來到並抹去了傳統，儀式，象徵和犧牲，只留下完整的法律，正是因為

這個原因，當法利賽人告訴人們耶穌違背了摩西的律法時，我回答說我並沒有違反法律，而是

為了實現它。如果我来擦除了傳統，那是因為在追隨它們的過程中，人們忘記了遵守法律。 

（254,17-18） 



39. 耶穌的神聖渴望是他的門徒成為他救贖主義的撒種者 ; 因此，在他最後一次對他的門徒講課

的最高時刻，這也是父與子女之間的最後一次交談，他用甜美的聲音說：“我賜給你的新誡命：

彼此相愛，“從這個格言的角度點燃，是人類最大的希望。 （254,59） 

40. 在這個時代，我的話語不會抹去我在第二時間對你說過的話。時代，幾個世紀和時代將會

消失，但耶穌的話語不會消失。今天我來解釋並揭示我當時告訴你的內容，以及你不明白的內

容。 （114,47） 

耶穌的“奇蹟” 

41. 因此，這種教導對人類的心靈產生信心，我帶著奇蹟陪伴它，使教導被他們所愛，並使這

些神蹟成為現實。更有形的，我在病人的身體裡表現出來：我治癒了瞎子，聾啞人，聾啞人，

癱瘓病人，被詛咒者和麻風病人。我甚至复活了死者。 

42. 基督在人中間行了多少神的愛！他們的名字被歷史收集，作為後代的榜樣。 （151,37-38） 

43. 為神聖工作服務的光明之神，以及其他叛逆的人和無知的人，來自世界各地，人類中間出

現了科學不知道如何解放和被拒絕的人由人民。法律的醫学和醫生都沒有能夠將那些病人恢復

健康。 

44. 但我完全願意教導和證明愛情，並且我通過耶穌賜予這些生物的治愈，令許多人感到驚訝。 

45. 持懷疑態度的人，那些聽過關於耶穌的能力並且知道他的神蹟的人，尋求最困難的考驗，

讓他瞬間動搖，並證明他並非無懈可擊 ; 並釋放被佔有者，只需要一點觸摸或一看，就可以將

他們帶回正常生物的狀態，或者通過向他們下達命令，使那些精神生物放棄他們的思想，一個

人和所有人都擺脫沉重的負擔，困惑他們的。 

46. 在此之前，法利賽人，科學家，文士和稅吏都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認識到耶穌的權威，

有些人將他的權力歸於奇怪的影響，其他人則無法發現任何事情，但已經痊癒的病人祝福了他

的名字。 

47. 有些人只有被一個精神付着，有些人被七個精神所擁有，就像瑪麗·瑪德琳娜一樣，還有一

些人數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他們自己說他們是軍團。 



48. 在主精神生活的整個生命過程中展示，一些人被十二個門徒看見，另一些則被人們在路上

或家中看見。這是神童時代的奇蹟。 （339,20-22） 

49. “根據你理解的方式，奇蹟不存在 ; 神聖與物質之間沒有任何矛盾“。 

50. 你把許多奇蹟歸功於耶穌，我真實地告訴你，他的行為是愛的自然效果，而神聖的力量雖

然存在於每一種精神中，但你仍然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因為你不想知道愛的美德。 

51. 如果不是愛，耶穌所行的一切神蹟中都存在著什麼？ 

52. 門徒啊，你們要聽，為了使上帝的愛顯現在人類面前，器皿的謙卑是必要的，耶穌總是謙

卑的，當他來為人們作榜樣時，他對你說在沒有天父意志的情況下，他什麼也做不了。他沒有

透露那些言語的謙卑，會相信耶穌是一個普通的人，但事實是，他想要給你一個謙卑的教訓。 

53. 他知道謙卑，與父的統一，使他在全人類面前成為全能者。 

54. 哦！那愛，謙卑和智慧帶來的巨大而美麗的變形！ 

55. 現在你意識到為什麼耶穌雖然說沒有父的旨意他能做到什麼，但實際上可以掌握一切，因

為他是順從的，因為他很謙卑，因為他成了律法和人的僕人，因為他知道如何去愛。 

56. 當時認識到，你們自己知道屬靈之愛的一些美德，仍然沒有感受到，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無

法理解你稱之為奇蹟或神秘的原因，但這些行为是由神聖的愛使其可能。 

57. 耶穌賜給你什麼教導不是愛的？他用什麼學習，方法或神秘知識給你留下他的能力和智慧

的例子？只有愛的甜蜜，一切都可以實現。 

58. 与父的律法沒有任何矛盾，在它們的聪明和智慧都很簡單，因為它們充滿了愛。 

59. 理解主，他是你的書。 （17,11  -  21） 

 

 



60. 激勵耶穌的靈是我自己的靈，是你的上帝的靈，他倒成了人住在你們中間並允許自己被人

看見，因為它是必要的。作為男人，我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痛苦。研究過大自然的科學家來找我，

發現他們對我的教學一無所知。偉大的和小的，善良的和罪人，無辜和有罪的人接受了我的話

語的本質，我使他們都值得我的存在。雖然許多人被召集，但很少被選中，更少的人接近我。 

（44,10） 

淫婦 

61. 我為罪人辯護。你不記得那個淫婦嗎？當她被帶到我這裡，遭到眾人的迫害和譴責時，法

利賽人來問我，我們該怎麼辦？祭司們希望我說，把她繩之以法，以便他們後來說，你怎麼能

教導愛情並允許罪人受到懲罰？我曾經說，讓她走了，他們會回答，在你聲稱要證實的摩西的

律法中，有一個任務說：每一個被發現是通奸的女人要被石頭砸死！ 

62. 觀察他們的意圖，我沒有回答他們的話，並且傾斜，我在塵土中寫下了那些評判她的人的

罪惡。他們再次問我應該對那個女人做些什麼而且我回答了他們，讓任何沒有罪的人扔第一塊

石頭。然後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會離開，遮住臉。沒有人是純潔的，感覺到我看到了他

們內心的深處，他們不再指責所有人都犯了罪。這名婦女以及其他曾經犯過通奸的人，後悔並

且沒有再犯罪。我告訴你，通過愛而不是通過嚴厲來改變一個罪人是更容易的。 （44,11） 

抹大拉的馬利亞 

63. 正如世界所稱的那樣，罪人瑪利亞抹大拉，值得得到我的感情和寬恕。 

64. 她很快就實現了她的救贖，而那些弱者要求原諒他們的罪行的人卻沒有這樣做 ; 雖然她很快

發現了她所追求的，但其他人卻沒有實現。 

65. 瑪利亞抹大拉為自己贏得了寬恕而沒有展示她的懺悔，她犯了罪正如你犯罪，但她很愛。 

66. 愛的人可能在他的人際行為上有錯誤，但愛是滿溢的心情 ; 如果你想得到赦免，就像她一樣，

把目光轉向我，充滿愛和信任，你會像她一樣，免除所有污點。 

67. 那個女人沒有再犯罪，從她的心中溢出的愛，她奉獻給了主的教義。 



68. 雖然她犯了錯誤，但她得到了寬恕，但在她的心裡，她帶著淨化的火，為罪人得到的寬恕，

她沒有再一次離開耶穌，我的門徒很快就離開了我而不是那個小傢伙 ; 瑪麗沒有離開我，也沒

有否認我，並沒有感到羞恥或恐懼。 

69. 她被允許在十字架腳下和我的墳墓上哭泣，她的靈魂很快被贖回因为很多的爱。 

70. 在她的心裡，她也产生使徒的精神 ; 她的轉變像真理之光一樣閃耀 ; 她知道在我腳前謙卑地

對我說：“主啊，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會從罪中得救。” 

71. 雖然你，有多少次你試圖說服你辩解你的無罪？覆盖你的错用長期祈禱？ 

72. 不，門徒，向她學習 ; 在你們每一個兄弟中真正地愛你的主。愛得多，你的罪將被寬恕。當

你在心裡開出真理之花時，你會感到很棒。 （212,68-75） 

尼哥底母和轉世問題 

73. 那時我曾對尼哥底母說過，他曾真誠地尋求我與我說話：肉體所生的是肉體 ; 而聖靈所生的

就是靈。不要驚奇我告訴過你，你必須重生。誰理解這些話？ 

74. 在他們面前，我想告訴你們，一世的生命也不足以理解即使我的一課，並且為了讓你理解

這本書那生命所包含的，許多世存在對你來說是必要的。因此，肉體必須只是作為地球旅程中

精神的拐杖。 （151,59） 

耶穌的變形 

75. 在第二次期間，耶穌有一天走路，跟隨是他的門徒。他們爬上了一座山，雖然主人用他的

話嚇到了那些人，但他們卻突然看到了他們的主的變形體，它漂浮在太空中，摩西的精神在右

邊，而以利亞的精神在它的左邊。 

76.  門徒被神聖之光蒙蔽倒在了地上在那超自然的異象之前，但他們迅速平靜下來，他們建議

他們的主人在他的肩膀上放置皇家的紫色外衣，就像在摩西和以利亞身上一樣。然後他們聽到

了一個從無限中降下來的聲音，說道，這是我心愛的兒子，我很高興。聽他的。 



77. 當他們聽到那個聲音時，極大的恐懼就入侵門徒。他們抬起眼睛，只看到他們的主人對他

們說：在我從死中復活之前，不要害怕也不要告訴任何人這個異象。然後他們問主，為什麼文

士說以利亞必須先來？耶穌回答說，真的，以利亞先來，要恢復萬物。但我告訴你，以利亞已

經來了，他們不認識他。相反，他們喜歡和他在一起。然後門徒明白他和他們說過施洗約翰。 

78. “在這個時代，我多少次讓說話的人在我眼前消失，以便你能以耶穌的人類形式看到我，

這是人類認識我的形式 ; 然而，你還沒有在新的變身之前跪下“。 （29,15  -  18） 

沒有勇氣承擔自己 

79. 在我和你們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裡，有很多次晚上，當所有人都睡覺的時候，有人偷偷

地來找我，害怕被發現，因為當我向人群說話時，他們因為對我大吼大叫而引起了醜聞而感到

後悔 ; 事實證明，在他們的心中，我的話語留下了平安和光明的禮物，而我的治療香膏已經流

過他們的身體，他們的後悔更加激烈。 

80. 頭上掛著，他們向我示意，說：主，原諒我們 ; 我們已經認識到你的話的真實性。我回答說：

“如果你發現我只說真話，你為什麼要隱瞞？當它出現時，你是不是出去接受太陽的光線，你

什麼時候曾經為太陽感到羞恥？愛我的人真的永遠不會隱藏它，或者否認它，或者感到羞恥。 

81. 我以這種方式對你說話，因為我看到許多人偷偷地來看我，說謊他們去了哪裡，隱藏他們

所聽到的，有時否認他們和我在一起。你慚愧的是什麼？ （133,23-26） 

耶穌的騷擾 

82. 在第二個時代我對眾人說話。所有人都聽到了我的話，在本質上和形式上完美無缺。我的

凝視，穿透的心，看到了每個人留在那裡的所有東西。在某些人懷疑，在別人信仰，在其他人

中，一個痛苦的聲音對我說：他們是病人，痛苦使希望從我中獲得奇蹟。有些人試圖隱瞞他們

的嘲弄，當他們聽到我說我是從父那裡帶來天國給人的時候，我發現了心中對我的仇恨，以及

沉默我或讓我消失的意圖。 

83. 那些是驕傲的人：感受到我的真理影響的法利賽人。儘管我的話語如此清晰，如此充滿愛，

如此安慰，儘管總是被強有力的作品所證實，但許多人堅持在我的存在背後尋找[另一個假設的]

真理，以耶穌的形式判斷我。仔細審視我的生活，專注於我的外衣的謙遜和物質產品的絕對貧

困。 



84. 不滿足於評判我，他們評價我的門徒，密切觀察他們當他們說話時，當他們跟著我在路上，

當他們坐在桌子旁時。當有一次我的門徒沒有洗他們的手而坐在桌子旁時，法利賽人是多麼的

震驚。可憐的思想那混淆了身體的洗滌和精神的純潔！他們沒有意識到，當他們在聖殿裡拿起

神聖的麵包時，他們用乾淨的手做了它，但心裡充滿了腐爛。 （356,37-38） 

85. 人類在每一步都仔細檢查了我。我所有的言行都被出於惡意審判。大部分時間男人都被我

的行為或我提供的證據所困惑，因為他們的人的思想無法理解只有精神才能理解的東西。 

86. 如果我祈禱，他們會說，如果他聲稱自己充滿權力和智慧，他為什麼要祈禱？他需要或要

求什麼？如果我不禱告，他們會說我沒有履行他們宗教的義務。 

87. 如果他們看到我的門徒吃飯時我沒有滋養自己，他們就認為我不遵守上帝所製定的律法。

如果他們看到我吃飯，他們會問他們自己，如果他說他是生命，為什麼他需要吃飯才能生活？

他們不明白我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向人們透露人類在經歷了長期淨化之後應該如何生活！從那

個漫長的淨化中，應該出現一個更加精神化的一代，它超越了人類的痛苦，肉體的苛刻需求，

以及身體感官的自私激情。 （40,11-13） 

宣告他的離別 

88. 耶穌與他的門徒住了三年。緊隨其後的是眾多深愛著他的人。對於那些門徒來說，除了聽

到師父傳講他的神聖教導之外什麼都不存在 ; 在他們跟隨他的步伐之後，他們既沒有飢餓也沒

有渴望的感覺，也沒有任何挫折或障礙，在包圍這一群體的環境中，一切都是和平和快樂，但

是，儘管如此，當他們最專注沉思於他們心愛的耶穌時，他對他們說：“時間會改變，我我會

離開你，你將像在狼群中的羊。”當我需要從我來的地方回來時候，為了你，一時間來應該保

持孤獨，為那些渴望愛和正義的人見證所見所聞所的。為我的名義工作，我將把你帶到永恆的

居所。“ 

89. 這些話使門徒感到難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耶穌更加堅持地重複了這個宣告 ; 他談到了他的

離別，但同時也安慰了那些聽過他的人的心，說他的靈不會離開，並會繼續看著這個世界，如

果他們準備把他的話作為安慰的信息和希望傳達給當時的人性，他會通過他們的嘴說話並表演

神童。 （354,26-27）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 



90. 在我進入耶路撒冷城之後，眾人接待了我。從城鎮和村莊中，人們進入人群，男人，女人

和孩子，看到師父進入城市。他們是那些經歷過神童和上帝兒子能力證明的人。現在看到的瞎

子，現在可以唱和撒那的啞巴，以及已經離開他們床舖的臥床不起的人，趕緊去看逾越節的盛

宴。 

91. 我知道勝利是暫時的 ; 我已經警告過我的門徒後來必鬚髮生什麼。這只是我鬥爭的開始，現

在，在離這些事件很遠的地方，我告訴你，我的真理之光繼續在與無知，罪惡和謊言的黑暗作

鬥爭，因此我必須補充一點。我的絕對勝利尚未到來。 

92. 你怎麼能相信耶路撒冷的入口意味著我的事業的勝利，因為很少有人被皈依，許多人不知

道我是誰？ 

93. 即使這種人性已經轉變為我的話語，還有未來幾代人？ 

94. 那個歡騰的時刻，那短暫的，凱旋式的進入只是一個反射有朝一日會有光明，善良，真理，

愛情和正義的勝利的反映，而且你們都被邀請參加。 

95. 要知道，即使我的一個孩子仍然在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被發現，也不會有慶祝活動，因

為上帝不會說勝利，如果他的力量甚至無法挽救他的最後一個孩子，他也無法慶祝。 

（268,17-21） 

96. 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你是他們在第二時代唱聖歌的人。現在我在靈裡向你顯現，你就

不要把披風扔在我面前 ; 你為主的居所提供的是你的心。今天你的和撒那並沒有從你的喉嚨裡

喊出來，這個“和撒那“從你的精神中汲取了作為謙卑，愛和父的認可的讚美詩，作為對這種

表現的信仰的讚美詩，在你的主的第三個時代來為你提供。 

97. 然後，就像現在一樣，你跟隨我在我進入耶路撒冷的過程中。眾人圍繞著我，被我的愛心

所吸引 ; 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們，這個城市以禧年的聲音顫抖著。牧師和法利賽人擔心人

們會反叛，他對我說：“主人，如果你教導和平，為什麼你允許你的門徒以這種方式引起醜

聞？”我回答說：“我告訴你如果這些應該保持平靜，那麼石頭就會大聲呼喊。“因為這些是

禧年的時刻，大成和頌揚彌賽亞在那些渴望正義的人中：長期等待的靈魂在即將來臨主實現預

言 



98. 在那個禧年和喜樂中，我的百姓也慶祝他們的自由從埃及。紀念逾越節，我希望讓我的人

民難以忘懷，但我真的告訴你，我沒有遵守犧牲羔羊的簡單傳統，不，我在耶穌裡獻上自己，

犧牲羔羊，作為我所有的孩子都必須得到贖回的道路。 （318,57-59） 

最後的晚餐 

 

99. 當耶穌按照那些人的傳統與門徒一起慶祝逾越節時，他告訴他們：我會向你們揭示新的東

西 ; 喝這酒，吃這代表我的血和我的身體的麵包，為紀念我而這樣做。 

100. 在主離別後，門徒們紀念主的犧牲喝酒，並吃麵包象徵著他給了所有的為了人類的愛。 

101. 幾個世紀過去了，人們分成了宗教，並對我的話語作了不同的解釋。 

102. 今天我來告訴你那個時刻我的感受，那個晚餐，耶穌的每一句話和行為都是來自一本深刻

的智慧和無限的愛的書。如果我拿麵包和酒，那就是讓你明白它們是愛就像那種營養精神和生

命的，如果我告訴你：“做這為了紀念我，”主想告訴你你要用像耶穌那樣的愛來愛你的兄弟，

給你自己作為人類真正的營養。 

103. 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沒有實踐我的教導和榜樣，你對這些教義所做的任何儀式都將是無效

的 ; 在你實踐這對你來說很難，但那就是優點所在。 （151,29  -  32 和 34） 

104. 就像你現在在我身邊一樣，我在第二個時代最後一個夜晚。太陽落山了當耶穌與他的使徒

交談在逗留期間最後一次。它們是父親對他心愛的孩子們痛苦的話語。耶穌在痛苦，以及門徒

在痛苦還不知道為什麼，只有幾個小時之後，等待他來指導他們，以及如此愛他們的人，感到

悲傷。他們的主會離開他們，但他們還不知道如何。彼得喊道，把杯子緊緊抓住他的心。約翰

用淚水潤濕了他主人的胸。馬修和巴塞洛繆對我的教學感到欣喜若狂。菲利普和托馬斯在與我

共進晚餐時隱藏了他們的苦澀。詹姆斯較小的，也更大的，薩德斯，安德魯和西蒙都是因為痛

苦而無聲，儘管他們用他們的心向我說了很多。猶大的加略人也痛苦地痛苦，痛苦和後悔，但

他無法回頭，因為黑暗佔據了他。 

105. 當耶穌說完最後的話和建議時，那些門徒都流著眼淚，但其中一個人不再在那裡，他的精

神無法接受這樣的愛，也沒有看到這樣的光，因此他離開了，為那些燒傷了他心的話。 

（94,5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