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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啟示 

上帝拯救人類的旨意 

耶和華如此說： 

1. 如果地上沒有無知，沒有流血，沒有人類的苦難或痛苦，那麼就會沒有理由讓我的靈實現肉

身並讓你感受到它。然而，你需要我，我知道只有我的愛能在這些時刻拯救你，這就是我來的

原因。 

2. 如果我不愛你，如果你迷失並痛苦，對我來說有什麼關係？但我是你的父親，一個感受到他

孩子痛苦的父親，因為每個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一個粒子，這就是為什麼我來給你真理之光代表

精神生命我的每一句話中和靈感。 （178,79  -  80） 

3. 我在你們中間呼喚你們的心。當我看到你在不斷的戰爭中時，你認為我的和平是完整的嗎？

為此，我來了作為一個偉大的戰士，來對抗黑暗和邪惡。隨著我來到善良的精神，精神世界，

來完善我的工作。這場鬥爭會持續多久？直到我的所有孩子都得救了。但我沒有帶來痛苦 ; 我

希望用愛來改變你。 （268,31） 

4. 我的話會讓人再次感到不舒服，就像過去一樣，但我會告訴你真相。在沒有指責別人的情況

下，我打電話給偽君子，姦夫，姦夫 ; 和邪惡的人，邪惡的。真理被羞辱了，當真相被隱藏起

來時，就像現在一樣，它需要被燒毀，因此必須在人們的眼前再次被提升。 （142,31） 

5. 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以各種形式，我宣告並承諾我的新來到我的門徒 ; 我預言了宣告我的

到來的跡象 ; 來自大自然的跡象，人類之間的事件，世界大戰以及最高處的罪惡。因此，世界

不會再混淆等待我作為一個男人，我讓你知道基督會來在雲中，也就是說，在聖靈裡。 

6. 這個承諾得以實現。這是精神上的主人，與世界對話。這是和平的擁有者和光明的國度，來

建立一個巨大的方舟，其中所有人都可以找到避難所並得到拯救，就像第一次諾亞製造方舟以

拯救人類種子一樣。 （122,52-53） 



7. 我在這個時代表現出來的形式與第二時代不同，但我的目的是相同的：為了拯救人類，使它

遠離旋風它在它的道路上遇到過，並且它無法從中解放自己出來。 

8. 誘惑被釋放充滿了力量，人類就像一個弱小的孩子一樣墮落，並且付出了巨大的懲罰，他已

經耗盡了苦澀的杯子，在他的困惑中，吵著要我，父親一直和他在一起。 

9. 仍然在聖杯中仍有渣滓，但我會幫助你抵擋這些痛苦，這是你不服從的結果。聽從我的人有

福了，因為你們要被堅強。但是，當這種巨大的痛苦臨到他們時，別人會怎麼做？他們的精神

會因缺乏信仰而屈服嗎？以色列的祈禱*）必須拯救他們。 （337,38） 

*）在目前的工作中，當主對以色列或以色列精神講話時，他不是指那個名字的國家，也不是指

一般的猶太人，而是指他的新的上帝子民（見章節） 39）。 

10. 我來尋求你用無限的愛。我賦予你的精神以如此多的恩典和許多禮物，我不願意失去我的

孩子。你是我的存在我的靈的一部分 ; 用如此多的熱切和愛來尋求你是不對的嗎？ 

11. 當我下降給你我的話時，總是在眾人中間有落後的人，那是他們心中堅持最多的問題。然

而，我滿足他們，總是回答他們的問題。 

12. 今天，那些滯後的人會問我新來的目的，我回答：目的是讓人們恢復他們自己原狀*）。 

（287,19-20） 

*）是什麼意思：使用上帝的教義，這種教義是良心，並且被上帝的話語所強化。不是意味著：

人獨自創造他的救贖。 

消除錯誤和表面邪教 

13. 第三個時代已完全抵達人類。自從我來向你傳達我的話語已經過去了將近兩千年 ; 而且，儘

管時間過去了，但仍然不為全人類所知，因為我不被我所有的孩子所愛 ; 仍然，所有人都崇拜

我，所有人都尋求一個神聖的靈，這是我的。然而，我沒有看到人之間的團結，我沒有看到他

們中同樣的信仰，相同的高度，或相同的知識 ;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來到作為聖靈，在我裡面

統一你們，用我的真理，用我不變的話語，用我的正義和愛的律法來完善你。 （316,4） 



14. 心靈的困惑，缺乏信心，對真理的無知，是精神的黑暗，因此今天的人類發現自己迷失了。

那些走路的人不知道或不關心他們去哪裡成倍增加！ 

15. 我知道男人必須來這樣一個時間：充滿痛苦，困惑，不確定和不信任。我答應來救你脫離

這黑暗，在這裡你有我：我是真理的靈。出於什麼目的，你又想要我作為一個男人？難道你不

記得我作為一個男人死了，並告訴你我會在我的王國等你嗎？有了這個，我讓你明白，精神是

永恆的，不朽的。 （99,7-8） 

16. 在這個時代，我的話語提醒你過去，揭示神秘事物並宣告將要發生的事。人扭曲和破壞的

應伸直，因為我，嫉妒真理，帶著我的熱情和正義之劍來摧毀一切虛假的，摧毀虛偽和謊言，

再次驅逐貨幣兌換商從真理的寺廟。 

17. 明白你不必在書中尋找，在勸勉或人的誡命，真理來實現你的救恩。 

18. 你們所有人都要得救。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堅定的基礎。你在一個故事中間遭遇海難，每個

人都在為自己而戰而不記得他的兄弟，因為他自己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19.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我是你唯一的救主，他再來一次尋找那些失去的人因為他們脫離了

法律標題 。我來照亮你的路線，這樣你就可以建造土地，那是等待你的祝福之地，因為在它的

胸膛中， 無限寶藏為精神的得到了保護。 （252,37-40） 

20. 如果在那個時候對神聖使命作出了錯誤的解釋，那麼在這個時候我的教義也被偽造了，並

且主人必須再來幫助你離開你的錯誤，因為就你自己而言，很少有人能夠自己擺脫困惑。 

21. 當然，從那時起，我承諾我會回來 ; 但我也告訴過你我是這樣做的，因為我知道有一天會到

來，人類相信它自己生活在我的教導之路中，會遠離他們，這是我宣告的我的到來時候。 

（264,35-36） 

22. 在第二個時代，基督，就是同一個人在這一瞬間與你說話的，在地上道成了人，生活在地

球上，但現在你在靈裡有了他，履行了他給人類承落，是在新的時代來為你帶來最高的安慰和

真理之光，澄清和解釋所有向人類啟示的東西。 （91,33） 

23. 人性迷失方向，但我來引導他們接受聖靈的亮光，使他們認識我的話語的本質。 



24.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門徒留下的經文已被男人改變，因此宗教之間存在分歧。但是我來

已經開始澄清我的所有教導，在一個單一的光中統一人類，並且一個單一的意志。 （361,28-

29） 

25. 今天，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向世界開放，在這個世界中，人類將為他的思想尋求更大的自由，

並且他將掙扎打破他的精神一直拖在他身後的奴隸制的束縛。在這個時候，你將看到人們突破

狂熱的障礙，尋求精神寄託和真正的光。而且我告訴你，即使是一瞬間體驗到自由冥想，審視

和練習的快樂，他也永遠不會自願回歸被囚禁，因為他的眼睛會看到光明，他的靈魂已經在神

聖的啟示之前狂喜。 （287,51） 

26. 我知道，世代相傳的人會神秘化我的教義，摻假我的律法，偽造真理 ; 我也知道男人會忘記

我回來的承諾，並且他們停止認為他們自己是兄弟，以便用最殘忍，最懦弱和乖張的武器互相

殘殺。 

27. 但是，指定的時間和日期已經到來，我在這裡。不要判斷我選擇與你溝通的形式，因為人

性不是判斷我，而我是判斷人性的人，因為這是判斷的時間。 

28. 我來到人類的心中建立一個王國，而不是許多人所期望的物質王國，而是一個精神力量的

王國，其力量來自愛和正義，而不是來自世界的權力。 

29. 我看到有些人聽到我說話的方式感到驚訝，我問他們：為什麼你總能想像我穿著絲綢，金

子和珍貴的珠寶？當我向你展示與你相反的情況時，為什麼你在任何時候都希望我的王國成為

這個世界？ （279,61-64） 

30. 我已經告訴過你，鬥爭將是激烈的，因為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完美的，並且他對它

的遵守是完美的，但是，我告訴你，如果那是真的我不會有任何理由在這個時候跟你說話。 

31. 我鼓勵你一個基本屬靈的教義，因為我看到異教在你的敬拜形式中有所規定，狂熱的壞種

子以無知和仇恨毒害了你。 

32. 我的光劍在我手中，我是戰士和國王來摧毀所有可惡的，存在的所有邪惡，以及所有虛假

的東西。當我的鬥爭結束，心靈已經學會團結起來生活和祈禱時，你精神的目光將在無限的光

明和永恆的平安中發現我的存在。 “這是我的統治，我會告訴你。我是你的國王：這就是為什

麼我存在，為什麼我創造了你：來統治“。 （279,72-74） 



關於真實生命的澄清 

33.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切創造之父，並且所有眾生的命運都在我裡面 ; 然而，我沒有從他們那

裡得到他們的關注，也沒有得到他們的尊重。他們也相信，他們也是領主，並且相信他們對同

胞的命運有權力 ; 為什麼在我之前跪下？ 

34. 通過這種方式，人類試圖我的忍耐和抵制我的正義 ; 我給了他時間找到真理，但他什麼都不

想要從我。我是父親，不被愛 ; 然後成為師父，並沒有被理解 ; 但是，由於有必要拯救人類，我

現在作為法官來。我知道人會反抗我的正義，因為他也不會理解我作為審判者，他會說上帝為

祂自己復仇了。 

35. 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上帝不能有復仇的感覺，因為他的愛是完美的 ; 他也不會發送痛苦，是

你通過罪惡吸引它。我的神聖正義超越了你的痛苦甚至高於你的死亡。痛苦，障礙，失敗，這

些都是人類創造的考驗 ; 正如你播種的時候，你也應該收穫。對於我來說，它足夠在這些危險

的時刻中，使我的亮光降臨到你的靈魂，以便它達到它的救贖。 （90,5-7） 

36. 正是真理之靈降下去解開奧秘，並向你揭示享受真實生命所必需的知識 ; 正是神聖的安慰傾

注在你的痛苦之上以證明神聖的審判不是懲罰，也不是報復，而是一種愛的判斷，將你帶到光

明，平安和幸福。 （107,24） 

37. 要知道，對於那些明白並知道為那些被提升的人所保留的東西的人來說，所啟示的亮光再

也不能脫離他的精神了。然後滲透到未知的居住地點，或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地球上，有一天

你收到的是神性的閃光，每一步都會從最純粹的你自己的存在中出現，作為一種預感，一種甜

蜜的覺醒，或者作為一種天籟般的歌曲，會讓你的心靈充滿樂趣，渴望回歸精神大廈。這就是

我的學說對那些回歸今生的靈魂意味著什麼。精神似乎忘記了它的過去，但實際上並沒有失去

我的教學知識。 

38. 對於那些人懷疑在這個時刻以這種形式向你說話的神聖話語，我告訴你，如果你不想給我

這個名字，不要將這個詞歸於神聖大師。然後拿出本課的精髓，分析它的所有思想，如果在思

考你所聽到的，你得出的結論是它包含了人類的光明和真理，那麼就把它作為你在地球上行動

的規範，用它改變你的生命。 



39. 我知道我在賜予你真正的智慧。人們所相信的並不會改變我真理的一個原子，但人類有必

要確定他所相信的，他所知道的，以及他所愛的 ; 因此，在我的表現形式中，我有時將自己置

於人性的層面，以便他們認識我。 （143,54-56） 

40. 人對我的概念是非常有限的，他們對精神的知識非常輕微，他們的信仰的非常小。 

41. 幾個世紀以來，宗教一直睡著，沒有向前邁出任何一步，當它們醒來時，它只是在內部動

搖，而不敢突破他們用傳統創造的圍欄。 

42. 它應該是謙卑，窮人，簡單和被忽視的人在尋求光明，純淨的環境，真理和進步的軌道上。

當他們在靈性時代感受到我的新啟示時間的到來時，他們應該響鈴並發出警報的叫聲。 

43. 人類希望發現精神生命的奧秘 ; 那存在不可避免地必須進入的，並且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有

興趣知道。 

44. 男人質疑，懇求光明憐憫，因為他們覺得有必要做好準備，但是，他們得到的每一個答案

都表明精神生命是一個神秘的事物而且試圖拉回覆蓋它的面紗是愚蠢和褻瀆我。 

45.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些渴望真理和光明的人將找不到泉水在世界上來平息他們的渴

望。是我應該從天上湧出那些靈魂渴望喝的智慧之水。我將把我真理的泉源灑在每一個靈魂和

每一個心靈之上，以便神秘被毀滅，我再一次告訴你，不是我有神秘的，而是人創造它們的。 

46. 如果你考慮到上帝是無限的，並且你只是粒子，那麼在你的父親總會存在一些你永遠不會

發現的東西 ; 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永恆中是誰，你自己必須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神秘，你必須

等待進入屬靈的生命才能知道它 ; 這不是我所命定的。 

47. 在過去，你沒有以這種形式說過話，你也沒有被廣泛邀請進入屬靈之光知識，這是真的 ;但

正是在那些過去的時代，人類並沒有經歷迫切需要知道的感覺如現在，也不能在精神上或思想

上理解。如果你總是在尋找和攪拌，那更多的是出於好奇而不是真正的渴望。 

48. 因此，人們找到引導他們進入那道光的道路，並準備從生命和智慧的泉源中接受這些水，

首先他們必須拋棄所有外在的崇拜，並從心中抹去所有的狂熱主義。一旦你開始在心中感受到

生者和所有有力的上帝的存在，你就會感到逃離你存在的最內層，一種新的禱告，一種未知的，

充滿情感和誠意，完全升高和溫柔，這將是精神所啟示的真實禱告。 



49. 那將是你向光明昇起的開始，這是走向靈性之路的第一步。如果靈魂可以向人們揭示真正

的祈禱，它也可以向他揭示他擁有的所有禮物，以及發展和引導他們走向愛的道路的方式。 

（315,66-75） 

50. 你可以在我的表現中找到與第二時代相同的教義 ; 但在這個時代，我來帶著我聖靈的亮光，

向你揭示了深不可測的，從靈到靈的交流，我將繼續揭示新的，非常偉大的教訓。在這個啟示

階段，我會讓你知道第六印的所有內容，這樣你就可以繼續準備我打開第七印章的時間。所以

你會開始知道這種深不可測的，所以你會發現精神的山谷是所有靈魂的住所，是在等待你超越

的無限和奇妙的豪宅，在那裡你將獲得對你的作品的獎勵在你兄弟中間充滿愛與慈善。 

（316,16） 

人類的發展，靈性和拯救 

51. 我不把我的教訓傳給你僅作為道德，只是為了束縛你的身體，但是通過它你可以獲得對你

精神完美的極大提升。 

52. 我不是要在你們中間創造一種新的宗教 ; 當這些宗教基於我的真理時，這種學說不會否認現

有的宗教。這是神聖的愛對所有人 的信息，呼籲所有機構。他，明白神聖的旨意並遵守我的訓

詞，他會感受領導他精神的進步和提升。 

53. 雖然人不理解他一生中必須具備的靈性，和平將遠離世界的現實 ; 另一方面，遵守我的愛的

律法的人不會害怕死亡，也不會害怕等待他的精神的判斷。你應該知道，直到死亡到來之時你

的父親才會審判你，但是一旦你意識到你的行為並感受到良心的召喚，判斷就會開始。我的判

斷永遠在你身上。在每一步，無論是在人類的存在還是在你的屬靈生命中，你都受我的審判，

但在世界上，在肉體中，精神變得麻木不仁，對良心的呼召充耳不聞。 （23,12-13） 

54. 我沒有帶來這些啟示，只是為了給你帶來世界的平安，讓你的痛苦更加輕盈，帶著屬世的

香膏。我帶著這種表現來給你提供關於你的屬靈進化的偉大教訓，因為如果我只是來給你世界

的物品，我真的告訴你：因為它足以委託你我本來會憑直覺啟發的科學家向他們揭示了大自然

的秘密，所以你可以從那裡拿出香脂來治愈你的身體疾病。 

55. 我的作品向你展示了更廣闊的視野，超越你星球的視野，包圍著你周圍無數的世界 ; 無盡的

視野，向您展示屬於您的永恆之路。 （311,13-14） 



56. 我的屬靈學說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或使命：一個是在流亡中安慰精神，使人明白上帝形成它 

在和平王國中永遠等待它 ; 另一個是讓他知道他有多少禮物可得到和才能可以達到拯救，提升

或完美。 

57. 這個詞帶有的靈性信息使人們睜開眼睛，使他們直接看到現實他們認為只能在他們看到的

東西，在他們所接觸的東西或在他們用人類科學證明的東西中找到的現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

在命名“現實”，這是暫時的，並且正在缺失或否認存在真實現實的“永恆”。 

58. 讓這個信息從一個國家走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庭，留下光的種子，安慰和

平安的種子，讓人們停下一些時刻，讓他們的精神承認休戰，這是思考和記住那個必不可少的。

任何一瞬間都可能是他回到靈性山谷的那一刻，從他的作品和從他在世界上播種的，取決於他

進入屬靈生命時所收穫的果實。 （322, 4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