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8 第三聖約 - 第 8 章 - 基督的新社區...... 門徒，使徒，神聖的使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 

在啟示錄的會眾中的光明和影子 

耶和華如此說： 

1. 如果我的話語已經賜給了所有的國家，大多數人會拒絕它因為虛榮，唯物主義以及人類的虛

假宏偉不會接受一種說出靈性，謙卑和兄弟情誼的教義 。世界尚未準備好去理解愛情，因此，

並非所有人都對這種形式的存在感到敏感。 

2. 就像基督一樣，在那個時候尋找一塊空心的岩石作為一個人出生，今天我發現了地球的這個

角落，聽到了我的聲音，它與收到上帝的兒子的石窟和馬槽有相似之處。在那祝福的夜晚， 

（124,13-14） 

3. 這些謙卑的人選擇他們的方式，沒有傳道人來引導他們，並且在沒有儀式或像徵的情況下崇

拜我，這將是對那些在幾個世紀的夜晚睡覺的人的警醒呼召。對我的許多孩子的再生和淨化起

到刺激作用。 （94,39） 

4. 在我的教義的陰影下，不會建造寶座，高大的人可以在這寶座上統治他們兄弟的靈魂;沒有人

會被用紫色長袍加冕或覆蓋以試圖佔據主的位置，也不會出現懺悔者對人類行為進行判斷，赦

免，譴責和判刑。只有我才能從一個公正和完美的板凳上判斷出一種精神。 

5. 我可以派遣那些糾正，教導和引導的人，但我不會派任何人來判斷和懲罰。我把那些牧羊人

送給了人類，但既不是主也不是父。唯一的靈魂之父是我。（243,13-14） 

6. 我將在這個時代形成一個嫉妒我的律法，熱愛真理和慈善的人。這個人就像一面鏡子，其他

人可能會看到這些鏡子反映了他們所陷入的錯誤。他們不應該是任何人的審判者，但他們的美

德，工作和盡職盡責將觸及所有人的精神跨越他們的道路，並將向所有不遵守我律法的人顯示

道路。 

 



7. 當這些人強大而無數時，他們會吸引同胞的注意，因為他們的工作清潔，他們敬拜的誠意必

須使人類感到驚訝 ; 然後男人們會問：這些沒有寺庙的人是知道以這種方式祈禱？誰教導這些

群眾禱告，崇拜他們的上帝而不覺得需要升起為他的敬拜祭壇？這些旅行者和傳教士從哪裡來，

誰這些人像鳥既不播種，也不收割，也不旋轉，但仍然存在？ 

8. 我要對他們說：這個人，貧窮謙卑，但嫉妒我的律法，強烈反對世界的激情，不是任何人準

備的。這些群眾喜歡做善事，被靈感所照亮，知道如何携带心靈和平的信息傳遞給和安慰的感

覺，這些都沒有被任何地球上的教師或傳道人所教導：因為它是真的我告訴你，在這個時候，

你們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用真正的靈性來教導上帝的敬拜。真理不是存在於儀式的輝煌中，

也不存在於財富或地上的力量之中，而是存在于謙卑之中，乾淨，高尚，真誠的心尋求純潔的。

這些心在哪裡？ （154,12-14） 

9. 我已經召集了許多我的孩子，在這項工作中承擔了不同的責任和各種使命，我根據你們的恩

賜和進步給了他們，所有這些我已經形成了我的子民，我的新使徒。 

10. 對於一些我已經給予支導的工作，和这样他們的工作不是艱苦和痛苦的，我把人們分成了

會眾。 

11. 對於其他人，我給了他們作為代言人的禮物，這樣他們就可以將我的靈感，人性化的話語

傳遞給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以接受這種奇蹟。 

12. 我有幸見到了一些人，使他們成為先知，並通過他們宣告即將到來的事。 

13. 那些接受了支柱使命的人是那些必須幫助人民朝聖的人，他們必須像 Cyrene [Cyrene 的

Simon，幫助基督]一樣為支導服務，並幫助攜帶他們眾多 的十字架。 

14. 其他人已經得到了教師恩典和這些，作為精神世界的工具已經準備好傳遞其信息，分析我

的工作，以及作為治療神聖潤膏的擁護者，安慰病人，為了團結一致，他們可以通過健康的精

神散發向有需要的人傾注慈善事業。 

15. 我已經命名為金抄寫員，他必須在我將留给你的書中打印我的啟示，教義和預言。 

16. 我给責任成為基石那些在人民中站立堅定，穩定，有力量的人的。在這些人中，他們的話

語，舒適和榜樣將像岩石一樣不變。 



17. 既然我的溝通在這個階段已經結束，我正在評判所有的指控，以及所有被選中接受如此偉

大使命的人。我呼籲他們深入研究並了解他們作品的結果。我在這個冥想時刻陪伴著所有人。 

（335,27-28） 

18. 正如在所有時代，許多人都被召喚，但很少被選中 ; 因為我只選擇那些及時完成任務的人，

对其餘的我會給予光，以便使他們知道如何等待他們被選中的時間。 

19. 有多少人，只在沒有時間選擇为責任的情況下被召喚，參加了我的工人和門徒在沒有他们

的精神进化到不可或缺的，能夠承受這十字架的重量，他們理解光也没有要求允許進入我的靈

感 。一旦他們在所選擇的行列中，他們中的許多人做了什麼？他們褻瀆並毒害了環境，以邪惡

的傾向污染他人，撒謊，播下不和，並從我的名字和我存放在我的門徒的禮物中獲利。 

20. 不要試圖找出那些人是誰，因為你不會成功。只有我，神聖的法官，知道這些人是誰，我

通過他們的良心告訴他們：保持警惕並祈禱，以便在為時已晚之前為你的錯誤懺悔。如果你悔

改，我向你保證，我會在靈性上坐你在我的餐桌旁，會有一個和解與寬恕的節日。 （306,53-

55） 

21. 這是事實，不是所有愛我的工作，即使它是在他們中間，也沒有全部都了解它，为这个原

因我可以告訴你，有些是我的工作，和其他人做他们自己的。 

22. 那些因愛而來到我身邊的人，愛我的話語，因為他們知道它會糾正他們而不會傷害他們，

並指出他們的缺點而不會羞辱他們。這使他們堅持不懈地完善他们實踐。 

23.那些不是試圖達到完美，只追求崇拜，優越，讚美或生活方式而不是追求完美精神的人，在

指出他们的缺點時，並不抵制我的話，所以他們有創造一種與我不同的作品，在作品中他們可

以自由地做自己的意志。他們還沒有明白，在我的表現持續的時候，所有人都需要這樣做，就

是以最高的高度傾聽我，以便以後他們可以分析我的信息。 （140,72-74） 

24. 我曾說過，不服從的混亂時期將到來，勞動者將在這種情況下說出我通過人類理解的交流

不會停止 ; 但是當我的話語得以實現的那一刻，儘管人類試圖插入我的意志。 

25. 有許多錯誤在我承諾責任和禮物的人犯了？ 1950 年以後，我的孩子們被釋放了多少不理解. 



26. 由於人的缺乏理解和愚蠢，他們遏制了我的慈善，權威和恩典，因此在法律的真正道路之

外。 和諧，和真理。 

27. 以色列人再一次不會知道自己从部落到部落 ; 他們將再一次撕裂，並希望踐踏我給他們手中

的干淨純潔的法律 ; 以色列將再次尋求古老的道路，陷入偶像崇拜和狂熱主義 ; 他們會看向教派，

陷入混亂和黑暗之中，並會在人們賦予他們的虛假和華麗的話語中找到滿足感。 

28. 宗教和教派的人在看到以色列分裂後，以色列不了解自己並被削弱，就會尋求動機去除這

個無價的寶石，撕掉這個新約的方舟並說下個天，他們是人類面前的真正使者和我的神性的代

表。 （363,47-49,51 和 57） 

對於那些聽到屬靈主義工作的人的警告話語 

29. 我希望當我的交流得出結論時，你對這個學說中的內容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以便你可以適

當地實現它，直到現在，真正的靈性主義者還沒有出現在聽過我話語的群眾中間。到目前為止，

你所實踐的並不是靈性主義，而是你所受到的“我的工作”的一個版本，但它與真正的靈性相

差甚遠。 

30. 你需要用自己的力量武裝自己，接受困擾你的東西 ; 你必須起來修改你的行為，用你們中間

的旨意尋求我的教義闪光的真理和純潔。 

31. 不要害怕改變你的實踐和敬拜的外在部分在不改變我的教導的本質。 （252,28-30） 

32. 利用你仍然必須聽到我的教訓的時間，這樣它可以充滿你光明和恩典，這樣你就可以堅定

地向靈性前進，這是你沒有做過的進步因為繼續崇拜唯物主義和錯誤。 

33. 到現在為止，你沒有信心放棄你的形式，儀式和符號，在無限的靈性中尋求我。你缺乏成

為靈性主義者的勇氣，並且設想了一種看似靈性的方式，隱藏著你的唯物主義和錯誤。 

34. 我不希望你成為偽君子，而是真誠地愛著真理 ; 因此，我非常清楚地說話，這樣你就可以清

潔你的生活，向世界展示這項工作中的真理。你說你是靈性主義者嗎？然後是在真理。當你做

所有與之相反的事情時，不要談論我的學說，因為你的行為只會讓人類感到困惑。 



35.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些是我的工作 ; 我的法律意味著什麼，你的呼召是什麼，以及你必須

如何執行它，這樣如果你沒有一個值得指明你的步驟的指南，你可能被指導受到良心和我的學

說的知識的你已經獲得。因此，你不能因為任何錯誤或錯誤而責怪他人。 （271,27-30） 

36. 從那时我通過人類理解溝通開始，我希望你將你的恩賜付諸實踐，並開始你的精神使命，

以便在我離開的那一天到來時，你將走過部分路，不要感到太弱，無法開始履行如此微妙的任

務。 

37. 有些人已經知道如何解釋神聖的觀念並努力使其實現，但也有一些人，他們是多數人，他

們誤解了這項工作的意義。 

38. 這些是我引起這些人注意的錯誤，因為我不希望那些長期受到指示的人被人類嘲笑。 

（267,65-67） 

39. 有些人只對“我的話語”的本質感興趣，渴望精神的進步和進化，而其他人則對我的外在

崇拜感到高興，因此前者喜歡接受關於靈性的教導。其他人對他們的錯誤被提及感到不滿。 

40. 只有我知道誰會回應我，因為所有應該通過我的發言人被知道的，但是被保留了。 

（270,8-941） 

41. 默想並明白你所需要的統一是屬靈的，當你超越你的激情和狂熱時，你就會達到這種統一。 

42. 當你們每個人都宣稱自己的教導是唯一的真理，同時將所有其他人的教導視為虛假時，你

怎麼能創造和平呢？ 

43. 狂熱主義是黑暗，盲目和無知，其果實永遠不會是光明的果實。 （289,8-10） 

4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如果你沒有團結，就像我的意志一樣，人類會驅散你，和委托你他们

的野兽如果看到你的生命遠離那些你講道。 

45. 如果男人發現在每個地方都存在不同的敬拜形式，以及實踐我的教義的不同方式，會發生

什麼？ 



46. 我委託你最後三年交流，以便你可以為這個民族的結合而工作，這種統一包括精神和外在

的統一，使你的勞動充滿和諧與平等，可能是最好的證明，你們所有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

的土地，都是由一位大師教導的：上帝。 （252,69-71） 

真正的使徒 - 新使徒 

47. 不要試圖限制這項宇宙和無限的工作，也不要限制你自己的精神發展，因為你繼續前進善

行和學習的道路，你將獲得更多的啟示。你會看到神聖的工作起源於最簡單的，你會看到它在

所有被創造的東西中出現，你會感到它在你的存在中悸動。 

48. 這是我教導靈性主義門徒的簡單性，所以他也可能像他的主人一樣簡單。讓門徒用他的言

語的真實性和他作品的力量說服和悔改，而不是試圖驚訝任何人用有神秘力量或非凡能力。 

49. 由於他的樸素，真正的門徒將是偉大的。他會理解他的主人，同時讓他自己被他的兄弟們

理解 。 （297,15-17） 

50. 耶穌的門徒就是那個用說服和安慰的話來征服人，他會提升並複蘇，使被擊敗者勝利勝過

他们自己和逆境。 

51. 基督的使徒不能在他自己的心中庇護自私，只考慮自己的痛苦和憂慮，而忽略了自己的與

關心自己的兄弟，絕對相信沒有任何被忽視的東西 ; 因為父親立即幫助那些放棄自己憂慮的來

幫助需要精神支持的主的孩子。那些知道如何忘記自己帶來希望的微笑，安慰他們的悲傷，或

者為了他們的痛苦而一滴苦瓜，回到家裡的人，會發現自己被祝福，喜樂和平安的光所照亮。 

（293,32-33） 

52. “我曾多次說過你和那些人是同一個人。再來品嚐葡萄酒，在我的餐桌上吃麵包 ; 吃羔羊，

他是生命的起源。來吧，你渴望飢渴，不潔淨 ; 加強並吃飽，然後我會告訴你：拿起你的十字

架跟著我。在我這個時期的餐桌上，使徒將是男人和女人 ; 我會把你的精神放在這張桌子上“。 

53. “在此期間，一直是女性在群眾面前提升了精神旗幟 ; 她們一直沿著道路離開使徒熱心父親

侓法的印記。“ 



54. “在我的新使徒中，女人與男人同在，為了事奉我，不會有年齡障礙 ; 對於成年人以及兒童

或老人來說也是如此 ; 對於少女和母親來說都是一樣的 ; 因為我再次告訴你，這是我尋求的精神，

而且他很久以前就離開了他的婴儿期“。 （69,16-17） 

55. 如果我在第二個時代告訴你，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現在我告訴你，你的也不屬於這

個世界，因為你知道，這個居住地球是暫時的为人類。 

56. 我來向你展示真實的生命，這種生命從來就不是以唯物主義的基礎。出於這個原因，人們

將再一次起來反對我的永恆主義，我一如既往的教導，即愛，智慧和正義，儘管不會立即被理

解。人類將再一次審判我，再一次把我放在十字架上，但我知道我的教導必須經過這一點才能

得到認可和愛戴。我知道我頑強的迫害者後來將成為我忠實無私的播種者，因為我會給他們非

常好的證明我的真理。 

57. 第二時代的尼哥底母，祭司中的王子，尋求耶穌與他交談有關明智和深刻的教導，將在這

個時候再次出現，安詳地分析我的工作並將自己轉化為它。 

58. 那個叫保羅的掃羅在憤怒地迫害我之後，成為我的偉大使徒之一，將再次出現在我的道路

上，從各處出來我的新門徒，有些熱情，有些人自我表現。現在的時間非常重要;我說話的時間

臨到你身上。 （173,45-48） 

59. 眾人需要那些知道如何在經歷考驗時變得堅強的人，那些習慣於世界和精神的偉大戰役的

人。他們是那些能夠引導和引導人類的人，因為在他們的心中，不會有控製或支配任何人的願

望。他們心中不會有自私，因為當他們提升自己與主交流時，他們會感受到他的慈善和愛心，

這樣他們就可以為他們的兄弟提供同樣的慈善。 （54,53） 

上帝在全世界和所有時代的使節 

60. 地上的人民從未缺乏屬靈的亮光。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不僅是這些人有先知和使者;因

為我已派遣使者到所有[人民]來喚醒他們。 

61. 你可以用他們的教義的光明和真實來判斷他們的話語，以及他們與我所揭示的相似之處。 

62. 有些人在彌賽亞到來之前到來，其他人在我作為一個人出現之後到來，但所有人都向人傳

達了屬靈的信息。 



63. 這些教義像我一樣受到褻瀆，因為當它們的本質沒有被改變時，它們已經被一個渴望真理

的人類所殘害或隱藏起來。 

64. 一個單一的真理和一個單一的道德是通過使節，先知和僕人向人們揭示的;為什麼不同的民

族有不同的真理，道德和生命概念？ 

65. 人類隨著時間的推移摻雜的那個真理將會重新建立起來，它的光芒將以如此強大的光芒照

耀，使人類看起來像是一種新的東西，儘管這種光一直照亮了我的神性兒童的進化方式。  

66. 許多人因說真話而死亡，許多人也因不希望在他們內心發出的聲音而受到折磨。 

67. 不要以為天堂只派遣那些談論精神，愛情和道德的人 ; 不，它還派遣了那些提供精細科學成

果的人，那些為人類生活帶來光明的知識，減輕他們的負擔，減輕他們的痛苦。他們都是我的

使節。 

68. 還有其他人，沒有帶來道德精神教義或科學啟示，帶來教導人感受和欣賞創造美的信息，

他們是我的使者，他們的使命是為心靈帶來喜悅和潤唇膏为那些哭泣的人 

69. 所有人都喝醉苦涩了，看到對一個對真理視而不見的世界的不理解，人類對美和善的無知。

儘管如此，如果我告訴你，在這個時代，所有人都會得到恢復，如果我宣布所有人都將回到正

確的道路上，並且我的所有教義都將恢復到他們原有的本質，你可能會相信這個時代的精神輝

煌在這個世界是近，雖然你不應該忘記之前發生，所有人都會被判斷和淨化。 （121,9-16） 

70. 每次有人發現某些啟示時，我都會派遣先行者或先知為他們做好準備，以便他們可以看到

光明。但是，不要相信只有那些為精神帶來信息的人才是我的使節;不，門徒，任何以任何形式

播種善良的人都是我的特使。 

71. 這些使者可以在你生命的每一個步驟，宗教，科學和治理者中找到，也可以在那些提供良

好教義的人身上找到。 

72. 我真正的僕人從不偏離應該遵循的道路，但在回頭之前更喜歡死在那條路上。他的榜樣是

他的同伴生命中光明的種子，他的作品也是其他人的榜樣。哦，如果人類只知道如何理解我通

過他們發送給你的信息。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有許多人在這個世界上有著微妙的使命，

他們將目光轉从這些偉大的榜樣，並走上最讓他們滿意的道路。 （105,13-15） 



73. 此外，你做了什麼，人性，和我派來的那些人提醒你我的道路，信仰的道路，即智慧，愛

與和平？ 

74. 你希望對他們的信息一無所知，用你作為理論和宗教的虛偽信仰與他們作鬥爭。 

75. 你的眼睛不希望看到光那被帶給你作為我的使節的愛的信息，他被稱為先知，先知，開明

的，醫生，哲學家，科學家或牧羊人。 

76. 這些人已經發出光芒，你不希望看到他們的光，他們已經走在你前面，而你卻不想跟隨他

們的步伐。 

77. 他們為你們留下了犧牲，痛苦和慈善道路的榜樣，你們害怕模仿他們，不知道跟隨我的人

的痛苦是對精神的喜悅，是一條花的道路，充滿承诺的地平線。 

78. 他們沒有聞到地球上的花香，也沒有陶醉於世界的短暫快樂中，因為他們的精神的渴望已

經不是朝著不純潔的方向，而是朝著更高尚的方向。 

79. 他們受苦了，但他們並沒有尋求安慰，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已經來了。他們對這個世界沒有

任何期待，因為他們在斗爭結束時等待著看到信仰的複活和所有死於真理的人的靈魂的生命。 

80. 我和你說話的這些人是誰？我談到所有帶給你光明，愛，希望，健康，信仰和救恩的信息

的人。他們使用的名字並不重要，你看到他們的路也沒有出現，也沒有他們在地球上的標題。 

（263,18-24） 

81. 我有必要再一次告訴你，在我的表現形式周圍形成的這個人不是父親比其他人更愛的人，

而是如果主已將目光轉向他們，那是因為他每次都有一個神聖的靈魂降臨時，就已經在世上形

成了靈魂。他們是以色列人的屬靈兒女：先知，使者，先知和族長。 

82. 誰能比他們在這個時候接待我更好，明白我的表現，並證明我的應許得到了實現？ 

（159,51-52） 

 



83. 我已經降臨以色列人民的懷抱，在這個國家（墨西哥）建立了最多的人，其他人傳播給所

有國家，由我和他們一同派遣我在精神上有所傳達。這些是我選擇的，他們一直忠於我，他們

沒有污染他們的心靈，他們的精神可以感知我的靈感。通過他們的渠道，我向世界提供了豐富

的智慧。 （269,2） 

84. 親愛的孩子来到了少數，我真實地告訴你：我的感知凝視遍布我所選擇的那些人，那些感

覺精神充沛的人，現在是我在場的時候。他們沒有像你一樣聽到我的話，但在他們的精神中聽

到一種聲音，告訴他們我再次成為人類的一員 ; 我靈性地來到了雲端。有些我會允許用他們的

靈魂的眼睛看到我，其他我會使我感受到我的愛，以便他們感受到我的靈的存在。 （346,13） 

85. 很快就會出現直覺，靈感和靈性的敏感，在各國面前，通過他們的精神，在他們看到，感

受，傾聽和接受的事上作見證。我再次告訴你，我的人不僅限於通過這些發言人聽過我的人 ; 

因為我已將我的僕人送到地球的各個地方，準備道路並清理後來播種的田地。 

86. 我加強並祝福他們，因為他們的勞動很艱苦，他們的道路遍布荊棘。嘲笑和嘲弄，誹謗和

不虔誠隨處可見，但他們直覺和靈感，知道他們是由我發送的，並且願意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

走完盡頭。 （284,50-51） 

87. 我邀請你進入我的王國。我正在召集所有國家，但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會傾聽。 

88. “人類熄滅了它的燈，在黑暗中行走。在那些混亂的地方，我的一位開明使者會出現照亮

他的周圍 ; 那個使者是一個精神上的守護者，他保持警惕並等待我的信號喚醒和移動[人類]。“ 

89. 讓這些使者的愛成為你心中種下的富有成果的種子。如果他們在外向貧困中向你展示自己，

就不要拒絕他們。聆聽他們，因為他們以我的名義進入，為你提供完美的禱告，使你擺脫束縛

你的唯物主義鏈條，並幫助你獲得將你提升到我身上的屬靈自由。 （281,33） 

90. 如果有人在你們中間說他是基督再次成了肉身，就不要相信他 ; 因為告訴你我會回來，我讓

你明白這將是精神上的。如果有人對你說：“我是上帝的特使，”不信任他們，因為真正的使

者不會吹噓也不會大肆宣揚我託付給他們的使命，而只會通過他們的作品來證明。男人們說一

棵樹必須知道通过其的果實，這不是對的？ 

91. 我不禁止你嘗試樹木的果實，但你必須準備好區分好果子和壞果子。 



92. 那些愛真理的人我會像燈一樣照亮他們兄弟的道路。 （131,5-7） 

93. 在這個世界上你需要一個精神導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這個時候開始，所有進入這條道

路的人將沒有其他道路，只有我的法律，除了它們因外没有任何其他指南，在他们的良心指南。 

94. 這並不意味著將停止有光明和力量強大的男女，他們通過他們的榜樣和他們的靈感來提供

援助。 

95.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會发送像摩西或以利亞那樣派人，為你追尋道路，並在每一步都提

醒你。他們幫助你 ; 他們看著並陪伴你，不再是人的形式，而是來自靈性。 

96. 誰見過他們？沒有，但是如果你做好準備，你會感覺到你內在的偉大靈魂一直與人類有關，

並且在那裡有很大的使命要实现。 （255，4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