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12 第三聖約 - 第 12 章 - 耶穌的激情，死亡和復活 

耶穌基督的啟示 

生命中努力與苦難 

耶和華如此說： 

1. 我來到人間生活，使我的生命成為榜樣，一本書。我知道所有的痛苦，考驗和掙扎 ; 貧窮，

工作和迫害 ; 我知道被親屬否認，忘恩負義和背叛 ; 我知道長時間的工作，飢餓和口渴，嘲弄，

寂寞和死亡。我讓人類所有罪惡的全部重擔落在我身上。我允許男人在我的話語和我穿孔的身

體中仔細檢查我的靈魂，甚至可以看到我的最後一塊骨頭。作為上帝，我變成了一個傻瓜之王，

成為凡人的遺體，甚至帶著恥辱的十字架，爬上山去了小偷死的地方。在那裡，我的人生終結

了，證明我不僅是言語的上帝，也是行為中的上帝。 （217,11） 

2. 當小時接近並且晚餐結束時，耶穌已經向他的門徒提出了最後的建議。他走到橄欖園，在那

裡習慣了祈禱，並對父說話，他說：“我的父啊，如果可能的話，讓這杯子從我身邊經過：但

最重要的是，你的意志將會完成。 “就在那時，我的一個背叛我的門徒來到在逮捕我的暴徒的

陪伴下。當他們問道：“誰是拿撒勒的耶穌？”猶大走近他的主人並吻了他。在那些人的心中，

當他們看到耶穌的寧靜時，他們感到恐懼和騷動，他們再次問：“誰是耶穌？”然後我走近他

們，說：“我在這裡，是我。”我的激情開始了。 

3. 他們把我帶到了大祭司，法官和州長之前 ; 他們質問我，審判我，並指責我違反了摩西的律

法，並且想要建立一個可以摧毀塞薩爾王國的王國。 （152,6-7） 

猶大的背叛 

4. 難道你不記得有多少次我表達了我的愛，不僅對那些相信我的人，也對那些背叛我的人，以

及那些迫害和審判我的人？現在你可能會問我出於什麼原因允許所有這些羞辱，我回答你：有

必要給他們完全的思想和行為自由，以便有適當的環境來展示我自己，以便所有人會感受到我

來教導世界的憐憫和愛。 

5. 我沒有把猶大的心移到背叛我 ; 當他的心充滿黑暗時，他成了錯誤思想的工具 ; 當面對那個无

信仰門徒時，我表現出了我的寬恕。 



6. 它是沒有必要是我自己的一個人背叛我來給你展示我的謙卑，主人已經呈現它在任何情況下

男人可能給他的。對於那個門徒而言，它相當於工具通過它主向世界展示神聖謙卑 ; 雖然你可

能認為那個人的弱點是導致耶穌死亡的原因，但我告訴你，你錯了，因為我來是完全把我自己

交給你了。如果它不是那種形式，你可能會確定在另一種形式。因此，你沒有權利詛咒或判斷

他也是你的兄弟，但是在一個混亂的時刻，他缺乏對主的愛和忠誠。如果你因為我的死而責怪

他，為什麼你不能祝福他，因為你知道我的血液是為了全人類的救贖而洩露的？你們祈禱沒有

人陷入誘惑之中會更好，因為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虛偽仍然存在於世上。 （90,37-39） 

耶穌的激情 

7. 當我被教皇凱帕斯詢問時，對我說：我通過永生的上帝懇請你，告訴我們如果你是基督，彌

賽亞，上帝的兒子。我回答他：你說的是這樣的。 （21,30） 

8. 幾天前有多少人欽佩和祝福我的作品，忘記了它們，變得忘恩負義，加入那些褻瀆我的人 ; 

然而，我的犧牲必須非常偉大，以致它永遠不會從人類的心中抹去。 

9. 世界，你在其中，看到我被褻瀆，鞭打，羞辱到無人可能的地步，但我把你給我的杯子喝乾

了。我一步一步地實現了我對男人的愛的命運，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我的孩子。 

10. 祝福那些人看到他們的上帝流血，喘著粗氣，卻相信他。 

11. 然而，還有更多的東西還在等著我：死在兩個小偷之間的十字架上 ; 但因为這是寫的，所以

我必須實現才能被認為是真正的彌賽亞。 （152,8-1） 

12. 關於我現在給你的這個教導，我在第二個時代已經舉了一個例子。耶穌在十字架上，救贖

主在眾多他所愛的人面前痛苦不堪 ; 每顆心都是他所呼喚的門。在暴徒中，有治理群眾的人，

教會的王子，稅吏，法利賽人，富人，窮人，墮落的人，以及簡單的人。雖然有些人，從看過

他的作品並從他那裡得到了好處，知道那個時候死了的人，其他人，渴望無辜的血，渴望復仇，

匆匆趕去了他們嘲笑稱猶太人之王的死亡，沒有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民族的國王，而且是地球上

所有人民和宇宙萬物的王。耶穌把他最後一眼看向那群眾，充滿了溫柔和憐憫，向父祈禱，說：

“原諒他們，我的父，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 

13. 那個最後喜歡看他的痛苦，正如那些為他哭泣的人一樣 ; 因為主的愛，這是父的愛，對所有

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103,26  -  27） 



14. 當那天到來暴徒，被耶穌在場的人所催促的，傷害並毆打他，当他們看到他在受到打擊的

影響下像一個簡單的凡人一樣流血 ; 法利賽人，王子和祭司都滿意地驚呼，他就像任何人一樣

受苦和死亡：他自稱為上帝之子的人，他自稱是君王，並以彌賽亞的身份離開了他自己。 

15. 為了他們的緣故，更多於他人為那事，耶穌要求他的父親原諒那些在知道聖經的同時，否

認他並對眾人指出他的冒名頂替者。事實上，他們是法律的博士，當他們審判耶穌不知道他們

在做什麼的時候，即使在暴徒中他們的心被破碎對正在目睹的不公正的痛苦和他們的臉上充滿

了淚水在義人的犧牲之前。這是一個簡單的心靈的男人和女人，但是謙卑和高尚的精神，他們

知道他曾經是世界上的人，他們因離开主而迷失了。 （150,24-25） 

16. 他對你說話：他在十字架上，被暴民，痛苦，虐待和折磨，抬起他的眼睛看向無限，說：

“原諒他們，父親，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做的。“ 

17. 在這神聖的赦免我包括，擁抱所有時代的全人類，因為我可以看到過去，現在，和人類的

未來。我可以在真理和精神上對你說，當時我正在看著你在這個時候聽到我的新話語。 

（268,38-39） 

18. 從十字架的高處，我指我最後的目光看向群眾，我看到瑪麗，並指約翰，我說：“女人，

看哪，你的兒子，”並向約翰說：“兒子，看哪，你的母親。“ 

19. 暴徒是瞎子，所以約翰當時是唯一一個能夠理解這句話含義的人，當我說：”我渴望，

“因為這是我的靈所感受到的對愛的渴望。 

20. 那兩個罪犯也在我旁邊痛苦 ; 當其中一個人褻瀆並沉入深淵時，另一個人用信仰之光照耀著，

儘管看到他的上帝釘在了可恥的十字架上，並且在死亡附近，相信他的神性，並對他說：“記

得我當你進入你的王國時。“我對此作出回應，被這種信仰所感動：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將

在天堂與我同在。 

21. 沒有人知道在那小時經過耶穌心中的風暴 ; 沒有被束縛的元素只是對那個人內部發生的那種

微弱的反映，如此偉大，如此真實的是神聖之靈的痛苦，那肉體，瞬間感到虛弱的感覺，驚呼：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 

22. 如果我來教人們如何生活，我也來教導他們如何死去，原諒和祝福，即使那些對父說話傷

害和殉敬我的人：“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23. 當靈魂拋棄這個居所時，我說：”父親，在你的手中，我委托我的靈魂。“完美的教訓已

經結束 ; 作為上帝和男人，我曾說過。 （152,12-17） 

24. 一個時刻足以讓迪馬斯拯救他自己，這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刻 ; 他從十字架上對我說話，儘

管看到耶穌，據說他是上帝的兒子，卻痛苦不堪，他感覺到他是彌賽亞，救主，並且他全心投

入他內心的悔改和他靈魂的謙卑，就是為了這個，我在那天向他許諾了天堂。 

25. 我告訴你們，那個在不知不覺中犯罪的人，但在他生命盡頭的時候，心中充滿了謙卑和信

心，我要感受到我慈善的溫柔，這將使他超越我的慈善。地球的苦難，讓他知道高尚和进升生

命的樂趣。 

26. 是的，親愛的迪馬斯，你和我一起去了光明和屬靈平安的天堂，在那裡我帶著你的靈魂為

你的信仰而受到獎勵。誰會想到那些懷疑在耶穌死亡和流血的時候，耶穌在那里居住了一個上

帝，而那個在他右邊受苦的小偷的精神之光卻被隱藏了？ 

27. 時間過去了，當平靜再次來臨時，許多否認和鞭打我的人都滲透了我的真理之光，因此他

們的悔改是偉大的，他們對跟隨我的愛是不可動搖的。 （320,67） 

28. 在第二個時代，我在十字架上發出了一些最後的話，而我的身體處於痛苦的狀態。在我的

最後一句話中，有一個在那些時刻甚至更晚的時候都沒有被理解：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

什麼離棄我？ 

29. 由於這些話，許多人感到困惑或懷疑，認為這是一個軟弱的時刻，我已經搖搖欲墜。但他

們沒有考慮到那不是最後一句話，在此之後我仍然宣布其他人揭示了力量和啟示：父親，在你

的手中我委托我的靈，並且“所有一切都成就了”。 

30. 既然我已經回過頭來光照你的困惑，並澄清你所謂的神秘事物，我告訴你，當我在十字架

上時，痛苦是漫長而血腥的。耶穌的身體比所有人的身體都敏感得多，遭受了長期的痛苦，死

亡不來臨。耶穌已經完成了他在世界上的使命。他已經說了最後一句話，並教導了最後一課。

那痛苦的身體，那撕裂的肉體，感覺到精神的缺失，痛苦地問主，父親，父親為什麼你離棄了

我？那是受傷的羔羊對他的牧羊人的甜蜜和悲傷的抱怨。這證明基督，聖言，真正成為耶穌裡

的人，他的苦難是真實的。 



31. 當他永恒與天父聯合時，你如何將這些話語歸於基督呢？現在你知道這是耶穌身體痛苦的

呻吟，受到人類失明的傷害和折磨。但是當主的愛撫依靠那受折磨的肉體時，耶穌繼續說話，

他的話語是：“父親，在你的手中，我委托我的靈。所有一切都完成了“。 （34,27-30） 

32.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時，沒有一个精神在愛的聲音和那個赤身裸體的人的正義之前不感到震

動，他们有同样感受当他在递真理在他的话。任何人分析了耶穌的生活，就已經認識到，在他

之前和之後都沒有任何人可以完成像他一樣的工作，因為這是一部神聖的工作，他的榜樣將拯

救人類。 

33. 我溫順地獻上了犧牲，因為我知道我的血會悔改並拯救你。我用愛說話，並在最後一刻原

諒了你，因為我來帶給你一個崇高的教導，並用完美的例子追尋你走向永恆的道路。 

34. 人類希望讓我以肉體的脆弱性放棄我的使命，但我沒有放棄。男人想讓我褻瀆，但我沒有

褻瀆。人群越多冒犯了我，我對他們的憐憫和愛情就越多。他們越傷害我的身體，從它流出的

血就越多，為那些信仰已死的人提供生命。 

35. 那血是我追尋人類精神之路的愛的象徵。我留下了我的话信仰和希望对那些渴望正義的人， 

和對靈性開悟的人我留下了我啟示的寶藏 。 

36. “經過一段時間，人類開始意識到一个人曾在世界上 ; 那么耶穌的工作被認為是完美的，神

聖的，被認為是超人的。有許多人流下了悔改的淚水！有許多靈魂經歷了極大的悔恨！

“（29,37-41） 

37. 如果耶穌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用七個字的禱告結束了他的使命，最後說到他的父親：

“在你手，委托我靈”，你認為你們，即那位主人的學生和門徒，可以離開這一生，而不是將

自己奉獻給父，作為順從和謙卑的貢獻，並且你會能夠在這個世界上閉上眼睛而不求主的保護，

因為你必須在另一個人身上打開它們嗎？ 

38. 耶穌的一切生命都奉献對父的愛。他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時刻是愛情，代禱和寬恕的祈禱。 

39. 人性，那是我來向你展示的道路。活著模仿你的主人，我保證帶你到我的懷抱，這是所有

幸福的起源。 （94,78-80） 



40. 我，基督，通過耶穌，這個人，表現了父的榮耀和他的智慧和能力。這種權力被用來執行

神童，有利益於那些需要信仰精神，理解之光和心中平安的人。那種力量，這是愛的力量，被

傾注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完全賜給別人，以至於我沒有把它用於我自己的身體，這也需要

它在最高的時刻。 

41. 我不想利用我的力量來避免我的身體遭受的巨大痛苦，因為在創造我自己的男人時，我是

為你受苦，給你一個具體的，神聖的，人道的證明我無限的爱和憐憫對小的，有需要的，有罪

的 。 

42. 我為他人所表現的一切力量 ; 无论在清理麻風病人，為瞎子提供光明，使癱瘓者行動，或改

變罪人和复活死者 ; 我在眾人面前展示的所有權威都是為了證明我的真理，通過展示我的權力

胜过元素以及我的權威胜过生與死，我不想用於我自己，允許我的身體活出那種激情並感受到

痛苦。 

43. 的確，我的力量可以保護我的身體免受一切痛苦，但是它有什麼優點呢？如果我利用自己

的力量來避免痛苦，我會給出什麼樣的例子，這是男人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時刻有必要放下我

的力量，放棄神聖的力量，以感受和忍受肉體的痛苦，忘恩負義之前的悲傷，以及孤獨，痛苦

和死亡。 

44.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的嘴唇在最高時刻尋求幫助的原因：因為他的痛苦是真實的，但不僅是

身體上的痛苦摧毀了耶穌的发熱和疲憊的身體，它也是上帝的精神感受。通過那個身体被嘲笑

和讽刺通过盲目的，忘恩負義的，傲慢的孩子們， 為了他们他正在獻血。 

45. 耶穌在聖靈中是強大的，使他成為神聖的靈魂，並且他本可以對痛苦不感知，並且在他的

迫害者的審判之前立於不敗之地 ; 但他必須哭泣，並且他覺得，在眾人的眼前，他一次又一次

地摔倒，力量從他的纖維中消失，並且當最後一滴血從他的身體中流出時，他就死了。 

46. 因此，我在地球上的使命得以實現。這樣就結束了在世界上存在的人，就在他進入耶路撒

冷的時候，人們宣布國王的時間早了幾天。 （320,56-61） 

45. 耶穌在聖靈中堅強，使他活靈活現，就是神聖的靈，他本可以對痛苦感到不知所措，在他

的逼迫者受審之前立於不敗之地;但他必須哭泣，並且他覺得，在眾人的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

摔倒，力量從他的纖維中消失，並且當最後一滴血從他的身體中流出時，他就死了。 



46. 因此，我在地球上的使命得以實現。這樣就結束了在世界上存在的他，就在他進入耶路撒

冷的時候，人們宣布國王的時間早幾天。 （320,56  -  61） 

耶穌在世界之外的拯救行動 

47. 人類在開始的時代已經達到了極少的精神進化。在離開地球之後，人類並不知道精神的命

運，也不知道它在精神山谷中的存在。因此，當那些靈魂進入精神山谷在離開地球之後，他們

處於一種深深的精神睡眠和混亂的狀態，直到他們逐漸開始醒來。但是當基督成為耶穌的人，

將他的教導傳給所有的靈魂時，一旦他完成了他在人類中的使命，他就將他的亮光傳給了許多

屬靈的生命，他們從世界的開始就等待他的到來從他們的混亂中解放出來並且能夠起來归向造

物主。 

48. 只有基督才能照亮那黑暗。只有他的聲音可以喚醒那些靈魂並幫助他們進化。當基督作為

一個人去世時，他的神聖之靈在靈性的住所和墳墓中創造了光明，從而啟發了那些住在黑暗中，

依附於物質身體的靈魂。那些生物在那個夜晚在世界各地遊蕩，在人眼中變得可見，證明救贖

主是所有眾生的生命，精神是不朽的。 （41,5-6） 

49. 男人和女人都能看到來自天空的跡象和聲音 ; 老人和兒童也是這些表現的見證人。在救贖主

死亡之前的日子裡，屬靈之光進入了人類的心靈，來自屬靈山谷的眾生呼喚人類的心靈，在師

父最後一口氣作為男人的那一天，他的光芒穿透了精神和物質居住地的每一個角落，尋找那些

長期等待著他的人。物質化的靈魂，不安和生病，失去了道路，被悔恨的束縛捆綁，承受了罪

孽的負擔，以及其他相信自己已經死亡但依附於他們身體的靈魂，都崛起从他們的嗜睡。 

50. 但在放棄這個世界之前，他們去了他們所屬的人 ; 為他的複活，为他的存在提供見證，並且

在這一切的情況下，世界在那個喪親之痛和哀悼之夜見證了這些表現。 

51. 人們的心在顫抖，孩子們哭泣在前一段時間死去的人面前，並且在那一天又回來了一會兒

再見證那位下降到地上撒播愛的種子的主人。同時也培養了無數靈魂居住的精神領域，他們也

是他的孩子，治癒了他們並使他們擺脫了無知。 （339,22） 

52. 當我離開我的身體時，我的靈進入了靈魂的世界，用我向他們說話正如對你说的真理的話

語， 我告訴他們神聖的愛，因為那是真正的生命知識。 



53.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耶穌的靈在墳墓裡不是一瞬間的 ; 它還有許多慈善機構在其他世界中

表演 ; 我的無限智慧为他們來說，就像它为你一樣，許多啟示都要表現出來。 

54. 還有一些世界，靈性的人不知道如何去愛，他們住在黑暗中，渴望光明。今天的人們知道，

在有自私和缺乏愛的地方，有黑暗 ; 戰爭和激情是把門鎖在通往上帝王國的道路上的鑰匙。 

55. 反過來，愛是打開真理之光王國的鑰匙。 

56. 在這裡，我通過物質進行了溝通，在那裡我直接與高架的靈魂溝通，以便他們可指導那些

無法直接接受我靈感的人。對於你來說，那些高尚和開明的生物就像發言人一樣。 （213,6-10） 

復活之後的耶穌的出現 

57. 在我被釘十字架幾天後，當我的門徒聚集在瑪利亞周圍時，我让我的存在被感知，代表了

一隻鴿子的精神視野。在那祝福的時刻，沒有人敢動或說一句話。真是狂喜，他們看到那種異

象和他們的心被充滿了力量和信心的悸動，意識到顯然離開的主人的存在將永遠與他們在一起。 

（8,15） 

58. 為什麼你必須相信我在靈裡的到來是沒有目的的？請記住，我作為一個男人死後，繼續對

我的門徒說話，用靈來表達我自己。 

59. 如果沒有我給予他們的那些表現，加強他們的信仰並鼓勵他們實現這些，他們會變成什麼

樣？ 

60. 悲傷是畫面呈現给他們的，在我的離別之後，眼淚並沒有停止落下从他們的臉頰，在他們

胸前的每一瞬間都嗚咽著逃脫。他們祈禱很多，恐懼和懊悔都在他們身上。他們知道一個人賣

了我，另一個人拒絕了我，而且幾乎所有人都在最高的時刻拋棄了我。 

61. 他們怎麼能成為所有完美大師的見證人？他們怎麼能有勇氣和力量來面對不同信仰和思維

與生活方式呢？ 

62. 就在那時，我的聖靈在他們中間表現出來，以平息他們的痛苦，重新點燃他們的信仰，並

使他們的心靈與我的教義的理想一同點燃。 



63. 我將我的靈魂人性化到使門徒顯而易見的地步，但我的存在是屬靈的，並且看看這些表現

對我的使徒的長期和重要的影響。 （279,47-52） 

64. 我的犧牲被消耗了，但是知道那些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因為在他們身上釋放出

一種懷疑，痛苦，困惑和恐懼的風暴，我很快就來到他們那裡給他們我的無限慈善的另一個證

明。在我對我的話語的學生的愛和憐憫中，我使我自己人性化，採取我在世界上所生的身體的

形像或形象，讓他們看到和聽到我，並用我的話再次點燃那些垂頭喪氣的人的信仰。這是一個

新的教訓，一種與在地球上陪伴我的人溝通的新形式，他們感受到了強化，啟發和變形通过我

真理的信仰和知識 。 

65. 儘管這些證據，其中所有人都是證人，但有一個人頑固地否認了我的表現以及我來到靈性

上給我的門徒的證據，甚至允許他用他的物质感官接觸我的精神存在，以便他可能會相信。 

66. 但是，不僅在我最親密的門徒中間出現了這樣的疑惑 ; 不，在群眾中，在城鎮，城市和村莊

中，在那些收到我的力量證據的人中，為了那些作品跟著我，混亂，痛苦的質疑，驚訝和不理

解激增，因為所有人都以此結束了。 

67. 我對所有人都表示同情，所以，就像我和我最親密的弟子一樣，我給了他們證據，雖然我

不再像地球上的男人一樣陪伴他們，但我沒有離開他們。對於每一顆心，每一個家庭，每個家

庭，以及每個城鎮，我都向那些相信我的人表達了自己，使他們以多種形式感受到我的屬靈存

在。然後開始了那些需要失去他們在地上的主人的基督徒的挣扎，以便提升他们自己，宣揚他

向他們啟示的真理。你們都知道他們偉大的作品。 （333,38-41） 

68. 在第二個時代，當我最後一次向我的門徒看見自己，在雲中，當我從他們的視線中消失時，

他們感到悲傷，因為那時他們感到留下独自待著 ; 但後來他們聽了天使的聲音，就是主的使者

對他們說：“加利利的人啊，你看見的是什麼？同樣的耶穌，你看到上升到天堂，你將看到以

同樣的方式下降。“（8,13） 

69. 然後他們明白，當主人應該回歸人類時，他會在靈性上做到這一點。 （8，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