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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啟示 

基督教的發展 

耶和華如此說： 

1. 我在第二個時代離開後，我的使徒繼續我的工作，那些追隨我的使徒的人繼續他們的工作勞

工。他們是新工人，是由主準備的偉大土地的修煉者，用他的血，他的眼淚和他的話語施肥，

由前十二個人的工作培養，也跟隨他們的人，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代代相傳的男人神秘或摻假我

的工作和我的學說。 

2. 誰告訴男人他們可以製作我的形象？是誰告訴他們代表我掛在十字架上？是誰告訴他們他們

可以塑造瑪麗的形象，天使的形象，還是父親的面孔？哦，那些有點信仰的人，為了感受我的

存在，必須實現屬靈的。 

3. 父的形像是耶穌，是師父的形象，是他的門徒。我在第二個時代說：“誰知道兒子，就認識

父。”這意味著在耶穌裡說話的基督是父親。只有父親才能形成自己的形象。 

4. 在我作為一個男人去世後，我將我自己活活地表現在我的使徒身上，這樣他們就會認識到我

是生命和永恆，而且無論是否在物質形式，我都在你們中間。並非所有人都理解這一點，因此

他們陷入偶像崇拜和狂熱主義。 （113,13-17） 

5. 我對撒瑪利亞的女人說：凡喝我所賜給他的水，誰也不再渴。今天我告訴你們：如果人類喝

了那水，就不會有這種痛苦。 

6. 人類並沒有堅持我的教誨，而是更願意根據他們的解釋和便利，以我的名義創造宗教。我廢

除了傳統並教導了愛的教義，今天你來到我面前，向我展示虛榮的儀式和儀式，這些都沒有使

靈魂受益。如果你的作品中沒有靈性，就沒有真理，沒有真理就不能來到天父身上。 

 



7. 當那個撒瑪利亞婦女感到我的眼睛深處透過她心靈的深處時，她對我說：“先生，你們猶太

人說耶路撒冷是人們應該敬拜我們神的地方。”然後我對她說：“女人，相信我，當你在這座

山上或耶路撒冷都不像現在這樣敬拜父親的時候到了。但是時候到來的時候，父必須在精神和

真理上受到崇拜，因為上帝是一個靈“。 （約翰福音 4：19-24） 

8. 這一直是我的教義。觀察你眼前的真相，你不希望看到它。如果你不知道它怎麼能活下去？ 

（151,2  -  5） 

敬拜儀式 

9. 如果你愛，你將不需要物質崇拜或儀式，因為你將攜帶照亮你內殿的光線，在此之前所有的

風暴浪潮將粉碎你，將被打破，人類的黑暗將被摧毀。 

10. 不要再褻瀆神聖的東西了，因為我真的告訴你，你在上帝面前表現出的忘恩負義太多了，

當你執行從你的第一個弟兄那裡繼承的外在實踐，並且你已經成為 fanaticized。 （21,13-14） 

11. 看哪，這種人性混淆了，因為那些稱自己為基督徒的偉大宗教，更重視禮儀和外在，而不

是我自己的教義。我在十字架上用愛與血的行為所封閉的生命之道，不再生活在人的心中，在

被塵土覆蓋的陳舊書籍中被鎖定和沈默。在那裡，你有一個基督徒的人類，他不理解也沒有知

識，也不知道如何模仿基督。 

12.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我有幾個門徒;那些愛弟兄，受苦的人，減輕別人痛苦的人，以

美德為生，用榜樣實踐的人;那些是基督的門徒“。 

13. 知道我的教義的人隱藏它或只用嘴唇而不是用心去告知他不是我的門徒。 

14. “在此期間，我沒有來過尋求石頭的寺廟出現在他們身上;我來尋求精神，心靈，而不是物

質優雅“。 （72,47-50） 

15. 雖然宗教仍然淹沒在他們的夢中並且不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但精神的覺醒和精神理想的

知識都不會被喚醒;因此，人與人之間不會有和平，慈善也不會出現;解決巨大人類衝突的光芒無

法發光。 （100,38） 

神職人員 



16. 由於你無法知道真正的精神平安，你對它的渴望和嘗試以多種方式實現它是令人滿意的，

這樣你就能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寧靜，滿足和舒適。但是，你從來沒有能夠實現真正的精神平安。

我告訴你，只有當孩子服從神父的旨意時，才能征服真正的屬靈平安。 

17. 世界上有需要能夠很好地解釋和解釋我的言論和教義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人類，甚至那些

自稱為基督徒的人，都生活在屬靈的落後之中，因為沒有人能用他真正的教義使他們顫抖，沒

有人能夠在他們的心中培養我所教導的愛。男子。 

18. 日復一日，在會場，教堂和寺廟中，我的名字發音，我的話語重複，但沒有一個振動，沒

有人因光而顫抖，這是因為人們錯過了他們的意思。大多數人認為，基督的話語的美德來自於

它不斷的自動重複，而不是理解沒有必要發音，而是學習，冥想，練習和生活。 

19. 如果人們知道如何尋求基督道的本質，那麼每次他們都會發現它是新的，新鮮的，活潑的

和感動的。但他們只是表面上知道它，因此不能由它維持。 

20. 人性差。光線如此接近時，在黑暗中迷失;當和平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時，他們會痛苦地哭泣。

然而，他們無法看到神聖之光，因為有些人無情地蒙著眼睛。我真的愛你，來幫助你，從黑暗

中拯救你，向你證明我在那個時代所說的話一直都是，你不應該把神聖的話當作一個古老的教

義而不再相關，因為愛的本質是我所有的教義是永恆的，在這個混亂，極度痛苦和肆無忌憚的

激情時代，你的救贖秘訣就在於此。 （307,4-8） 

21. 我不贊成那些宣揚盲目信仰的人，一種缺乏知識的信仰，這種信仰是通過恐懼和迷信獲得

的。 

22. 不要聽那些把上帝歸咎於上帝的所有逆境和艱辛的話，人類正在經歷地球上發生的災難，

飢餓和流行病，稱他們為上帝的懲罰和憤怒。那些是假先知。 

23. 將自己與那些人分開，因為他們並不真正認識我，並且想教導人類關於上帝。 

24. 你現在正在遭受那些誤解舊約和舊約中經文的人所造成的後果。人無法正確地解釋那些啟

示和預言的神聖含義和本質。許多人談論世界末日，審判日，死亡和地獄，不知道任何真相。 

（290,16-19） 



25. 你已經進入了第三個時代，人類仍然在精神上落後。你的傳道人，你的神學家和你的屬靈

牧師都沒有什麼好處，有時也沒有揭示永生。對他們來說，我揭示了我的奧術之謎，我告訴你：

他們為什麼要隱藏它們？他們為什麼害怕喚醒人類昏昏欲睡的精神？ （245,5） 

26. 我的教義教導你一種完美的敬拜形式，精神和純潔對待父，因為人類的精神已經到了，在

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在主殿的門檻上，它會進入感覺我的存在，通過良心聽到我的聲音，並

看到我在他心中的光芒。 

27. 在這個時代，人們在各種宗教中所感受到的空虛，是因為精神渴望靈魂的渴望;儀式和傳統

是不夠的。它渴望了解我的真相。 （138,43  -  44） 

聖餐和群眾 

28. 我從未來過隱藏在神秘中的人。如果我為了向你揭示神聖或以某種物質形式表現永恆而像

徵性地與你說話，那麼你就會理解我。但是，如果人們停止崇拜形式，物體或符號而不是尋求

這些教義的意義，他們自然會在幾個世紀中保持精神上不被開悟並將所有事物都視為神秘。 

29. 從以色列留在埃及的時候起，當我的血液以羔羊為代表時，有些人只靠傳統和儀式生活，

而不是明白這種犧牲是基督會來的血的形象。為了幫助人類獲得靈性而流下其他人，相信他們

正在用自己的身體滋養自己，吃著物質麵包，不想明白當我給門徒們帶來中心的麵包時，就是

要讓他們明白，凡接受我話語精髓的人都會得到營養從我。 

30. 那些真正懂得如何理解神聖課程的人很少。少數人是用精神分析他們的人。你需要意識到

我沒有帶給你神聖的啟示只有一次，但我已經用每一個新課程澄清了它。 （36,7-9） 

31. 這些群眾的心中充滿喜樂。他們知道精神宴會已經為他們的靈魂做好了準備，神聖大師等

待著他們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食物和飲料，真正生活的麵包和酒。 

32. “那時耶穌與門徒會面的桌子是天國的象徵。父親被他的孩子們包圍著。還有盛宴，代表

著生命和愛情。神聖的聲音說話;它的本質是普遍的音樂會，在那裡統治的和平是上帝王國中的

和平“。 

 



33. “在這個時期的開始，你試圖淨化自己，以為神聖的主人會用他的話語給你帶來新的證據，

情況也是如此。今天，我允許你記住我代表我的身體和我的血液的麵包和酒，但我也來告訴你，

在這個新的時代，你只會在我的話語的神聖本質中找到營養。如果你尋求我的身體和我的血液，

你必須在我創造的神聖事物中尋求它，因為我是精神。吃這種麵包和這種酒的飲料，也填滿了

我的聖杯，因為我想和你一起喝;我渴望你的愛“。 

34. 把這個信息帶給你的兄弟們，並要意識到那能讓你活著的血是真愛的永生的象徵。通過你，

我開始用我的新啟示啟發人性。 （48,22-25） 

35. 我帶給你平安和新教訓。如果我對第二個時代的犧牲廢除了你在耶和華的祭壇上獻祭的無

辜受害者的犧牲，今天我的神聖話語的寄託使你不再用這個世界的麵包和酒來代表我的身體和

我的血液。 

36. “每一位希望生活的精神都必須得到神聖之靈的滋養。他聽了我的話並在心裡感受到了，

真的得到了滋養;他不僅被我的身體餵飽了，還喝了我的血，但他也從我的靈中汲取營養“。 

37. 在嚐過這種天上的營養之後，誰會再次以身體和人造的形式尋求我？ 

38. 我不時地擦除傳統，儀式和形式，我只在你的靈魂中留下法律和我教導的本質。 （68,27） 

洗禮 

39. 人們：在那個時代，約翰，也稱施洗者，為那些相信他用水預言的人施洗。這一行為是原

罪淨化的象徵。對於來到約旦河聽到先行者話語的群眾，他說：“我在這裡用水給你施洗，但

他已經來了，要用聖靈的火給你們施洗。”。 

40. 神聖之火所有的靈魂都誕生了。他們在純潔乾淨的情況下蹦出來，但如果在他們的道路上，

他們已經設法用不順服帶來的罪玷污自己，我聖靈的火將再次來到他們身上，摧毀你的罪，清

除你的污點，讓你恢復原來的純潔。 

41. 如果那種精神上的洗禮，不是被理解為人類通過在他們的創造者面前真正悔改而實現的淨

化，而是轉化為儀式，你對行為的象徵意義感到滿意，那麼我當然告訴你你的精神將一事無成。 



42. 以這種方式行事的人，仍然生活在浸信會的時代，就好像他既不相信他的預言，也不相信

他所說的關於屬靈洗禮的話語：上帝淨化他的孩子的神聖之火，讓他們沉浸在不朽的光芒中。 

43. 約翰打電話給成年的男人，把那些象徵淨化的水倒在他們身上。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

時，他們就來找他，並且已經有堅定的意志堅持走在善良，公義和正義的道路上。看看人類如

何傾向於通過水來實踐淨化的象徵性行為，而不是通過悔改來實現真正的再生，以及通過對上

帝的愛而產生的改革的堅定目的。相比之下，儀式完全沒有任何努力，淨化心靈，努力保持純

潔意味著男人的努力，警惕，甚至犧牲。這就是為什麼男人更願意掩蓋他們的罪惡，出庭，舉

行儀式，行為和儀式，如果沒有良心，就無助於改善他們的道德或精神狀況。 

44. 門徒：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希望你們之間存在儀式，所以你們不要遵守它們，忘記那些真正

融入精神的東西。 （99,56-61） 

45. 我是根據進化規律將靈魂送去化身的人。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不會受到這個世界的影

響，這將使我偏離我的神聖計劃，因為儘管人類擁有權力的野心，我的神聖意志也將得到實現。 

46. 每個人都有一個使命到地球。他的命運由父親概述，他的精神由我的慈善機構塗抹。徒勞

無功的人舉行儀式和塗抹小孩。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在任何物質時代都不會有水來淨化其

對我的律法的缺點。如果我發出一種沒有任何罪惡的精神，宗教大臣會用什麼瑕疵來洗禮呢？ 

47. 現在是時候讓你明白，人的起源不是罪，而是他的出生是自然法的實現的結果，自然法不

僅是人的滿足，而是所有包含自然的生物。明白我說過男人，而不是他的精神。人有我的力量

來創造與他相似的生物，但精神只會從我身上浮現出來。 

48. 增長和繁衍是一項普遍的法律。就像恆星從其他更大的恆星中發芽一樣，人類種子在地球

上繁衍生息。從來沒有我說過這樣做，人類犯了罪或冒犯了造物主。在完成神聖的使命之後，

為什麼你會被判為罪人？要意識到，人類永遠不能通過履行我的法律來染色自己。 

49. 什麼使人變色，將精神與進化之路分開的是他的低激情，不道德，惡習和慾望，因為他們

都違反了律法。 

50. 研究並仔細分析，直到你找到真相，因此你將停止稱罪惡的生命創造者的命令。然後，你

將以你的善行為榜樣，祝福你的孩子的存在。 （37,18-23） 



記住死者 

51. 男人的傳統和風俗保守;很好的是，他們對那些下到墳墓的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並

且他們被吸引到他們存放遺體的地方。然而，如果他們考慮物質生活的真正含義，他們就會發

現，在那個身體的解體中，它逐個原子地返回到形成它的不同領域，生命繼續展開。 

52.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由於缺乏對精神的研究，人類創造了一系列狂熱唯物主義的敬拜服

務。他們試圖使物質生活變得不朽，忘記了真正擁有永生的人的精神。他們還遠沒有理解精神

生活！ 

53. 現在你知道，在那些有“死了”的墓碑應該說“解體與生活”的地方，沒有任何東西可以

提供服務，因為那裡的大自然是開放的花朵，地球是肥沃的，無窮無盡的生物和物種的懷抱。 

54. 當理解了這些教訓後，人類就會知道如何將材料賦予它的位置，而神聖就是它自己的。那

時，一個人的祖先崇拜的崇拜將消失。 

55. 人必須認識並愛他的創造主，從靈到靈。 

56. 那些祭壇是黑縐，墳墓是無知和偶像崇拜的證據。我原諒你所有的錯誤，但是真的，我必

須喚醒你。我的教學將被理解，並且時間將到來，當時人們為了提升思想而改變材料。 

（245,16-21） 

物質符號，十字架和遺物 

57. 在第一時代，你知道保存法律片劑的弧形的符號，帳幕或庇護所。當這些符號完成了他們

的使命時，我將從地球上抹去它們，它將它們從人類的視線中隱藏起來，這樣世界就不會陷入

偶像崇拜，而是我留下的那些教訓的意義或本質在我的良心中鐫刻僕人。 

58. 在第二個時代，當基督的犧牲被消滅時，我使基督教最偉大的象徵消失了：十字架，荊棘

冠冕，聖杯，以及所有可能成為狂熱者的對象人道的崇拜。 （138,36） 

59. 人類看到耶穌受苦，他的教訓和見證也被你相信。為什麼要在雕塑中繼續將他釘在十字架

上？幾個世紀還不足以讓你繼續將他展示為你邪惡的受害者嗎？ 



60. 為什麼你不記得我的複活，充滿光明和榮耀，而替代在耶穌的折磨和痛苦中記住我？ 

61. 有時候，看到你的偶像在十字架上以耶穌的形式代表我時，有些人認為他是一個軟弱，膽

小或膽小的人，沒有意識到我是靈，我來忍受你所說的犧牲，但我稱之為愛的義務，作為全人

類的榜樣。 

62. “如果你冥想我與父親曾是一個的事實，請記住，沒有任何武器，或力量或酷刑會使我屈

服 ; 但如果作為一個男人我遭受了苦難，流血和死亡，那就是給你一個謙卑的崇高榜樣“。 

63. 人們沒有理解那一課的偉大，並且在任何地方他們都提升了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形象，這

代表了對這個人類的恥辱，他們沒有愛或尊重他們所說的他們所愛的那個人，繼續釘十字架和

每天冒犯他，傷害他們的弟兄們的心，這是主所賜給他的生命。 （21,15-19） 

64. 如果你要從地球上移除所有像徵你基督徒信仰的十字架，而不是真正彼此相愛，我就不會

找錯。你的信仰和敬拜將是屬靈的而不是外在的。這就是我等待人類的東西。 

65. 如果只有你的禮拜形式和符號具有防止戰爭和惡習成癮的力量，你會安居樂業！看哪，你

缺乏對神聖和神聖事物的尊重。 

66. 我再次告訴你，如果世界上沒有一個寺廟，祭壇，象徵或宗教形象，那就更好了。相反，

你需要用你的靈魂禱告，愛你的父，在不需要符號的情況下相信他，並像在我的教義中教導你

一樣彼此相愛。然後你會得救，並將遵循我的腳印跟踪我的血液的路徑，腳印密封了我的教導

的真相。 （280,69-70） 

聖徒的尊敬 

67. 我賜給你這些教訓因為你轉化許多正義的精神為神性，對他們你乞求並崇拜就像他們是神。

哦，人性，這樣的無知！人們怎能通過人類的作品來判斷一種精神的神聖性和完美性呢？ 

68. 我是第一個告訴你模仿你兄弟用他們的作品，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的美德所寫的好榜樣的人，

我也告訴你，記住他們，希望他們有屬靈的幫助和影響 ; 但是為什麼要舉起只會冒犯那些靈魂

的謙卑的祭壇呢？為什麼圍繞他們的記憶創造邪教，好像他們是神性，把他們放在父親的位置，

為了崇拜你的兄弟，你忘記了誰？你在這裡給予他們的榮耀多麼痛苦。 



69. 人類對我對那些你稱為聖徒的人的判斷了解多少？他們對這些眾生的精神生命，或者每個

人在主面前所取得的地位有什麼了解？ 

70. 任何人都不要認為，有了這些啟示，我就會從你的心中抹去我的僕人在人性中獲得的功績，

恰恰相反 ; 我希望你們知道他們在我面前所找到的恩典是偉大的，我已經向你承認了他們的祈

禱 ; 但是你必須摧毀你的無知，宗教狂熱，偶像崇拜和迷信來自這種無知。 

71. 如果你覺得那些生命的靈魂漂浮在你的生命之上，那就要相信那些屬於屬靈世界的人，使

他們和你們團結在主的道路上，完善屬靈的兄弟會的工作，我等待所有我的教導的結果。 

（115,52  -  56） 

宗教節日 

72. 今天，當人們對他們的教會大驚小怪地慶祝榮耀開啟接受我的那一刻時，我告訴你，這只

是一種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傳統人性它們僅僅是今天使我的神聖激情成為物質儀式。 

73. 你不應該遵循這種傾向，建立祭壇和符號 ; 不要用事件來表示神聖，也不要用特殊的衣服來

區分自己，因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偶像崇拜。 

74. 在你心中召喚我，記住我的教導，模仿我的榜樣。奉獻我你的改變的禮物，你會感受到榮

耀之門如何敞開接受你。 

75.逃避虛假和褻瀆的表象那對我和我的激情所造成的，因為沒有人可以代表我。活出我的榜樣

和教導任何這樣做的人，都會在地球上代表他們的主人。 （131,11-13 和 16） 

76. 人性：在你慶祝耶穌誕生的這些日子裡，你可以讓自己的心靈感受到平靜。你是一個和睦

相處的家庭。 

77. 我知道並非所有人都真誠地感到高興，因為他們記得我在第二時代到達地球，因為只有少

數人真正冥想並在精神上歡喜記住我的到來。 

78. 今天，和過去的時代一樣，人們通過慶祝活動和儀式慶祝耶穌的誕生，但他們缺乏靈性。

這些慶祝活動只能滿足人的物質和感官享受，但不能為他提供真正的精神快樂。 



79. 如果人在精神上冥想我對人類的偉大愛情，就像我在第二時代來到人類生活的地球所證明

的那樣，我真的說你會發展出偉大的信仰。那偉大的信仰會引導你走向我。你的精神將發展出

偉大的美德和善良，讓你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良好的慈善，舒適和溫柔。你會認為每個人都

是你真正的兄弟，並會原諒那些冒犯你的人。你真誠地感受到對你在路上遇到的所有那些孤獨

的人以及沒有父母，缺乏愛和真正家庭的孩子的同情。你會記得那些沒有和平的國家，因為戰

爭摧毀了生命中發現的所有善良，高尚和神聖的東西。然後你會提升一個純潔而真誠的禱告，

並問我：主啊，我們有什麼權利和平地生活，而我們的許多弟兄都遭受了極大的苦難？ 

80. 我的回答如下：既然你已經感受到了弟兄們的痛苦，曾經和他們一起受過慈善，並為他們

禱告，你們可以和你們的親人一起在家裡聚會，享受這個神聖的時刻，因為我是現在和你在一

起我會在你家裡。即使你知道你的許多弟兄現在都在受苦，也不要害怕感到快樂。我實實在在

地告訴你，如果你真的對那些受苦的人感到同情，他們就會感受到你對他們的平和，希望和愛。 

81. 沒有人應認為我不再希望你慶祝耶穌誕生，這是一年中最重要和最神聖的事件。我只是來

教導你向世界給屬於世界的東西，並給予屬於精神世界的精神。人以不精神的方式慶祝他的許

多世俗成就 ; 因此，為什麼不讓他的精神來慶祝耶穌的誕生？這將使你的精神像我的小孩一樣

來到我面前，呈現它的愛的禮物，因為它學會以與第二時代牧羊人一樣簡單的方式崇拜我，並

且以同樣的謙卑智慧的人提供我他們的禮物時我 

82. 我沒有來限制人們在這些日子裡所感受到的快樂。雖然慶祝救主的誕生已經成為一種強烈

的傳統，但是人也感受到了我的慈善觸動他， 我的光明啟發他，以及我周圍的愛。他的心充滿

了巨大的希望，喜悅和溫柔。雖然他與弟兄一起受到啟發，表現出愛和慈善的行為，但他並不

總是選擇執行那些純潔而高尚的行為 ; 相反，他選擇通過這個世界的物質享樂來取悅自己。他

不允許他的精神通過實踐高舉的行為來獲得淨化，救贖和精神啟蒙。在第二個時代，救主來到

地球，為你的靈提供救恩，並且他在生命的道路上永遠地呈現自己，以幫助你在靈性上復活。 

（299,43  -  48） 

上帝的存在儘管誤導的敬拜，  

83. 因為人是物質的形式，他必須通過物質的崇拜來尋求我，並且因為他沒有保持他的靈性眼

睛的開放，他必須打造我的形像為了看到我。因為他沒有靈性的敏感，所以他總是要求物質的

神蹟和證據來相信我的存在，並在條件下為我服務，愛我 ; 為了換取我給他的一切，他給了我

一些東西。所以我看到所有的教會，所有的宗教，以及人類在地球上創造的所有教派 ; 他們被

包裹在唯物主義，狂熱主義和偶像崇拜中，以及神秘化，偽造和褻瀆。 



84. 我從他們那裡接受什麼？只有他們的意圖。什麼，從這一切，到達我？我的孩子的精神或

身體需要，他們兩的愛，他們對光的需要。這就是到我的，但我和所有人在一起。我不考慮教

會，形式或儀式。我平等地來到我所有的孩子身邊。我在禱告中接受他們的精神。我吸引擁抱

他們，讓他們感受到我的溫暖，而溫暖是他們在變遷和審判道路上的激勵和鼓勵。但僅僅因為

我知道如何接受人性的善意，我不會讓他們永遠留在黑暗中，籠罩在他們的偶像崇拜和狂熱中。 

85. 我希望人類醒來，他的精神升到我身上，而在他的提升中，他可以看到天父真正的輝煌，

忘記了禮儀和儀式的虛假輝煌。我希望他實現真正的提升，從他的人類苦難中重生和解放，並

能夠主宰唯物主義，激情和變遷，找到自己，這樣他就永遠不會對父說他是一個邪惡的蠕蟲，

並且知道父以他的形象和外表創造了他。 （360,14-16） 

86. 地上存在許多宗教，多數宗教是基於對基督的信仰，但他們彼此不相愛，甚至不認識對方

是神聖大師的門徒。 

87. 你不相信如果他們中任何人理解我的學說，他們會通過為人民帶來和解與和平來實踐它嗎？

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所有人都彼此保持距離，精神上疏遠和分裂人，使他們彼此視為敵人或

陌生人。每個人都尋求手段和論據向其他人證明他是真理的擁有者，而其他人則是錯的 ; 但沒

有一個人有力量或勇氣為所有人的統一而鬥爭，他們也沒有誠意發現每個信仰和每個邪教都存

在部分真理。 （326，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