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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啟示 

敬拜服務的演變 

耶和華如此說： 

1. 人類在敬拜上帝走向完美的速度有多慢。 

2. 每次我帶著新課來到你面前，它似乎對你太先進為你的進化 ; 明白我會給你一個完整的時代

來理解它並將它融入你的生活中。 （99,30-31） 

3. “你在耶和華壇上所獻的犧牲，是被他接受的，但這並不是將你的靈提升到父的最佳形式;，

就在那時，當我作為耶穌來到你面前時，教給你神聖的誡命，告訴你：“彼此相愛”。 

4. “我今天告訴你們，我在第二時代通過耶穌的行為教訓你的有時被改變並被其他人誤解 ; 為

了這個目的，我已經按照我宣布的那樣來澄清我的真相。我的犧牲在那段時間阻止了許多 受害

者的犧牲，我教會了你更完美的敬拜。“ 

5. 我的新表現對這一時期將允許人類明白，如果不首先分析它們的意義，就不應該採用象徵形

式，因為它們只是我課程的代表。 （74,28） 

6. 禱告是我在人身上所啟發的靈性媒介，以便他可以與我的神性交流，這就是為什麼它在你身

上表現為一種渴望，一種精神的必需品，作為一個避難所在被試探時。 

7. 誰不知道真正的祈禱，不理解其中包含的快樂，也不知道其中的健康和善良的來源。他們感

受到向我說話並表達他們的請願的衝動，但缺乏靈性，他們覺得只發送他們的想法的提供是如

此微薄，以至於他們立即尋找物質奉獻給我的東西，以為用那他們會恭維我更多。 

8. 正是以這種方式，人類陷入偶像崇拜，狂熱，儀式和外部崇拜，淹沒了他們的精神，剝奪了

直接向他們的父祈禱的幸福自由。只有當痛苦非常激烈時，當痛苦達到人類力量的極限時，精

神，遺忘儀式和敲打偶像，釋放自己，並從內心深處哭泣：“我的父親，我的上帝！” 



9. 在這個唯物主義的時代，你是否看到人們彼此戰爭？然而，我告訴你，即使在這些戰爭的中

間，許多人已經找到了祈禱的秘訣：這是由心靈所生，並作為緊急呼召，抗議，作為懇求來到

我身邊。 

10. 當他們看到所要求的奇蹟發生時，他們知道與上帝說話沒有別的辦法存在除了與神靈的語

言以外， （261,22  -  24 和 27） 

死記硬背，獻身和信仰的祈禱 

11. 哦！我所有信仰的孩子，不要破壞精神中最高尚的情感，也不要試圖通過外在的實踐和崇

拜來滿足它！ 

12. 看哪：如果一位母親沒有什麼物質可以提供給她心愛的小孩，她就會把他抱在心上，用她

所有的愛祝福他，親吻他，溫柔地凝視著他，滿臉淚水，但是從來沒有她試圖用空洞的愛情來

欺騙他。 

13. 你怎麼能想到我，神聖的主人，贊同你用缺乏所有本質，真理和愛的實踐來滿足自己，你

試圖欺騙你的精神，使它相信它已被滋養，而實際上每個時間它更無視真理？ （21,20-2114。） 

14. 禱告是上帝賜給人類的一種祝福，這樣它就可以作為一個梯子來提升他自己，作為一種保

護他自己的武器，作為一本教育他自己的書，並作為一種治療用香脂塗抹他自己並治愈所有疾

病的香脂。 

15. 真正的禱告從地上消失了。人們不再祈禱，當他們試圖這樣做時，他們不再用精神與我說

話，而是用嘴唇做，用無用的言語，儀式和物質偶像。如果他們使用形式並觀察耶穌沒有教導

的實踐，人們將如何觀察奇蹟？ 

16. 真正的祈禱必須回歸到男人身上，而我是誰再來教給你。 （39,12-14） 

17. 教導你的兄弟如何禱告，讓他們領悟它是他們的精神必須與創造主溝通，他們的禱告幾乎

總是[僅僅]物質形式的吶喊：他們的表達痛苦，證明他們缺乏信心，以及他們對我的不信任或

缺乏順從。 



18. 讓你的兄弟明白他們不需要羞辱或撕裂他們的身體來移動我的靈魂並喚醒我的憐憫或慈善。

那些尋求痛苦或身體懺悔的人是這樣做的，因為他們對我最喜歡哪些祭品沒有任何想法，也不

了解你父親的愛與憐憫。 

19. 你認為我有必要看到你眼中的淚水或心中的痛苦讓我對你有同情心嗎？相信這將歸因於我

的硬度，不敏感，漠不關心和自私。你能想像你所愛的上帝的這些缺點嗎？ 

20. 很小程度關心你用來了解我的！這是因為你沒有教育你的思想根據精神思考。 （278,17-

20） 

21. 今天離開地球一會兒，在靈裡來到我面前。 

22. 許多世紀以來，人類的祈禱方式一直是錯誤的，因此沒有用我的愛來加強或照亮他們生活

的道路，因為他們用感官而不是用靈來禱告。 

23. 男人如此傾向的偶像，就像毒藥一樣，無法讓他們品嚐到內心祈禱的精神愉悅。 

24. 僅僅因為不知道如何祈禱，男人們拖著了多少苦難。而且，然而，我的門徒，很自然：如

果人類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接近我聖靈中存在的生命之源，那麼人類有什麼精神力量可以抵抗生

命的考驗？他們在深淵和陰影中尋找我，即使他們能夠提升他們自己，在高處，在光明中找到

我。 

25. 噢，如果這個時候的人明白禱告的力量 ; 他們將執行多少個超人作品！但是他們生活在一種

物質主義的時代，他們試圖將神聖放在物質形式中，以便能夠看到和触摸它。 （282,61-64） 

真正的禱告 

26. 我祝福那些祈禱的人，祈禱的精神越多，所感受到的平安我賜給的就越大。 

27. 這你很容易理解 ; 對於那些需要在圖像或物體前跪拜以感受神聖存在的人來說，無法感受到

父親在他心中存在的屬靈感受。 

28. “祝福那些人沒見過，但卻相信，”我在那個時候說過，今天又說了一遍 ; 因為那個閉上眼

睛的人對這個世界的使他們向靈性打開。他信仰我在靈臨到的人應感到它並因它歡喜快樂。 



29. 要多久這個人類剝奪它的精神在他們的心中感受到我的快樂通過直接禱告，或者什麼是同

樣，通過精神向精神禱告：直到我的光照亮了人的生命，他們才能了解真理並理解他們的錯誤。 

30. 這是祈禱和冥想的時間，但是沒有狂熱和偶像崇拜的禱告，以及寧靜而深深沉浸在我神聖

話語中的冥想。 

31. 每個小時和每個地方都適合祈禱和冥想。從來沒有在我的教導中，我告訴過你，有些地方

或時間注定為禱告。你的精神存在比它所居住的世界更大，為什麼限制我在這些有限的圖像和

網站當我是無限的？ 

32. 地上的煩惱和人的屬靈貧窮的最大原因是他們不完美的禱告形式 ;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告訴

你，這種知識必須達到全人類。 （279,2-7） 

33. 你並不總是以同樣的準備禱告，因此，你並不總能體驗到同樣的平安或同樣的靈感。 

34. 有些時候，你成功地獲得靈感並提升你的思想，還有一些你完全無動於衷。你怎麼能總是

期望以同樣的形式收到我的消息？在禱告的時刻，你應該教育你的思想甚至你的身體與你的精

神合作。 

35. 精神總是願意與我交流，但它需要物質身體的善意，以便在那些時刻提升它自己，並釋放

它自己在塵世生活中圍繞它的一切。 

36. 努力實現真正的祈禱，因為無論誰知道如何禱告，都要為他自己帶來鑰匙對和平，健康，

希望，精神力量和永恆的生命。 

37. 我律法的無形盾牌保護他免受一切誘惑和危險。他將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一把看不見的劍，

用來擊敗可能阻擋他的道路的許多敵人。一道光線將照亮他的道路在暴風雨中，不斷的奇蹟將

在他，無論什麼時候他需要它，無論是為了他自己還是為了他的兄弟的利益。 

38. 祈禱。實踐精神的崇高禮物，因為那種力量將成為移動未來人類生命的，那些人能夠與我

溝通從精神到精神。 

39. 父母將通過禱告獲得靈感，以引導他們的孩子。 



40. 病人會通過禱告獲得健康。國家元首將通過祈禱解決他們尋求光明的大問題，而科學家也

將通過祈禱的禮物得到啟示。 （40,40-47） 

41. 門徒們，在第二個時代，我的使徒們問我他們應該如何禱告，我教導他們完美的禱告，你

稱之為主的禱告。 

42. 現在我告訴你：從這個禱告，它的意義，謙卑和信仰中得到啟發，使你的靈與我的交流，

因為它不是你的物質嘴唇發出那些聖言，而是你的靈魂對我說話用它自己的語言。 （136,64） 

43. 不要只讓你的嘴唇叫我“父親”，因為你們中的許多人傾向於死記硬背。我希望當你說

“我們的父在天堂的，神聖為你的名字”時，這些話語來自你們最純潔的部分，冥想每一個短

語，以便你們後來受到激勵並與我完美交流。 

44. 我教過你強大而精湛的話語 ; 那真正讓孩子更接近父親的。在尊重和誠意，提高和愛，用信

仰和希望，用“父親”這個詞發音，距離消失，空間被縮短，因為在那一瞬間精神與靈的交流，

上帝也不遠離你，也不是你遠離他。祈禱，在你的心中，你將獲得愛的巨大好處。 （166,52-

53） 

真正禱告的四個方面 

45. 掙扎，掙扎達到屬靈的完美。我已經向你展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我給了你禱告，一

種比任何物質更強大的武器，這樣你就可以保護自己在試探路上，但是當你遵守我的律法時，

你將擁有最好的武器。 

46. 禱告是由什麼組成的？祈禱是請願，代禱，崇拜和沈思。每個部分都是必要的，一個是从

另一個彈的，我告訴你，請願意味著男人懇求我向他承認他的意願，以滿足他認為最重要和最

健康的渴望。他的生命 ; 真的，我告訴你，我的孩子們，父親聽到請願，並給予每個人他最需

要的東西，只要這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但是要小心要求那與你的靈魂得救相對立的東西，因

為那些只要求物質恩賜，物質享樂或地上權力的人，正在為他們的精神尋求枷鎖。 

47. 物質享樂不僅帶來痛苦，不僅僅是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在向精神世界過渡之後，因為那些

物質慾望的影響甚至可以到達那個地方，並且無法擺脫它們，一個是受到這些渴望的折磨，並

希望一千一次回到地上轉世並繼續物質上生活。因此，我的孩子們，只要求你為了你的精神所

需要的那些。 



48. 第二種形式的祈禱，代禱，源於對鄰居的愛，源於我來到這個世界時我向你展示的主的愛。

無論遠近的兄弟們禱告。為那些遭受戰爭後果的國家和那些遭受這個世界臨時政府暴政的人們， 

49. 準備好自己，哦，我的孩子！為你的兄弟姐妹禱告，但在代禱期間，你必須知道如何問，

因為這是重要的精神。如果你的兄弟或姐妹，你的父母或你的孩子生病了，請為他們禱告，但

如果這不符合精神需要，不要堅持他們留在今生。更好地要求他們的精神是自由的，它被淨化

的痛苦，並且痛苦促進精神提升。這就是為什麼師父在第二時代教導你說：“父親，你的意志

將會完成。”因為父親比他的任何一個孩子都更清楚，精神需要什麼。 

50. 第三種形式的禱告，對神聖之靈的崇拜，意味著對所有完美的一切的崇拜，因為通過這種

祈禱，你可以聯合完美與用愛擁抱所有宇宙。在崇拜中，你可以找到你們每個人必須達到的完

美狀態，並通過崇拜，達到沉思，與禱告聯合，將使你與神聖的靈聯合，永生的源頭。日復一

日，你有力量來到天國。 

51. 通過這種方式，你應該祈禱，從請願開始，直到達到沉思。這就是給你力量的東西。 

52. 當你做好充分的準備時，你不僅要為自己而奮鬥，還要為你的兄弟們在這條道路上前進。

因為你不能單獨為你自己獲得救恩，而必須努力實現人類的救贖。 （358,10-17） 

沒有言語的親密和自發的禱告 

53. 我的人民，你現在聽到聖靈的聲音，上帝的靈表現通過你的理解，不是揭示新的律法或新

的教義，而是形式是更先進，精神和完美，崇拜和與上帝溝通。 （293,66） 

54. 有多少人聽見了我的話，他們已成為偉大的分析者，然而，他們並不是我的門徒在實踐我

的教義方面最好的，並且不履行告訴你的神聖戒律： “彼此相愛。” 

55. 相比之下，看看是多容易他付諸實踐的人即使是我教導的原子也被改變。你想要一個例子

嗎？ 

56. 一个人一生中一直在告訴我他愛我，是通過他人禱告形成的，用他甚至不理解的句子，因

為他們是由他不知道的話語組成的，有一天突然明白了真正的祈禱，拋棄他的舊習慣，集中在

他的存在深處，將他的思想提升到上帝，並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存在。 



57. 他不知道該向他的主說些什麼，從他的胸口出來抽泣，從他的眼睛裡流下了眼淚。在他看

來，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我的父親，我能告訴你什麼，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話？” 

58. 但那些眼淚，那些嗚咽，內心的快樂，甚至他的混亂，用一種如此美麗的語言與父親交談，

以至於你的任何一種人類語言，甚至任何一本書都找不到它。 

59. 那個開始在靈性上向他的主禱告的那些人的口吃的話語，就像一個孩子的第一句話，對其

父母來說是迷人和愉快的，因為他們聽到了一個開始出現在生命中的第一個表達。 （281,22-

24） 

60. 高尚的精神知道人的話語使精神思想的表達變得貧窮和消失 ; 因為這個原因，它使肉體的嘴

唇沉默，以便用一種只有上帝才能理解的語言來提升和表達自己，這種語言隱藏在它最內在的

存在之中。 （11,69） 

61. 當我看到你提升你的思想來尋找你的父時，你給了我的靈多少快樂。我讓你感受到我的存

在，讓你充滿平安。 

62. “找我，跟我說話，不要讓你覺得你的想法很慢，表達你的請願。我會知道如何理解它們。

用與父親說話的信心對我說話。告訴我你的擔憂，因為你會告訴他們你最好的朋友。問我你不

知道或不理解的事情，我將作為老師與你交談 ; 但請祈禱，以便在你的靈魂升到我的那個有祝

福的瞬間，你可以得到你父所賜給你的光，力量，祝福和平安“。 （36,15） 

63. 默默地告訴我你的悲傷，向我傾訴你的渴望。雖然我知道所有，但我希望你能學會自己的

禱告，直到你來實踐你的靈與父的完美交流。 （110,31） 

64. 根據需要，禱告可以是長期或短暫的。如果你願意的話，如果你的身體沒有變得疲倦，或

者其他任務不需要你的注意，那麼你可以在那種精神上的狂喜中度過長時間。如果你發現自己

遭受了一些突然讓你感到驚訝的试探，那麼禱告可能只需要一秒鐘。 

65. 到達我的不是你的思想試圖形成你的禱告的話語，而是你在我面前表達你的愛，信仰或需

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有時候你的禱告不會超過一秒，因為沒有時間像你習慣的那樣制

定思想，短語和想法。 



66. 無論你在哪裡，你都可以召喚我，因為地方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因為我所尋求的是精神。 

（40,36-38） 

67. 在第二個時代，當一個女人問耶穌是否應該敬拜上帝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時，師父回答說：

“時間到了，耶路撒冷也 任何其他地方沒有將是敬拜上帝的適當場所，因為他將受到精神和真

理的崇拜，即從精神到精神。 

68. 當我的門徒要求我教導他們禱告時，我把他們稱為主禱文的禱告作為一種規範給予他們，

使他們明白真正完美的禱告與耶穌的禱告是相似的，是自發的。的心臟，並上升到父親。它必

須包含服從，謙卑，懺悔，感恩，信仰，希望和崇拜。 （162,23  -  24） 

每日禱告 

69. 心愛的門徒：每天練習屬靈的禱告，充分錶達你完美的意圖。 

70. 看到除了與你的主人進行親密交流並在那些時刻體驗到無限的和平之外，它也是你獲得神

聖靈感的最佳機會 ; 在他們中，你會找到所有解釋你沒有理解的，或你誤解的。您將找到方法

避免某些危險，解決問題或解決某些困惑的方法。在那被祝福的精神交流的時刻，你所有的感

官都會清醒，你會感到更加傾向於傾向於做好事。 （308,1） 

71. 即使只有五分鐘的時間，也不要放棄禱告的做法，但要知道如何用良心的光進行良好的檢

查，以便遵守你的行為並知道你有什麼要糾正的。 

72. 如果你在提升禱告的同時失去了時間感，那將是靈性的表現，因為你，即使是片刻，也設

法超越時間，那時間奴隸唯物主義只能用於他們的享受或者增加他們的財富。 

73. 他每天檢查他自己的人必須改善他的思維，生活，說話和感受。 （12,30-32） 

74. 我教導你，通過禱告，智慧將被獲得，但沒有理由要你延長你的禱告。我已經請你做五分

鐘的祈禱了，我的意思是說你要短暫地祈禱，以便在那些時刻你真的會把你自己交給你的父親，

剩下的時間你可以把你的精神和物質獻給對弟兄們的責任。 （78,52） 



75. 我會教你一種讓你自己做好準備的方式，這樣你每天的行為都會受到高尚情感的啟發，因

此滄桑和困難不會阻止你或迫使你退縮。當你睜開眼睛去新的一天，祈禱，在你的思想中來到

我身邊 ; 在我的光中激發你的計劃，並奮起勇氣，決心堅強，不缺乏服從或信仰。 

76.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在很長一段時間過去之前，你會驚嘆於你的力量和作品的結果。 

（262,7-8） 

休息日作為反思時期  

77. 從第一個時代起，我教導你將第七日奉獻給我。如果在六天之內，人們致力於履行自己的

人类責任，那至少有一天，就是獻身於主的服務。我並沒有要求他在第一天獻祭，而是在最後

一天獻身，以便他可以從他的工作中休息並投入到冥想中，使他的精神有機會接近父與他通過

禱告交談。 

78. 休息日的製定是為了讓人至少忘記一会艱難的世俗鬥爭，讓他的良心與他交談，提醒他律

法，審查自己，懺悔他的錯誤和在他心中形成悔改的崇高目的。 

79. 星期六是以前致力於休息，祈禱和研究法律的日子，但是人們在遵守傳統時忘記了人類的

情感和他們對同伴的精神責任。 

80. 時間過去了，人類在靈性上進化了，基督來告訴你，即使在休息的日子裡，你也應該練習

慈善和各種善行。 

81. 耶穌希望告訴你，有一天專注於冥想和身體休息，但你必須明白，為了完成精神的使命，

不能指定任何日期或時間。 

82. 儘管主人已經說得很清楚，但是男人們疏遠他们自己，每個人都尋求對他們最有利的一天，

因此，有些人繼續保留星期六為休息日，其他人則採取星期天慶祝他們的崇拜。 

83. 今天我再來和你說話，我的教訓將帶給你新的知識 ; 你已經經歷了許多經歷，並且已經進化

了。今天，你從地上的疲憊中抽身休息的那一天並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你知道每天你必須走在

我為你鋪設的道路上。明白沒有固定的時間向上發送你的祈禱，因為你在任何時候都應該為你

的兄弟禱告和練習我的教義。 （166,31-35） 



問，並且它應該被給予 

84. 你們所有人在你們心中都有傷口。誰比我更好地穿透你的內部？我知道你的痛苦，你的悲

傷和沮喪，在你的世界中存在這種不公正和忘恩負義之前 ; 我知道那些在地球上生活和掙扎的

人的疲憊，他們的存在對他們來說是沉重的負擔 ; 我知道那些在今生仍然孤獨空虛的人。我告

訴你們所有人：“問，應該給予，”因為我來了，給你你需要我的東西，無論是陪伴，寧靜，

潤膏，使命還是光明。 （262,72） 

85. 不要害怕苦難。苦難是暫時的，你應該祈禱，模仿約伯的耐心。豐富將返回，你將找不到

感謝我的話。 

86. “當疾病壓倒你時，噢，祝福病人，不要絕望！你的精神沒有生病 ; 在禱告中提升你自己，

你的信仰和靈性將恢復你身體的健康。以我教導你的方式禱告：靈性“。 （81,43-44） 

87. 在你經歷過折磨的時刻，以簡短但純潔而真誠的禱告禱告。然後你會感到安慰。當你成功

地與你的主和諧相處時，我將能夠告訴你我的意志是你的，你的意志是我的。 （35,7） 

88. 禱告，但你的禱告要由你當時的意圖和行動組成，這將是你最好的禱告 ; 但是，如果你想把

一個想法指向我，包含一份請願書，那麼請對我說：“父親，你的意志將在我身上完成。”你

將要求的比你希望或理解的更多，並且就這麼簡單短語，那個想法，你簡化了你在另一個時間

裡要求我的“主禱文”。 

89. 在那裡，你有祈禱要求所有人，這對你來說是最好的。但不要用嘴唇說出來，而要用心去

感受它，因為說不是感覺，如果你有感覺，你就不需要說出來。我知道如何聽到精神的聲音並

理解它的語言：除了知道之外，你有什麼更大的快樂？你認為我需要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247,52-54） 

90. 我曾教你禱告，並為別人求事。但是，當你為自己問問時，我也會聽你的。我確實收到了

那個禱告。然而我告訴你，我根據你的請願給你的時間，因為你很小，已經過去了; 現在，我希

望你像門徒一樣，在你祈禱時向我展示你的精神和你的心靈，但是留給我來閱讀他們並遵行我

的意願。 （296,69） 

 



91. 當你質疑或詢問我的某些事情時，請努力使自己試圖清楚地解釋你的問題，也不必費心去

仔細修飾構造的短語。對我而言，你的精神瞬間將自己從世界中解放出來，讓你的心靈和理解

得到潔淨，這樣他們就可以得到我的靈感。如果你無法感受到我在你體內的存在，你為我提供

可愛的話語有什麼用？我知道所有，你沒有必要向我解釋任何事情讓我理解它。 （286,9-10） 

92. 如果你知道如何理解我的教義，它會為你提供許多滿足感，許多提升的機會。在作出任何

決定之前要學會祈禱，因為禱告是向父親求問的完美形式，因為在這裡，你將要求光明和力量

繼續前進在挣扎。 

93. 祈禱之後，很快就會有一種亮光，你的理解將使你能夠清楚地辨別善惡，该正與你不應該

做的事情，這將是你知道準備自己去聽取你的良心聲音的具體證據。  

94. 耐心地忍受著苦難，如果你無法理解你的試煉的重要性，請祈禱，並且我將揭示它們的意

義，以便你可以接受它們。 （333,61  -  62 和 75） 

95. 每當你的嘴唇或思緒對我說：“主啊，不要否認我你的原諒，”你表現出你的無知和困惑，

以及你對我的了解甚少。 

96. 你告訴我對你的痛苦表示同情嗎？你問我憐憫我的孩子嗎？你懇求我原諒你的罪過 ; 我是愛，

寬容，慈善，寬恕和憐憫的人？ 

97. 你可以試圖讓那些人在地上心靈變硬，你試圖憐憫地流淚並懇求那些對他們的同伴沒有慈

善的人，但不要使用這些形式或想法於他从愛創造你的人，以便永遠地愛你。 （336,41-43） 

98. 要滿足於偉大慈善事業父在地上託付給你的所有與人人类有關的所有事物，並且不要求那

可能導致你精神毀滅的事物，或物質。我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給你比你问的，但是我知道你在路

上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對你說：如果你知道如何遵守我的律法，你將看到我在我的一切光彩。 

（33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