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38 第三聖約 - 第 38 章 - 神聖的 3 啟示和 7 封印 

耶穌基督的啟示 

神的啟示和屬靈的發展 

耶和華如此說： 

1. 在我化分人類進化的三個時代，我來到了用我的光標記你，用同樣的直線和狹窄的方式來提

升精神，這是愛，真理和正義的唯一道路。 

2. 我引導你從教學到教學，從啟示到啟示，直到你到達我宣布你能夠從靈與精神溝通的這個時

期。在第一個時代，人類能否以這種方式與我溝通？沒有 ; 它必須通过物質崇拜，儀式和儀式

的幫助，傳統的節日和符號，以便更接近神聖和精神。從那無法接近精神，提升他们自己走向

神聖，知道什麼是深刻的，並澄清所有的奧秘，不同的宗教出現，每一個根據男人的落後或精

神進步的等級：有些人更專注於比其他人更真實，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精神化 ; 但所有人都在努

力實現同一個目標。這是幾個世紀以來所有精神都走過的道路，這是不同宗教所遵循的道路。

有些人進展緩慢，有些人處於停滯狀態，還有一些人被偽造和污染。 （12,92  -  93） 

3. 今天我來到了在靈裡，我真實地告訴你：有些人相信，在我第一次的時候接近你比我今天更

接近：他們判斷錯誤，因為每次我的到來我已經離你很近了。 

4. 請記住，在第一個時代，我降下到山，從那裡我傳達了刻在岩石上的我的律法 ; 在第二個時

代，我離開了山頂，以便下降到你的山谷，成為人住你們中間 ; 在這個時期，為了更加接近，

我在你心中建立了我的居所，在那裡表現我自己，並從內心與人類交談。 （3,31） 

5. 你明白嗎我將神聖的啟示分為三個偉大的時代？ 

6. 它在人類屬靈的初期父親給予他們律法，並向他們許諾了一位將要開啟新時代大門的彌賽亞。 

7. 彌賽亞是基督，他們來到了人間當他們還處於屬靈的初期時 。他來教導人們更高的行為遵守

他們先前從父那裡得到的律法，並且不知道如何服從。上帝的話語通過耶穌的嘴唇說話，所以

我說世界通過對完美主的愛的教義來繼續聽取其父的聲音和誡命。 



8. 耶穌反過來提出將真理之靈傳給人，幫助他們理解他們所不理解他的所有教義。 

9. 親愛的人，你現在聽到的這個簡單而謙遜的詞是真理之靈的聲音，正是上帝的屬靈之光傾注

在你的存在之上，以便你可以睜開眼睛看新時代。那種亮光開始讓你清楚明白你主所有啟示，

就是你父親的光，聖靈，它發現人類進入更高境界的精神進化，也就是說，當它接近成熟時，

要明白上帝的啟示。 

10. 在所有這光揭示你正在接受父的教訓，因為聖經在我裡面，聖靈就是我自己的智慧。 

（132,10-15） 

11.  我沒有和你說話在過去。在第一個時代，法律闡明了人類的精神 ; 在第二個時代，基督以

愛的光照亮了人的心。今天，聖靈照亮了你的靈，將它提升到所有人類之上。 

12. 你已經從一個單獨的上帝那裡接受了這三個信息，並且在一個時代和下一個時代之間已經

過去了，精神進化所需的時間，以便它可以接收新信息或新課程。 

13. 現在，你可以理解為什麼我稱你為聖靈的門徒。 （229,50-52） 

14. 如果我在第一次啟示時告訴你們所有人，你們就不需要主：彌賽亞，教導你們新的教訓，

也需要聖靈來到這裡向你們展示偉大的精神生命。 

15. 出於這個原因，我告訴你，你不應該把你自己束縛在第一個時代向你揭示的那個，好像這

是我的教義的最後一句話。 

16. 我再次來到男人中間，很長一段時間我通過他們的理解與他們溝通，我仍然可以告訴你，

我的最後一句話還沒有被說出來。 

17. 總是在我的智慧書中找到最後一個字，這個新頁面向你揭示了早期內容的重要性，以便你

真正成為我的門徒。 （149,44-45） 

上帝的三個見證 

18. 摩西，耶穌和以利亞：主有標記的道路是幫助人們將他們自己提升到和平，光明和完美的

王國。 



19. 感受主的使者在你生命中的存在。他們都沒有死。他們活著照亮了已經迷失的人的道路，

幫助他們從墮落中再次升起，並加強他們，以便他們可以給予他們自己的愛來實現在的試探中

恢復原狀 。 

20. 通過耶和華的啟示，理解摩西在地上所完成的工作。分析耶穌的教導，通過他神聖的話語

說，並尋求我的新啟示的精神意識，他的時代由以利亞代表。 （29,20-22） 

21. 如果我在第二次時代作為男人的出生是一個奇蹟而我的身體死亡之後的精神提升是另一個

奇蹟 ; 我真的告訴你，我的交流在這時間通過人的理解也是一種精神奇蹟。 

22. 直到最後的我的預言，將在這段時間內完成。我留下你的三個見證，只形成一個。 

23. 凡不認識父親為愛，犧牲和寬恕的人，在這段時間內要讓他充分認識祂，這樣他就不會畏

懼祂的正義，他也可以愛祂並尊敬祂。 

24. 如果你在第一時代獻身於律法，那是因為擔心神聖的正義會懲罰你，但因這個原因，我發

給你我 的話，這樣你就能明白神是愛。 

25. 今天，我的光照到你身上，這樣你就不會失去你自己，並且能夠到達忠於我律法的道路盡

頭。 （4,43-47） 

26. 我的新課程是對我在第二時代給你的那些的確認，但它們更加高尚。在那段時間裡，我對

人心說話，但現在我對他們的精神說話。 

27. 我不會否認過去與你談過的任何一句話，相反，我來適當地履行它們並給予它們公正的解

釋。就像在那些時候我對那些相信耶穌來破壞律法的法利賽人說：“不要以為我來取消律法，

或先知 ; 相反，要遵守它們。“我怎麼能否認法律或那些預言，如果它們是聖殿的基礎在這個

三個時代人類的心中建造的，並且是宣布我來到這個世界？ （99,24-25） 

28. 今天我再次對你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你在這個時代尋找我的話語的本

質，你將在其中找到永恆的愛的法則，就是我為你在地球上概述的那條道路。 

 



29. 在那個時代，許多人相信基督已經誤解了道路並改變了法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與他作戰

並迫害他 ; 但事實是，就像太陽的光總是把它自己強加在黑暗之上。現在我的話語將再次受到

打擊，因為有些人會相信他們在本質上發現了矛盾，混亂和錯誤，但是它的光將再次在這個時

代的黑暗中發光，而人類將會看到這樣的道路和法律我向你透露，與那個時代是一樣的，並且

永遠都是一樣的。 （56,69-70） 

30. 這種教導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 所有人在這個教義中發現高度和完美的都會知道如何將它與我

在地上時向你吐露的東西相協調，因為它的本質是相同的。 

31. 他不知道如何找到我課程中所包含的真理的，甚至可以肯定這個教義不會導致與耶穌的教

訓相同的結局 ; 蒙蔽的精神由於曲解或被宗教狂熱迷惑，可能不會很快理解這些啟示的真相，

但必須走一條試探的道路，放棄他們的唯物主義那阻止理解和遵守我教導你彼此相愛的教條 。 

（83,42-43） 

32. 這是徒勞許多人說這個教義是新的，或與過去給你的神聖啟示無關。我向你們保證，我告

訴你們在這個時候通過人類行為理解，其根源和基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時期預言。 

33. 但是我告訴你混亂將會出現，因為那些解釋這些啟示的人已經強加他們的分析在人性了，

這些分析部分是正確的，而且部分是錯誤的。這也將是因為我的教導的精神之光一直隱藏在人

類之外，在有時也是以摻假的形式發出的。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我的光線來拯救你從無知的黑暗

中解脫，許多人否認這可能是真理之光，因為根據他們的標準，它不符合我之前教給你的東西。 

34. 我向你們保證，我的話語不會丟失，而且這個時代的人們會知道我過去曾對他們所說的話。

然後，當世界知道靈性時，它會說：“真的，耶穌說了所有這一切。” 

35. 是的，我之前說過這一切，儘管許多揭示的真理我只展示了原則 ; 我離開他們讓你開始明白，

因為在那個時候，人類尚未準備好了解我現在來展示你所有的全部信息。 （155,24-27） 

第三個時代（時間） 

36. 在這是第三個時代，我來教你必須在精神上團結人的教訓，因為是我的意志那語言，種族

和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再是統一的障礙。我形成每一種精神的本質是同樣在所擁有的，構成血液

的物質貫穿人的血管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值得我的，我再次為你們所有

人而來。 （95,9） 



37. 人類生命的轉變遭受將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在你似乎這個世界已經結束，而另一個已經誕

生了。 

38. 因此，正如在任何時候一樣，人的生命被分為時代或年代，並且每一個都是由某種東西來

定義的，無論是通過它的發現，通過所接受的神聖啟示，還是通過它在某種意義上的發展在美

麗，他們稱之為藝術，或其科學 ; 所以現在開始的時代，就像一個新的黎明到來的時代，將以

精神的禮物的發展為代表，你應該培養的部分，以避免這麼多的邪惡，你總是留下對後來。 

39. 你難道不相信人的生命可以完全改變自己，發展靈性，培養精神的恩賜，並建立這世界良

知所規定的法律嗎？ 

40. 很快所有的民族都會明白上帝在每個時代都說過，神聖的啟示是主降低到人類的梯子，以

便他們可以提升到他。 

41. 有些人將這個新時代稱為光明時代，其他人則稱為聖靈時代，其他人稱為真理時代。我告

訴你，這將是提升的時間，精神恢復和復興的時間。 

42. 這是我一直希望生活在人心中的時代，但它一直在與人類作鬥爭反對和摧毀。所有人都看

到了清晰的時間，在主的光明之下，主的一切兒女都團結在一起 ; 不是在人的宗教中選擇某些

人並拒絕他人的，宣稱它自己的真理並否認其他人的真理，這種真理使用了它所強加的不值得

的武器，或者是黑暗而不是光明。 （135,53-54 和 57-59） 

43. 這是第三個時代，人類的精神必須從物質主義的鏈條中解放出來 ; 這將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偉

大的思想鬥爭。 

44. 墮落，自私，傲慢，惡習，謊言，以及陰影你生命的一切，都會像破碎偶像在敬拜者腳下

的一樣落到謙卑之中。 （295,64-65） 

神聖歷史的七封印章 

45. 世界上第一個屬靈進化的階段是由亞伯所代表，父親的第一位牧師，他向上帝獻祭。他是

犧牲的象徵。嫉妒起來反對他。 



46. 第二階段由諾亞代表。他是信仰的象徵 ; 他從神靈的靈感中建造了方舟，並帶領人進入救贖。

反對他，群眾懷著懷疑，嘲弄和他們精神的異教徒的辱罵，但諾亞卻留下了他的信仰種子。 

47. 第三階段由雅各布代表。他像徵著力量 ; 他是強者的以色列人。在靈性上，他看到了所有你

們將上升階梯，坐在造物主的右邊。主的使者站起來試探他的力量和毅力。 

48. 第四個是摩西的象徵。他代表著法律。他提出了平板石板，它是為所有時代的人類而寫的。

是他以極大的信仰救出了人民，帶領他們走向救贖之地。他是法律的象徵。 

49. 第五階段由耶穌，神聖的話語，犧牲的羔羊代表 ; 在任何時候都與你交談並將繼續與你交談

的人。他是愛，因為他倒成人安置在人類居住的地方，忍受他們的痛苦，向人類展示犧牲，愛

和慈善的道路，必須通過這種道路實現他們所有罪惡的救贖。他作為主來教導，被出生作為人

類的一部分，生活在愛中，實現犧牲，並且死愛，寬恕和祝福。他代表了第五階段，他的象徵

是愛。 

50. 第六階段由以利亞代表[在新約中稱為伊利亞斯]。他是聖靈的象徵。正是他繼續在他的四輪

火車承擔光明之火向所有國家以及你所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所有世界的 ，因為我是所有世界和

所有生物的父親。這是你居住的階段，以利亞的階段 ; 正是他的光照亮了你。他代表了曾經隱

藏的但在這個時代正在向人類揭示的教義。 

51. 第七階段由父親祂自己代表。他是結束 ; 進化的高潮，在他裡面是恩典的階段，第七印。 

52. 在這裡，我破譯了七封印章的秘密，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這是第六印章，因為其中五個

已經過去了，第六個被釋放，但第七個仍然是密封的 ; 它的內容尚未到達的時間，還有時間在

你面前出現。當那個階段到來時，應該有恩典，完美和平安，但是，有多少人會為了淨化他的

精神而哭泣！ （161,54  -  61） 

53. 七封印章是你生命的歷史，你在地球上的進化歷史，其所有的鬥爭，激情，衝突，最後是

善良和正義，愛情和精神的勝利超越唯物主義激情的靈性。 

54. 確實相信一切都會導致一個精神和永恆的目標，所以你可以給每一課提供與之相對應的合

法地方。 



55. 雖然第六印的亮光照亮了你，但它將是一個衝突，警惕和淨化的時代，但是當那段時期過

去了，你將進入一個新階段，第七印章將為你揭開新的啟示。當一個清潔和準備好的狀態感到

驚訝時，精神會接受新的時間會帶來什麼樣的滿足和喜悅。當第六印聖照亮你時，肉體和靈魂

將被淨化。 （13,53-55） 

56. 那封在天上的書，已經開第六章，它是七封印書，裡面有智慧和審判，是我對你的愛所釋

放的，向你揭示其深刻的教訓。 

57. 人類在地球上生活了五個階段*），受到精神的神聖氣息的鼓舞 ; 儘管如此，他仍然無法理

解生命的精神意識，他存在的目的，他的命運和他的本質 ; 對於他的思想以及他的精神來說，

一切都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神秘，一本密封的書，其內容是他無法解釋的。 

*）在這個翻譯中，“階段”一詞用於西班牙語“etapas”，它對應於七章印章的各章，如文

中所述。在英語翻譯中使用“時代”（當提到摩西，耶穌和以利亞的三個偉大時代，或本書中

所解釋的伊萊亞斯時）是對西班牙語“tiempos”的替代，它恰當地對應於“時代“用英語。

決定替換以幫助讀者遵循文本的複雜性。 

58. 他模糊地感受到了精神生命，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理解使生命更接近上帝的高度階梯，他就

不知道他在地球上的最高使命以及美德和禮物那構成他精神的一部分，以便取得勝利在奮鬥，

使他自己超越人類的痛苦，並在靈性上完善他自己，以居住在永恆之光中。 

59. 它是有必要打開神聖的書，並且人們考慮其內容，以便使他們免於無知的黑暗，這是地球

上存在的一切罪惡的根源。誰能打開那本書：偶然的神學家，科學家或哲學家？不，他們中沒

有一個，即使是正義的靈也不能向你揭示它的內容，因為這本書所保留的是上帝的智慧。 

60. 只有基督，聖言，只有他，神聖的愛，才能這樣做，但即使如此，它是必要等待人們準備

接受神聖的啟示而不被蒙蔽對我的屬靈存在的光輝。和人類必須經歷五個階段的試探，教訓，

經驗和進化才能達到相當的發展，那允許他們能夠理解神奧術那為人類所保留的奧秘。 

61. 上帝的律法，祂神聖話語給通過基督以及先知，使節和使者的所有信息，都是種子使人類

的信仰保持在神聖的應許中的，這種應許一直宣告光明，救贖和正義為所有人。 

62. 這是時間期待偉大啟示，通過這段時間，你將了解我一直向你展示的一切，以便你知道你

的父是誰，你是誰，以及你存在的原因。 



63. 在這個時候，對於你所取得的屬靈進化，你所經歷的試探，以及你所經歷積累的經驗，你

可以在你的靈裡接受來自我的靈，智慧的光，保留的在我的奧術中等待你的準備。儘管如此，

人類已經進化達到了接受我的信息所必需的等級，我已經發送了你第一縷我的光，這使得粗魯

和簡單的人作為我的發言人，通過我的靈感在狂喜中說話。 

64. 這條光線只是準備工作，就像黎明前的光芒宣布新的一天。後來，我的光將充分照亮你，

照亮你的存在，甚至消除無知，罪惡和苦難的最後陰影。 

65. 這個時代，那些吸引你的敬仰在無限的曙光中，是人類的精神生命中發起的第六個階段，

一個光明的時代，一個啟示，完成古老的預言和被遺忘的應許。它是第六印，在充滿正義，澄

清和啟示的信息中釋放出你的智慧內容。 （269,10-18） 

66. 門徒：我希望你內心的美德成為涵蓋你精神赤裸的外衣。這是安慰精神，在第二個時代承

諾，對你說話。 

67. 父親已經知道會挫敗人性的痛苦和考驗，以及人類會達到的墮落程度。保惠師的到來對你

而言意味著第六印章的開啟，以及人類進化的新階段的開始。從那一刻起，對所有人都開啟了

神聖的審判。每個生命，每個工作，每個步驟都經過嚴格判斷 ; 它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不是

生命的終結。 

68. 這是罪惡時代的結束，上帝之書的第六印章的所有內容都必須傾注在靈魂之中，喚醒他們

的嗜睡，以便人類起來承受和諧他的精神與所有的創造 ; 他準備好讓羔羊釋放第七印章，這將

帶來苦酒的最後渣滓，也會帶來真理，愛和神聖正義的勝利。 （107,17-19） 

69. 在這個時代，我希望人類做好準備，這樣當最後的印章被打開時，人們就會認識到它，傾

聽它，並理解新啟示的內容。我希望各國和各國人民能夠加強他們自己，以抵擋那些日子的痛

苦。 

70. 那些知道如何通過那些時代考驗的人，我將稱之為祝福的，我將給予獎勵為他們的堅持和

他們的信仰對我的權力，留他們成為新人類的父母。 （111,10-111） 

71. 當第七封印章與其他六封印章一起關閉時，上帝對人類作品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刻的審判的

書也將被關閉。然後主將打開另一本書，其頁面空白，在其中註明死者的複活，被壓迫者的解

放，罪人的再生，以及善勝利惡 。 （1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