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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啟示 

代求的祝福 

耶和華如此說： 

99. “不要習慣只用言語禱告，要用心靈禱告。我也告訴你們：用禱告祝福，向你們的弟兄們

傳達光明的念頭 ; 不要為自己問任何事，請記住，為我服務的，將永遠有我看著他“。 

100. 你種下愛的種子，你會得到倍增的種子。 （21,3-4） 

101. 不要只有當你發現自己經歷了一些痛苦的折磨時祈禱。當你處於和平時，也要祈禱，因為

那樣你的心靈和思想就會被他人佔據。不要只為那些幫助過你的人或那些沒有給你造成任何傷

害的人祈禱，因為儘管這是有道德的，但它並不像協助那些曾經傷害過你的人那樣值得。 

（35,8） 

102. 我現在教你什麼？用你的全部心靈和精神來祝福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事情，因為以這種方式

祝福的人與父親的相似，使他們的溫暖來到所有人。因此，我告訴你：要學會用你的精神，你

的思想和你的心去祝福， 你的和平，力量和溫暖都會傳達給任何人你發送的，無論他們有多遠。 

103. 即使沒有見過面，如果所有人互相祝福會發生什麼？完美的和平將在地球上統治，戰爭將

是不可思議的。 

104. 為這一奇蹟發生，它是必要你通過堅持美德來提升你的精神。你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嗎？ 

（142,31） 

105. 問，並且應該給出。所有你希望慈善為你的兄弟，請求我。祈禱，將你的請求與有需要的

人聯繫起來，我將承認你的要求（137,54） 

禱告的必要性 

106. 要注意並祈禱，我經常重複，但我不希望你熟悉這個愉快的建議，但研究並付諸實踐。 



107. 我告訴你要禱告，因為沒有禱告的人，會投降到多餘的，物質的，有時甚至是不健全的思

想，在不知不覺中，他會鼓勵和助長破壞性的戰爭 ; 但是當你祈禱時，你的思想就像一把光芒

四射的劍，摧毀了黑暗的面紗和誘惑的紐帶，今天正在囚禁許多眾生，用靈性使環境飽和，並

抵抗邪惡勢力。 （9,25  -  26） 

108.  人類一直忙於處理地球上的偉大事物，考慮祈禱和冥想的重要性是對超越生命，為了發現

自己的本質。他祈禱與父親交談的人，如果他提出問題，他會立即收到回复。人們對靈性的無

知源於他們缺乏禱告。 （106,33） 

109. 你正在接近一個真正禱告的時間，沒有狂熱的崇拜，在每次事業之前你都會知道如何禱告，

在那裡你將知道如何看待委託的事情對你而言，當你知道如何公平地對待與你有關的精神以及

對應於它的世界。 

110. 男人怎麼出錯呢？如果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願行事，他首先要通過禱告求父嗎？誰知道如

何禱告與上帝接觸的生活，知道價值他從父那裡得到的益處，並且也理解他所經歷的試探的意

義和目的。 （174,2-3） 

練習禱告的有益效果 

111. 在整個時代，我曾對你說：禱告。今天我說通過祈禱你可以獲得知識。如果所有人都祈禱，

他們就永遠不會偏離我所描繪的光明之路。通過祈禱，他們將治愈病人，不再有非信徒，和平

將再次回歸精神。 

112. 當他拒絕我的恩典時，人怎能幸福？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為愛，慈善和溫柔不是人類心

靈的屬性嗎？ （69,7-8） 

113. 要知道沒有愛的這個詞既沒有生命也沒有力量。你問我如何開始愛，以及你必須做些什麼

才能讓這種情緒在你心中醒來，我告訴你：要開始，要知道如何禱告。禱告會把你帶到主那裡，

我就是那位主。 

114. 在禱告中，你會得到安慰，靈感和力量，它會給你一種甜蜜的滿足感，能夠與上帝親密地

說話，沒有見證者或調解者 ; 上帝和你的靈魂，在充滿信心，精神交流和祝福的甜蜜時刻相遇。 

（166,43-44） 



115. 每當你需要一位知己和一位好朋友時，請求我出去並將你心中的痛苦存在我心中，我會告

訴你最好的途徑，你尋求的解決方案。 

116. 如果你的精神受到悲傷的壓迫，那是因為你犯了罪。我會接待你，並且在我的審判中會是

仁慈的。我會加強你改革的意圖，並把你失去的力量歸還給你。 

117. 只有練習我的教導才能使你在恩典，屬靈和身體上得到健康。你收集的經驗將是你在靈魂

中積累的光。 （262,20-21） 

118. 那精神知道怎樣警醒的永遠不會偏離他主所追蹤的路線，他能夠運用他的遺產和他的禮物，

直到他達到他的高度。 

119. 在他的試探中，他的生命將會取得進步，因為他的生活保持警覺，從不允許他自己被這些

物質所支配。祈禱並保持守夜的人將永遠從困難時期中獲得勝利，並將知道如何在生命的道路

上邁出堅定的步伐。 

120. 噢，有多麼不同是忘記祈禱和守望的人的行為！他自願放棄用我放在人身上最好的武器來

保衛他自己，這就是信仰，愛和智慧之光。他沒有聽到通過他的直覺，良心和夢想向他說話的

內心聲音 ; 但是心靈和思想並不理解那種語言，也不會相信他自己的精神所產生的信息。 

（278,2  -  3） 

121. 禱告是手段啟示你的靈魂向我提出你的問題，你的不確定性，以及你對光明的渴望。通過

這種溝通，你可以消除你的疑慮或撕掉隱藏一些神秘的面紗。 

122. 禱告是精神與精神交流的開始，在即刻的未來將蓬勃發展，並為全人類帶來成果。 

123. 今天，我向聽到我的人透露了這一切，使他們成為靈性時代的先驅。 （276,18-19） 

禱告的力量 

124. 當你們中的一個人禱告時，你們沒有意識到你在思想上有什麼靈性，你們必須知道，當你

們為你們的兄弟禱告時，為那些人毀滅的他們自己在戰爭中，在那些時刻，你的精神也在起訴

一場戰爭，一場反對邪惡的精神戰爭，以及你的劍，即和平，理性，正義，以及對你兄弟的利

益的渴望，與武器發生衝突，仇恨，復仇和驕傲。 



125. 在這個時代，人們認識到禱告的力量，並因為祈禱擁有真正的能力和光明，有必要將它與

愛送到我心中。 （139,7-8） 

126. 思想和精神，在禱告中團結一致，在人類中創造一種超越任何人力的力量。 

127. 在禱告中，弱者得到加強，懦夫穿著勇氣，愚昧人被照亮，笨拙的人有能力。 

128. 精神，當它與思想達到和諧以達到真正的祈禱時，精神就變成了一個看不見的士兵，他離

開了一會兒，接觸了他的存在，並傳遞到其他地方，自由它自己擺脫了物質，並將它自己交給

做善事的鬥爭，消除危險和邪惡，並承擔一絲光線，一滴香脂和一股和平的氣息中忍受。 

129. 為所有人我告訴你們，在人類陷入混亂中，要明白你能用心靈和精神做多少。你處在一個

充滿矛盾思想和理想的世界裡，在這裡，唯物主義激情充滿活力和靈魂在黑暗中導航。 

130. 只有那些人通過祈禱學會提升他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到光明區，到和平住所，可能滲透在不

被擊敗到爭論的世界，在那裡所有人類的激情都被反映出來，留下交換一些有價值為那些人需

要精神之光的。 （288,18  -  22） 

131. 學會祈禱，祈禱，你可以做很多善事，就像你可以抵禦威脅一樣。禱告既是盾牌又是劍，

如果你有敵人，你可以用禱告來保護你自己，但要知道這種武器絕不能傷害或傷害任何人，因

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在黑暗中閃耀。 （280,56） 

132. 這些元素是被釋放反對人類，但你不必害怕，因為你知道我已經賜給你力量來戰勝邪惡並

保護你的兄弟。你可以命令那些破壞元素停止，它們應該遵守。如果你繼續祈禱和觀看，你可

以表演神童並驚喜世界 。 

133. 祈禱純潔，與我的聖靈交往，不要尋找一個特定的地方去做。在樹下，路上，山頂上或臥

室的角落裡禱告，我會下降與你交談，照亮你，給你力量。 （250,24-25） 

13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如果你已經在精神，思想和意圖上團結一致，那麼你的禱告就足以

阻止那些現在準備時間彼此投入的國家。你會摧毀仇恨，並成為你兄弟所有邪惡計劃的障礙。

你將像一把無形的劍來征服強者和盾牌來保衛弱者。 



135. 人類，面對這些揭示更高權力存在的試探，將立時停下來冥想 ; 而這種冥想將避免他們許

多重的接觸和試煉他們受到從自然的手和元素 。 （288,27） 

136. 如果你對禱告的力量有很大的信心和更多的知識，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做多少慈善工作？但

是你沒有把它擁有的力量賦予它，因此，很多時候你還沒有意識到你在一個真實而真誠的祈禱

時刻拒絕了什麼。 

137. 你不明白更強大的力量阻止了你所有戰爭中最不人道的戰爭嗎？難道你不明白參加這個奇

蹟是數以百萬計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祈禱，他們的精神正在打擊黑暗並與戰爭的影響作鬥爭？

繼續祈禱，繼續觀看 ; 但要把所有你的信仰都投入到這些行動中。 

138. 祈禱，人民，征服戰爭，痛苦和悲傷，披上你思想平靜的外衣，使他們成為一個盾牌，可

以庇護，開悟和保護你的兄弟們 。 （323,24-26） 

愛上帝和你的鄰居作為尊敬 上帝 

139. 要知道，我的新門徒，你應該始終尊重並向主致敬，而無需等待具體日期，在同樣的舉止

那父親總是愛你。但如果你要知道如何記住我的愛在每天而不陷入狂熱，我會告訴你如何。在

你的一生中，你應該不斷地彼此相愛，作為紀念創造這一切的人。 

140. 以這種方式生活，我會賜給你那些你謙卑地請求原諒你的錯誤的東西。我為你提供安慰和

緩解你的痛苦，但我告訴你，當你的良心讓你意識到你的錯誤，祈禱，糾正你的錯誤，以及用

你的屬靈恩賜獲得屬靈的力量以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因此，你不必多次請求我原諒你。我的

話就是教你進化，獲得啟迪和靈性。 （49,32  -  33） 

141. “我渴了，”我對暴徒說那些不理解我的話並且喜歡我的痛苦。而現在，我能告訴你什麼

呢？當我看到它不只是一個暴民，而是整個世界 傷害了我的靈魂沒有看到我的痛苦，  

142. 我的渴望是無限的，不可理解的，只有你的愛才能熄滅它 ; 那你為什麼要給我外向崇拜而

不是愛呢？難道你不知道你給我是膽汁和醋而不是水嗎？ （94,74-75） 

143. “實在我告訴你們，那些遭受苦難並極大地冒犯我的人，將會更加強烈地愛我，並從內心

不斷地向我的神性獻上他們的供物。它不應是物質供應，也不是詩篇或地球的祭壇 ; 他們知道，

對我來說，最令人愉快的奉獻和敬拜是他們對弟兄所行的愛的行為“。 （82,5） 



144. 日復一日，你的屬靈禱告，你的物質本性所不能理解的語言，因為你的嘴唇沒有說出任何

言語，也沒有你的思想形成的想法，來到我身邊。精神的祈禱是如此深刻，超出了人類的感官

和力量。 

145. 通過這種祈禱，精神來到和平與光明的地區，在那裡，升高的靈魂生活，並飽和它自己用

這種精華，回到短暫的身體，以傳遞力量。 （256,63  -  64） 

146. 人們：你必須知道如何禱告的時候到了。今天我不來告訴你要在地上匍匐前進，我不是來

告訴你用嘴唇祈禱，或者用美麗的祈禱語用詼諧的語言向我吶喊。今天我來告訴你：用你的想

法來尋求我，提升你的精神，我會永遠地降臨，讓你感受到我的存在。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與你

的上帝交談，你的悔改，你的思想，你的痛苦和你的愛就足夠了。 

147. 這是我聽到和理解的語言 ; 真理和真誠的語言，沒有言語，這是我在第三個時代來教你的

禱告。 

148. 每當你做好作品，你就會感受到我的平安，安寧和希望，那是因為父親非常親近你。 

（358,53-55） 

149. 我拒絕所有虛榮和人類偉大的東西，因為只有屬靈的東西才能達到我的靈，那是高貴，高

尚，純潔和永恆的。請記住，我對撒瑪利亞的女人說：“上帝就是靈，他必須在精神和真理中

受到敬拜”。在無限的，純潔的中尋求我，在那裡你會找到我。 （36,26） 

150. 為什麼你向我提供我為你製做的？如果你不製作它們為什麼要給我鮮花？另一方面，如果

你呈現我你的行為，對弟兄們 的愛，慈善，寬恕，正義和幫助的，那麼你將為我奉獻一個真正

的屬靈禮物，並提升像撫愛到父親，就像一個吻孩子從地上送給他們的主。 （36,29） 

151. 我也不希望你將你的敬拜包含在物質的禮拜堂中，因為你將囚禁你的精神，不讓它張開翅

膀征服永恆。 

152. 那 祭壇我留你的，你將按照我的期望慶祝你的敬拜，是生命超越所有宗教，教會和教派，

超越任何限制，因為它存在於靈魂，永恆和神聖。 （194,27-28） 

上帝與人之間良心的交流 



153. “今天，我來到你們帶著教導那似乎無法實踐的在世界 ; 但一旦被理解，它是最容易實現

的。我來教你通過你的生命，你的行為和屬靈的禱告來敬拜上帝的愛，它不是在預定的地方嘴

唇沒有發出的聲音，也不需要形式或圖像來激發“。 （72,21） 

154. 雖然男人想要把我看作一個遙遠而遙遠的上帝，但我已經建議告訴他們我比他們的睫毛更

接近他們。 

155. 他們機械地祈禱，如果他們沒有立即看到他們所要求的一切，他們氣餒，驚呼：“上帝沒

有聽見我們。” 

156. 如果他們知道如何禱告，如果他們將他們的思想和心靈與他們的精神聯繫在一起，他們會

在良心中聽到主的神聖存在，並感覺他的存在與他們非常接近。但是，如果他們通過物質化崇

拜提出要求，他們怎麼能期望感受到我的存在。如果他們通過用他們自己的雙手製作的圖像來

崇拜他們的主，他們怎麼可能使他們的精神敏感呢？ 

157. 我希望你明白，你讓我非常接近你，你可以與我溝通，感受我，輕鬆接受我的靈感。 

（162,17-20） 

158. “實行有利於精神的沉默，使它找到上帝 ; 沉默就像知識的源泉，所有滲入其中的人，都

會被充滿我智慧的清晰。沉默就像一個封閉的地方，有堅不可摧的牆壁，只有精神才能進入。

人不斷地攜帶在他的內心深處，知識的秘密地點他可以與上帝交流 “。 

159. “無論你身在何處，你都可以與你的父親交流，因為這個地方無關緊要，它可以在山頂或

者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山谷的深處，在城市的騷動中，在你家的平安，或在掙扎 ; 如果你尋求我

在你聖所的內部你的深處沉默在你的提升，那宇宙和無形的聖殿的門將立即打開，這樣你就能

感受到你自己真實地在父的家中。那存在於每一個精神”。 

160. 當你痛苦的苦難壓倒你和你的生命苦難消滅你的感官時，如果你經歷一種強烈的渴望獲得

一點平安，退到你的房間或尋求沉默，鄉村的孤獨 ; 提升你的精神通過它良心的引導下，進入

冥想。沉默是精神的王國，是人眼看不見的王國。 

161. 在穿透精神狂喜的那一刻，獲得了高級感官的覺醒，直覺激增，靈感發光，未來被感知，

精神生命觸及遙遠的東西，並使以前似乎不可能的東西成為可能。 



162. 如果你想要穿透這個聖所的寂靜，這個方舟，你們你們自己應該是那些準備道路的人，因

為只有真正的純潔才能穿透它。 （22,36-40） 

163. 它是必要為我的先知再次起來勸誡人，因為雖然有人摧毀自己，被野心和暴力所蒙蔽，但

這些人接受了我的光明並冷靜地審判人性，卻是可怕的上升給予好消息的。 

164. 如果這個人類知道如何用精神祈禱，他們就會聽到我的聲音，他們會接受我的靈感，但每

次他們祈禱時，他們都會在他們的眼睛戴上面紗，將陰藏對他們那我存在的光。我必須來到男

人面前在他們的身體休息以喚醒他們的精神，呼喚他並與他交談時 。是基督，在半夜像一個小

偷一樣，穿透你的心臟播下我的愛的種子。 （67,29） 

165. 學會禱告和冥想在同時，以便知識和理解在你們每個人中升起 。 （333,7） 

166. “靈性主義是自由 ;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人現在聽到我並理解了意義這自由主義教義看開闢

在他們之前一個大山谷，在那裡他們將掙扎並作見證，說時候到了全能的創造者上帝來建立交

流在祂自己與人到之間。 “（239,8） 

167. 基督的教義是屬靈魂的，但人們用儀式和形式包圍它，使它遠離稀有海拔的靈魂。 

168. 你進入了聖靈的時代，即偉大的啟示，其中唯物主義，欺騙和不完美將從所有的崇拜中消

失 ;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要通過精神認識上帝，他們都是靈，在那條道路上找到了完美交

流的手段。 （195,77-78） 

169. 當人們學會與我的靈交流時，他們就不會有什麼要問或在書中查找。 

170. 今天，他們仍然會問那些他們認為比他們更了解的人，或者他們追求文本和書籍，急於找

到真相。 （118,37） 

171. 如果你每天學習冥想幾分鐘，如果你的冥想是在屬靈的生命中，你會發現無數的解釋，並

會得到你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得到的啟示。 

 



172. 你的靈魂已經有足夠的亮光來向我提問並收到我的回复。人類的精神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

度。觀察你們的謙卑兄弟，他們儘管知識貧乏，卻以他們深刻的觀察和他們解釋對許多人無法

解釋的明確方式讓你感到驚訝。你認為他們經常光顧書籍或學校嗎？不，但他們通過直覺或必

然發現了作為屬靈禱告一部分的冥想的恩賜。在他們孤獨，免受影響和偏見的孤獨，他們發現

瞭如何與真理和永恆與精神交流 ; 所有冥想過生命本質的人，都會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光為他們

的理解。 （340,43  -  44） 

173. 你問我禱告是由什麼構成的，我告訴你：在禱告的那些時刻，讓你的靈魂以真正的信仰和

自信自由地向父升起。讓你的心靈和思想從靈裡接受靈感，並以真正的謙卑接受天父的旨意。

以這種方式祈禱的人將能夠在他生命中的任何時刻愉快地感受到我的存在，再也不會覺得他是

貧窮的。 （286,11） 

174. 在他們存在的最純粹的部分，在精神上，將是我在這個時代寫下我的律法的地方 ; 它是在

那裡我使我的聲音被聽到，在哪裡我建造我的聖殿，因為在殿中不存在精神，也許不存在。 

175. 所以，雖然你為我的榮譽籌集了巨大的寺廟，雖然你提供充滿光彩的節日和儀式，但你的

奉獻不會到達我，因為它們不屬靈。所有的外在崇拜都伴隨著虛榮和炫耀 ; 相反，安靜的奉獻，

那世界永遠不會看到的，以及你奉獻我的精神到精神，因為它的謙卑，真誠和真理而傳達給我。

總之一句話：因為它收益精神。 

176. 再讀一遍法利賽人和稅吏從第二時代的比喻，然後你就會理解我的教導，這在任何時候都

是一樣的。 （280,68） 

177. 你知道有些人被愛而沒有值得它的嗎？這就是我愛你的方式。把你的十字架給我，給我你

的悲傷，給我你破滅的希望，給我你承受的沉重負擔，我可以忍受所有的痛苦。感到你自己沒

有負擔，這樣你就可以快樂，進入我愛的聖所，在宇宙的祭壇前保持沉默，這樣你的靈就可以

用最美麗的語言與天父交談：那愛的愛 。 （22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