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61 第三聖約 - 第 61 章 - 耶和華的勸誡和警告 

耶穌基督的啟示 

任務和義務 

耶和華如此說： 

1. 以色列：不要只遵守你在世界上所承擔的義務。遵守律法，因為在父面前你已經保證了使命，

它的實現應該是嚴格的，高尚的和屬靈的。 

2. 我教導你，以便你將退出唯物主義，不再狂熱和拜偶像 ; 你可能不會崇拜或崇拜人造偶像。

我希望在你心中沒有存在偶像崇拜，狂熱主義，虛假崇拜的根源 ; 不要提供任何不能接觸我的

產品，我只要求你的再生和你在靈性上的遵守。 

3. 改變你自己從你過去的習俗中，不要回頭看或考慮你已經離開的東西，不應該再練習 ; 明白

你已經滲透了進化的道路，你不應該逗留。 你必須清楚道路狹窄，因為明天你必須引導你的弟

兄通過它，我不希望你迷路。 

4. 我是一位耐心的父親等待你懺悔和善意，以便充滿你用我的恩典和我的慈善。 （23,60  -  63） 

5. 我的話總是建議正義和美德，你不要散佈惡意的談論你的弟兄，造成他們的恥辱。不要輕視

那些人遭受疾病傳染性的疾病 ; 不贊成戰爭 ; 沒有可恥的職業，破壞道德，和保護惡習 ; 不要詛

咒任何創造的東西。未經其所有者許可，不得將屬於他人的東西帶走，或傳播迷信。 

6. 拜訪病人 ; 原諒那些冒犯你的人 ; 保護美德 ; 豎立好榜樣，你會愛我，愛你的弟兄，因為我的

整個律法都是基於這兩條律法。 

7. 學習我的課程並通過練習來教它。如果你不學習，你怎麼期望傳播我的學說？如果你不覺得

你學到了什麼，你怎麼期望像一個好使徒一樣教導？ （6,25  -  26） 

8. 人們，如果你想要進步，就把懶惰放在一邊 ; 如果你想成為偉大的，請將我的格言應用到你

的作品中 ; 如果你想了解你自己，請通過我的話來分析你自己。 



9. 明白你需要我的話，那傾注愛，智慧，忠告和幫助，但同時也要對我所賜給你的東西感到負

責 ; 因為你們不是世界上唯一需要幫助的人，有許多人渴望這些教訓，你們必須想著準備你自

己帶著我的愛的信息去找他們。 （285,50） 

10. 這個人民面前的人性責任是非常偉大的;他們必須給出一個真正靈性的榜樣，教導如何奉獻

內心的敬拜，這是賞心悅目奉獻，是有價值的敬意，對上帝。 

11. 敞開你的心扉，傾聽良心的聲音，以便判斷你的行為，你可能知道你確實忠實地詮釋了我

的教導，或者你也誤解了我的教義。 （280,73） 

12. 如果你不練習它，我的學說就會失去一切意義。 

13. 你們很好知道，親愛的弟子們，我的律法和教義的目的是良善的實踐，因此，只有在他的

記憶中或在他的嘴唇上承擔它而不將其用於他的行為，是謊言。 （269,45） 

14. 在你的人心中承擔了生命經驗之光和精神，以及不同存在中進化所留下的亮光：你們為什

麼忙你的精神於那些多餘它的？為什麼你經常哭泣為那些不能合法化你痛苦的？在萬物中尋求

真理 ; 它是在每一條道路上，都像日光一樣透明和清晰。 （121,48-49） 

15. 不要忘記並始終牢記，對你兄弟的信仰覺醒取決於你的正義和美德生命。這意味著他們將

仔細檢查並觀察你生命中的私密部分，在你的作品中尋求你所傳講的教義的確認（300,57） 

16. 告訴我：我有沒有因為你的錯而拒絕你？當一些障礙延遲了你時，我是否已經拋棄了你，

被留後了？當我痛苦地克服你已經墮落時，我是否殘忍？ 

17. 然而我看到那些我如此親切地稱呼我的門徒的人放棄了他們的兄弟，他們已經陷入了不幸

並且忽視了那些犯錯誤的人 ; 而不是帶著慈善幫助他們改革他們自己，有時他們使他們自己做

法官，接受不符合他們判斷的案件。 

18. 那是我的教導嗎？我可以聽到你的良心說：“不是。”但我希望你能詳細判斷你自己在仔

細，這樣你就可以撫平你的感情所受的毛刺，並開始成為我的門徒。 （268,46） 

信仰，希望，愛，謙卑和信任 



19. 當你是謙卑時，你將會偉大。偉大不在於許多人相信的驕傲和虛榮。我一直告訴你，要溫

柔謙卑。 

20. 承認我是你的父親，愛我。不要為你的物質或名稱尋找寶座以區別你於其他人。不要尋求

與別人不同，始終練習善良好的意志。 （47,54） 

21. 我想看到在你的信仰那病人們在第二時代表現的，當他們出現在我面前時：癱瘓者，瞎子

和無法治癒的女人。我想要像父親一樣被愛，被要求當醫生，並被聆聽作為主。 （6,46） 

22. 不要軟弱在信仰或在希望，要時刻記住這一旅程的結束將會到來。不要忘記，在我裡面，

你有了你的開始，在我裡面也是你的終點 ; 那個終點是永恆的，因為精神沒有死亡。 

23. 保持永恆作為你的理想，在困難面前不要軟弱。你甚至知道這是你在地球上的最後一個化

身嗎？誰能告訴你，你現在擁有的這個身體是否正在以我的正義償還你的所有債務？這就是為

什麼我告訴你，利用你在這裡的時間，但不要著急。如果你接受了你的痛苦並且耐心地把杯子

丟喝了，我可以真實地告訴你，你的優點不會消失。 

24. 保持你的精神始終向前發展，這樣你就永遠不會停止完美你自己。 （95,4-6） 

25. 為你的父親生活祂愛祂的孩子們，他們是你的兄弟，你將獲得永生。如果你陷入自私，把

你自己包裹在自愛之中，那麼你的種子和記憶就會困難。 

26. 溫柔謙卑的心，你將永遠充滿我的恩典。 （256,72-73） 

27. 偉大是你的命運！然而，不要被悲傷的預感所支配，但要充滿希望和勇氣思考那將來的痛

苦的日子對於男人的覺醒和淨化來說是必要的，沒有它，你就永遠看不到勝利進入靈性時代 。 

28. 學會把你自己強過於逆境，不要讓悲傷抓住你的心，小心你的健康。通過談論我和教導我

的教義來提高你兄弟的士氣，這種教義點燃了信仰和希望。 

29. 看看許多男人低著頭走路的方式，他們是在比賽中讓允許他們自己被擊敗的精神 ; 看到他們

過早地變老和灰白，他們的臉萎靡，帶著憂鬱的表情，如果那些應該強壯的人軟弱，青年必須

枯萎，兒童會悲傷地看著周圍的環境。 



30. 你們，人們，不要剝奪你們心中所有那些健康但短暫的快樂，你們可以享受它們，平靜地

吃掉你們的謙卑麵包，我保證你們會發現它更甜美，更實質。 

31. 從我的話語中汲取我對你的要求就是信任，信念，樂觀，冷靜和堅定，儘管你的勞動和懲

罰，你內心也沒有怨恨。如果你的心被悲傷，憂慮或異議所佔據，你能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什麼

甜蜜或幸福？ 

32. 正是在你的試探中，你必須提供高度，信仰和謙卑的最高例子。 

33. 他能夠給將這種靈性賦予他生命的人將永遠不會停止感到平靜，甚至他的夢想也將是和平

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因為他的精神將利用他的睡眠將自己分離到更遠的地方以接受那些神聖

的發散。營養，身體也參與其中。 （292,45-51） 

禱告，學習，警覺，改造和靈性 

34. 親愛的門徒，我再次告訴你：保持警惕並祈禱，因為物質是脆弱的，並且在它的脆弱中它

可以繞開精神直線路徑。 

35. 精神知道如何守望永遠不離開他的主為他標記的道路，並能夠使用他的遺產和他的禮物，

直到他達到高度。 

36. 他將在試探中繼續前進，因為他過著警覺，從不讓他自己被物質所支配。保持警惕和祈禱

的人總是從艱難時期中獲得勝利，並且知道如何在生命的道路上邁出堅定的步伐。 

37. 有多麼不同是他的行為忘記守夜和祈禱的人！他自願放棄用我放在人身上的最好的武器來

保護他自己，這些武器是信仰，愛和知識之光。它是他沒有聽到內在聲音那通過直覺，良心或

夢想與他說話的。心靈和思想都不懂這種語言，也不相信他們自己精神所傳遞的信息。 

（278,1-3） 

38. 禱告為那些苦惱精神的人，成為唯物主義者的人，為那些尚未設法將他們自己與他們的身

體分開的地上的人，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禱告 ; 因為跟隨他們的地上無知的哀悼而遭受痛苦和

哭泣的人 



39. 請原諒並停止判斷那些在你心中撒了弊病的人 ; 如果你的眼睛能夠看到他們跪在地上乞求你

的原諒，你就不會對他們如此不公平。幫助他們飛向無限，提升他們用你的慈善，理解他們不

再屬於這個世界。 （107,15） 

40. 不要對你的第一部作品感到滿意，相信你已經為完善你的精神贏得了足夠的成就，但每天

都花時間學習我的工作，這樣你就可以學到新的課程和每天發現更多的啟示。 

41. 好學的弟子將永遠聽到他的問題的答案，並將在測試的瞬間聽到我父神的忠告。 

42. 勤奮的門徒將成為他兄弟們的愛的源泉，他會感受到他父親真正的回報，並將認識到在那

一刻起來並執行他偉大的精神使命在人類中 。 （280,40-42） 

43. 當你完善你自己時，你會看到目標更接近，但你不會知道你是否距離你的救贖還有一步，

或者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只告訴你，你必須允許你自己受到這個詞指導在謙卑和順從，這

是我神聖之靈的聲音。 

44. 摒棄你自己違反法律，反复陷入同樣的錯誤。聽從這個呼籲，這是一個改革的邀請，是你

父親對你的懇求，因為我不希望看到你在地球上無用地生活，然後因為你的不服從而哭泣。 

（322,60） 

45. 不要害怕人類的怨言或他們的判斷 ; 害怕你的上帝的正義。請記住，我告訴過你，作為一名

法官，我是無情的。因此，尋求我永遠作為父作為神，這樣在你的道路上沒有任何東西缺乏。 

（344,31） 

46. 不要允許你自己被驚訝，我的人民，總是保持警惕並成為忠實的哨兵。不要害怕你自己兄

弟所說的話說服你身錯了。 

47. 保持堅定，我將給予忠於我事業的士兵的榮譽，那些你們，知道如何面對困難時期混亂思

想，信條和宗教。 

48. 尊重你所有的兄弟，就像你尊重我的工作一樣，並演示教訓那我再來展示你的教訓。如果

男人嘲笑你，就讓他們 ; 我聖靈的亮光將臨到他們心中，悔改將在他們心中。 （336,18） 



49. 不要停止你的步驟，哦，門徒們，但是讓他們始終堅定地走在善良和進步的道路上正如我

一直告訴你的那樣，因為時間到來，只有善良可以打開一個突破口為人類，只有美德和真理才

能使他們保持在掙扎和戰鬥的道路上。 

50. 那些日子即將來臨，騙局必須墮落，在其中假的，虛偽，自私和所有壞種子將通過巨大的

考驗，障礙和逆轉而找到它們結束。 

51. 這就是為什麼主告訴你：保證你自己越來越多地善良 。相信，我的人民，你可以為你所做

的善事收到沒有邪惡。如果你在地球上所做的好事，你會收集到糟糕的果子或還款，這種結果

是暫時的，而不是最後的結果。事實上，我告訴你，你必須堅持到收穫為止。 （332,31） 

對啟示錄社區的警告 

（......以及所有讀者和繼承者 - 西奧） 

52. 不幸的是，他按照他的意願解釋我的話，因為他會因此而回答我。 

53. 在地上，許多人都致力於改變真理，卻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責任那在父愛之工作中擔任合作

者 。 

54. 在這個許多人無視的判決期間，因為他們無法解釋他們所生活的事件，正義在每一種精神

中都能被找到，並考慮到其在朝聖過程中在愛的法律內外的行為在這個世界。 

55. 通過靈感來改變這些著作中我的啟示的本質的人， 將在我面前回答他的行為。 

56. 因此，你必須保持正直，因為這些教訓是我對我的孩子的愛的遺產，他們是化身或是精神

正在等待更多的教導。 （20,12-14） 

57. 我不希望看到你的謊言，哦以色列，有一天他們將被揭露，然後世人會說：“這些是主的

門徒嗎？如果門徒是假的，那麼通過給他們謊言指示他們的主人也是如此。 （344,10） 

58. 你們是那些人被委任賦予減輕人性痛苦，並者教導禱告的人向那些已經度過很多時間但沒

有在禱告中提升精神的褻瀆者。 

59. 然而，對於這一點，你必須使你自己精神化，每天都把唯物主義推開從你身邊。 



60. 我不希望你被誇大的靈性主義者，不，狂熱主義對我來說是可憎的，這就是為什麼我來要

把它從你的中間移除。良心會告訴你如何與所有的和睦相處。 （344,17-18） 

61. 聽我說，人們 ; 聽，門徒 ; 我正在給你光明，我釋放你的鏈條，束縛和黑暗。但是我沒有授

權你，所以你可以把這項工作變成另一種宗教，也不能讓你根據你自己的方便填寫表格和儀式。

沒有！ 

62. 好好區分我給你的自由是什麼，所以你不要把它換成新的狂熱主義。 

63. 你有沒有意識到你的思想，以及它們與你的精神，在他們的發展中停滯不前？你不記得從

你的前人那裡繼承的虛假的恐懼和偏見，我已經釋放了你，以便你可以看到真相並獲得光明嗎？ 

（297,20-21） 

64. 土壤將被澆水和打開在等待我的播種者的種子時 。在人類擺脫了狂熱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崇

拜之後，這個人是否會以新的偶像崇拜來到這裡？不，我心愛的門徒和學生，這就是為什麼課

程和考驗都要被找到在你道路的每一步。 （292,44） 

*** 

第六十一章 - 主的勸誡和警告 - 第二部分 

關於 1950 年後繼續啟示的警告，以及基督的錯誤啟示 - 耶和華如此說道...... 

65. 在我的神性標記的那一天之後，你將不再聽到我的話，但它將銘刻在你的良心，你的心和

在書中。 

66. 他站起作為一名發言者起訴我光線的人不知道他對他自己施加的判決。 

67. 我警告你不要把你的耳朵借給假先知，假髮言人和假基督。我提醒你，以便你可以及時避

免混亂，避免黑暗之靈的到來。要保持警惕，因為你將回答我這些教導如果你沒有準備 。 

（229,40-41） 

68. 這些已經是最後時刻那我以這種形式中留在你們中間。相信這一點，也相信，我不會回到

這個世界，給我的話語物質形式，更不用說讓我自己成為一個男人。 



69. 準備好你自己，因為謠言會告訴你那些聲稱我已經回來的人，基督來到了地上。保持忠誠

並堅定地說，主在靈裡與他所有的孩子同在。 

70. 如果你睡了，沒有使你自己屬靈性化，你就會否認我提出了我的話語並將你自己變成了褻

瀆者，召喚了我的光線群眾，對他們說：“我們要求說祂的話的是誰繼續說話對我們，讓我們

興起祂可能會聽到我們的頌歌和讚美。“ 

71. 然而，我真的告訴你，我的光線不會再被轉在人類的理解之上，因為我不會來愚弄你。 

72. 你將要揭露你自己的什麼？用明顯光的話引起你的困惑。這是你的心願嗎？準備你自己考

試，我的靈感之光將照耀你的順從和謙卑。 

73. 我向你們宣告，如果到 1950 年，這些群眾沒有統一成一個人，那麼很快就會出現混亂，因

為會有一些人說主繼續表現出來 ; 那麼這些人就有禍了。你沒有提前感覺到這種威脅嗎？ 

74. 這種兄弟情誼和團結精神尚未喚醒在你 ; 你希望事件會帶給你團結，但如果那就是你所期待

的，你將看到瘟疫的釋放，紊亂，戰爭和元素的正義，直到整個世界都沒有一個和平的地方，

不在它的表面，在它的腸道，在海上或在風中。 （146,24-26） 

75. 你們要準備好自己，永遠當你們被聚集的時候，無論是在這些聚集的地方，在你們的家中

還是在你們的山谷裡，在這些會議中，你們都會在靈性上感受到我的存在。 

76. 但要關注，因為假門徒起來會宣布他們直接與天父溝通，並傳遞虛假的命令和靈感。 

77. 我教過你把真理與欺騙區分開來，通過它的果實來了解這棵樹。 （260,65-66） 

78. 我已經宣布，當你看到許多“屬靈主義”出現的那一刻，你必須準備好發現哪些真理存在，

以及哪種冒牌存在。 

79. 你會看到虛假信息歸咎於我，有關向世界傳遞信息的神聖特使的謠言，有七個印章的名稱

的教派以及許多令人困惑和不明確的教義。 



80. 所有這一切都將成為人類一直在準備的巨大精神混亂的產物，但不要害怕，盡量保持觀察

和祈禱，你不會屈服於混亂，因為我的話，在最偉大的時刻黑暗，應該是使你看到我清晰而永

恆的真理的亮光。 （252,15-17） 

壞習慣，虛偽和惡習 

81. 虛榮是那些人相信他們自己已經接受到完全真理，認為他們自己是明智的，堅強的，無謬

誤的，偉大的和絕對的，沒有意識到很多時候他們都很困惑。  

82. 我不希望這些人在這些課程之光中幾乎沒有開始發展，明天出現因為虛榮而感到困惑的人，

吹噓他們是基督的轉世，或者他們是新的彌賽亞。 

83. 任何犯下這種行為的人，都是那些人相信他們已經理解了我所有真理，實際上，是遠離基

督所標記的道路。這是謙卑的。 

84. 研究耶穌在地上的生命，你會發現一個深刻而難忘的謙卑教訓。 （27,3-6） 

85. 最嚴重的缺陷之一是虛偽 ; 沒有宣揚愛情而沒有能力愛我在你的同胞中。 

86. 有多少人審判猶大之吻， 不想看到他們給他們兄弟的兄弟情誼之吻和背後發出他背叛了他！

有多少人說他們在為有需要的人服務，我看到提供光明，真理和慈善以換取硬幣。 

87. 為什麼當有人用問題嚇唬你時，你就像彼得在他的軟弱時刻那樣做了：否認我並宣稱事實

上你甚至不認識我？你為什麼害怕人類的正義而不是我的？ 

88. 實在我告訴你，在神聖的正義和你的罪之間，瑪麗的代禱介入，你的天母總是為你懇求。 

（75,37） 

89. 沒有人有權判斷他兄弟的行為，因為如果潔淨的人沒有這樣做，為什麼他的心裡有污漬的？ 

90. 我告訴你這個，因為你一直在研究你兄弟們播下的東西，期待找到它們的缺陷，然後向他

們展示你自己的播種來羞辱他們說你自己的工作更清潔，更完美。 



91. 唯一知道如何評估你的作品的法官是你的天父。當祂展示祂自己的尺度時，不會理解在祂

眼中功效最高的人，而是他知道如何成為同胞兄弟，以及知道如何成為他主的孩子的人。 

（131,55-57） 

92. 學習和實踐 ; 教導，感受你的言和行 ; 通過你的作品確認我的學說。我不希望我的門徒腐敗。

想想那麼人類和你將會變成什麼樣，如果以這種愛和耐心開始的這項工作，被從生命中缺乏道

德，美德和真理所推翻 。 （165. 25） 

93. 不再追求世界的快樂或輕浮，而是追求你的生命的提升，以便在你的一生中我可以給你滿

足感作為鼓勵為你們的心。 （111,61） 

94. 禍對你如果你的邪惡傾向比你的靈所擁有的美德更強大，或者我的教導沒有產生結果，那

麼你有禍了！如果你不冥想或分析我的話，相信你在做我的意志，我的光會喚醒你。當你知道

所有真相時，你會記得我已經把你送到這個世界去做好事了。 （55,6） 

95. 禍發生那些人在這段時間裡用他們褻瀆和不服從在孩子們面前樹立了一個壞榜樣，這孩子

們是我發送有精神使命！你是否想模仿那些在吶喊和嘲弄之間引導耶穌走向各各他的群眾，在

孩子們的心中播下恐怖，他們無法向他們自己解釋為什麼一個只帶來祝福的人被折磨並被處死？ 

96. 每次耶穌摔倒，那些無辜的人都會哭泣 ; 但確實我告訴你，他們的哭泣更多來自靈魂而不是

來自肉體。之後有多少人跟著我，愛著我，即使他們無辜的眼睛看到沒有抹去從他們內心的記

憶！ （69,50-51） 

虛假的懺悔和錯誤的期望 

97. 不要練習錯誤理解的苦修 ; 不要剝奪你的身體所需要的東西。另一方面，避免那些可能傷害

你身體的東西，即使它需要代表他做出犧牲。這種苦修懺悔有益於你的精神，也讓父親高興。 

（55,40） 

98. 你已經把上帝視為一個完美而無窮無盡的愛的父親，而不是一個法官。而且我告訴你，你

把神視為你的父親是好的。 



99. 儘管如此，我必須告訴你，這樣你就會保持警惕，你也會像古代人一樣陷入一種新的錯誤，

這種錯誤可能會導致人們不再擔心道德和精神上的改善，或者它可能會要認真地反复犯罪，因

為你確信對父 最重要的是愛，所以必須原諒你。 

100. 當然，上帝是愛，並且沒有過錯如此嚴重以至於祂不會原諒它，但你必須知道正是這種神

聖的愛才能使祂無情的正義得以實現。 

101. 知道這一切，以便在你承擔我的教義，其中包含真理，你就會摧毀可能存在於你的所有錯

誤概念。 

102. 不要忘記，父親的愛赦免了你，但是，儘管有赦免，污點依然銘刻在你的精神上，並且你

必須通過優點來清洗它，回歸赦免你的愛。 （293,43-44） 

103. 一個聲音喚醒了你，一個甜美而安慰的聲音叫你到光明與生命的王國，但如果你選擇繼續

褻瀆你的精神並忽視它，那麼這可以成為正義之一法律。 

104. 對于謙卑順從我的話說：“堅持，因為你將通過我的恩典取得很大的成就，有多少你將觸

及你的兄弟們 。”。 

105. 對愚蠢的我的聲音說：“如果你不利用這個神聖的機會要離開罪惡的泥潭或你所居住的無

知的黑暗，你會看到時間和時代超越了你的靈魂，卻不知道主帶來了什麼，也沒有向他的百姓

揭示的禮物。 

106. 確實會有一個拯救你自己和攀登高峰的好時機，但對於那天拖延的人來說卻是有禍了。禍

對他錯過了實現精神進化的機會，因為他致力他自己於這個世界的多餘！他不知道下一次機會

會持續多久，恢復原狀也不知道有多痛苦。 

107. 父在這方面沒有最小的報復或最少的懲罰，只有他嚴格而無情的正義。 

108. 現在我已經把我自己介紹給你了，通過機會看到你錯過或沒有利用先前的機會，或者你的

精神要等待多久才能獲得這個新的機會來完成前一段時間的任務已託付給它？ 

109. 你的心靈和思想知道過去他們的精神，命運，債務，使命和歸還？ - 沒有。 



110. 這就是為什麼你不應該阻止精神的完美，也不應該誘惑它用愛這個世界的事物。它必須遵

循另一條道路，另一條道路和其他理想。 （279,16-19） 

向地球的人民和大國發出的警告 

111. 禍發生到人類如果在她心中憐憫和慈善不應出現！禍發生到人如果他們不應來完全了解他

們的壞事， 他們自己的手是釋放各種元素的憤怒，並試圖傳播國家痛苦和苦澀的杯子，當他們

收集他們的行為結果時， 即使在那時，也會有一些人會說：“它是上帝的懲罰！“（57,82） 

112. 禍對那些人頑固在偶像崇拜，狂熱主義和日常生活！他們將無法看到我的光，也不會感受

到靈魂覺醒的無限快樂。 

113. 當然，我的學說將推動世界的發展，但當鬥爭停止時，地球上將感受到真正的和平，來自

我的靈的和平。只有愚蠢的，那些抵抗理解的，以及堅硬心的人才會繼續受苦。 （272,12-13） 

114. 我使我自己被感受到在堅硬心的人，在那些有煽動戰爭目的的人心中被感受到，以便他們

認識到我的意志比他們的戰爭目的更強大。如果這些人的心很硬，並且沒有被我的意誌所感動，

我的正義就會在整個宇宙中被感受到。 （340,33） 

115. 再次，正如挪亞時代一樣，人們應該嘲笑預言，並且只有在水開始覆蓋他們的身體時才會

開始相信和悔改。 

116. 我的慈善總是克制你在你的無知，但你卻從未希望聽從我。所多瑪和蛾摩拉也受到警告，

以便恐懼和悔改可以進入他們並防止他們被毀滅，然而，他們不希望聽到我的聲音，並且死亡。 

117. 我也邀請耶路撒冷祈禱並回歸真正的敬拜，但它不信和肉體的心拒絕了我父神的警告，並

等待事件揭示真相。耶路撒冷的那些日子多麼痛苦！ 

118. 你是否看到它是真實的你一直都是如此，並且從未希望離開你 精神的萌芽期，以便成長和

提升你自己在我的話語中智慧的道路上？ 

119. 我把所有這些信息發送給你，這個作為一個預言，作為一種覺醒，作為對人民和國家的警

告。如果你相信它的內容，你是有福的。 



120. 冥想它的本質，然後祈禱並保持警惕，因為如果你這樣做，內在的光將引導你，更高的力

量將保護你，直到你安全。 （325，7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