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62 第三聖約 - 第 62 章 - 自由你的靈！ 

耶穌基督的啟示 

給每個聽眾和讀者的話語 

（那些天在墨西哥的和也是今天都是的） 

耶和華如此說： 

1. 我的門徒：回到你以前的自我，聽我說，像以前一樣感受我。記住，當你承認這個啟示是你

的生命和命運之光。不要忘記，今天我告訴你，在正確的時刻到來時，你需要的将被允许。 

2. 再次用油填充你的燈，這樣信心和智慧的火焰就會再次發光。 

3. 不要沉睡，注意並祈禱，因為主可能會像你以前那樣驚訝地進入你的居所，就像在精神熱情

的那些日子裡，在每一步你感覺到我的存在。 

4. 你將看到你的生命將如何被光的照亮，那光被遮蔽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它將再次恢復你未

來的信心充滿豐富和智慧 。 （4,27-29） 

5. 你們許多人稱你自己為靈性主義者，因為你們相信我的存在是通過人類的理解而進行的交流，

也是因為你經常参加聽我的話。但我希望你成為唯靈論者通過善行的實踐，通過對生命本質的

認識，通過對同胞的愛，以及在高尚，富有成效和良善的生命中對上帝的敬拜， 。 （269,55） 

6. 對於一些人來說，我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卑微的起源，以便他們可以在今生模仿他們的主，

並向其他人被给在富裕的家中出生，以便他們也可以模仿耶穌作為國王的人，離開了他的寶座

前來為窮人，病人和罪人服務。 

7. 知道如何從他的位置下來為他的同胞服務的人的功勞，就像他走向愛的道路上从他的謙卑和

被忽視的生命中走向公正一樣偉大。 （101,55-56） 

8. 你問我為什麼來找你？因為我看到你已經忘記了你應該回到從那裡出来懷抱的道路，我已經

来再次向你展示了它。 



9. 道路是我的律法，通過它的實現，精神將獲得永生。我正在向你展示那扇門，就像我在那段

時間裡用我的教導指出的那條路一樣狹窄。 （79,2-3） 

10. 聽見我的，必為預備接受我的人預備道路。那些接受我教訓的人在我面前帶來的並不是偶

然的，就像那些在不需要人類發言者的情況下會感受到我的存在的人將會有靈性恩賜的發展一

樣巧合。 （80,4） 

11. 我有你注定要在地球上延伸善良，這才是真正的靈性。 

12. 你覺得很小而且無能為力嗎？你是否認為你自己太不純潔，無法忍受這種性質的使命？那

是因為你不了解我的智慧和我的憐憫，也沒有用純潔的方式觀察我在自然的每一步給你的例子。 

13. 你沒有看到太陽的光芒，照亮所有的，甚至到達最髒的水坑，蒸發它，將它升到天堂，淨

化它並最終轉化為雲層，通過田野帶來生命？ （150,51-53） 

14. 在我的面前，消除你靈魂中的所有雜質，使它獲得自由。不要害怕，因為你不會向我透露

任何秘密。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坦白地私下向我承認。我將會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能夠赦

免你的原因和債務，因為我是唯一可以審判你的人。 

15. 當你與父親和好，你聽到你的靈魂唱著勝利的讚美詩，然後在我的餐桌上安靜地坐在那裡，

吃著我的靈所提供給你的菜餚，這些是本質在我的話語中 。 （39,71） 

16. 許多人在詛咒痛苦後哭泣。我原諒你的錯誤，因為它們來自你的無知。 

17. 平靜你的心，我的小學生生命，澄清你的理解，以便你可以理解我要告訴你的事情：當你

再次感到疼痛滲透你的心臟時，將你自己與你周圍的隔離一會兒，並且獨自一人，在你臥室的

親密關係中，與你自己的精神交談，消除你的痛苦，並檢查它，就像你手拿一個物體來研究一

樣。 

18. 用這種方式檢查你的痛苦：看看它來自哪裡，為什麼。聆聽良心的聲音，真實我告訴你，

從那個冥想中，你將從你的心靈提取光明和平安的寶藏。 

19. 光會給你一種方法來消除痛苦，和平會讓你有力量等到試探過去。 （286,26-28） 



20. 繼續掙扎在精神和在物質形式上堅強，因為如果到現在為止你們中間有疾病，那是因為缺

乏靈性和信仰你不知道如何超越生命的苦難和痛苦。 

21. 我的教義不僅教導你相信上帝的能力，而且也要相信你們自己。 

22. 今天你說：“上帝在我們裡面。”但是你說它沒有感覺或理解它，因為你的唯物主義阻礙

你感覺我在你的存在;但是當靈性主義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時，你就會知道我在每個人身上的真

實性。我的聲音會在良心中產生共鳴，內心的審判者會被聽到，父親的溫暖也會被感受到。 

（265,57） 

23. 這一教訓觸及到你的內心，贖罪和高尚情感的意圖已經誕生。 

24. 如果你非常痛苦和哭泣為了向我打開你的心門，真的我告訴你們，他受了很大苦難的，也

為他的錯誤而贖罪，必須得到赦免。 （9,37  -  38） 

25. 我的百姓啊，你哭泣，因為你在悔改的心中感受到了主的愛。有人告訴你，那位願意在父

親面前表現出他自己的精神承擔嚴重過錯的人，不會被寬恕，他將不得不遭受永恆的詛咒。 

26. 但你怎麼能想到我的神聖正義如此滔天？如果你不知道通過耶穌，我表明我最溫柔的話語

和我最溫柔的目光是為了那些犯罪最多的人嗎？我怎麼能在世上教課，在永恆中做相反的事呢？ 

（27,41） 

27. 在你痛苦和困難的時刻得到安慰，記住我明智而完美的律法會審判一切。 

28. 我一直在你的痛苦中，通過它你會尋求我。我通過貧窮觸動了你，這樣你就可以學會提問，

謙虛和理解別人。 

29. 我保留了你的日常麵包，證明有信心的人就像那些不擔心明天的鳥 ; 它們看到黎明似乎是我

存在的象徵，當它們醒來時，它們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提升它們的旋律，作為感謝的表現，並證

明它們的信仰。 （5,55-57） 

30. 有時你對我說：主啊，如果我擁有一切，如果我什麼都不缺乏，我會積極參與你的屬靈工

作，我會慈善。但請記住，作為男人你是多變的，你今天所有的意圖當你沒有任何東西時，如

果我給予你所希望的一切，就會改變。 



31. 只有上帝的愛不改變對他的孩子。 

32. 如果我給了你很多，我事先知道你會失去你自己，因為我知道你的決心和弱點。 （9,55-57） 

33. 當我告訴你把你自己與快樂分開時，你已經錯誤解釋了我的話，開始認為讓我高興的是看

到你受苦而不是快樂，你錯了。 

34. 如果我是你的父親，你怎麼能想像我寧願看到你哭而不是笑？ 

35. 在告訴你將你自己與快樂分開時，我只指的那些對精神不健康或對物質形式有害的。另一

方面，我建議你尋求健康的滿足感為你的內心和精神在你所能達到。 （303,27） 

36. 我甚至不堅持你相信我 ; 當你到達的時候，我就是通過治療你身體的疾病，為你的精神平安

或你相信作為無法實現。 

37. 之後，當你相信我並且放棄了你自己用信仰對實現我的律法，我已經向每個人指出了他的

使命，這樣他就不會偏離這條道路，並且他只會採取對應於他的東西，展示慈善和愛心向他的

弟兄們。正如就像我來對你一樣。 

38. 偶然你是否相信所有灌輸的人都是教師？你是否相信所有那些認為他們自己作為上帝的傳

道人的人都是我的使者，或者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正在執行的使命？你是否相信所有在世界上

統治的，治理的和指揮的人都擁有完成這一使命的必要禮物？不，我的人。那些履行了真正委

託給他們的義務的人很少。雖然有些人篡奪了一個不適合他們的位置，但應該實現這一目標的

人卻受到羞辱和忽視。 （76,36-37） 

39. 如果有人不相信我的存在在這種表現，不要以為我被冒犯了，因為它根本不影響我的真理。

有多少人懷疑神聖存在的存在創造了宇宙所有奇蹟，然而太陽並沒有停止給它們的光。 （88,7） 

40. 今天，你打開了你心靈的大門和你的理解在我教導的光之前。有什麼作品你用來榮耀我？ 

 

 



41. 你們所有人在我面前都以物質和精神的形式保持沉默 ; 你低頭謙卑你自己，但我不希望我的

孩子在我面前謙卑他們自己，我希望他們被值得抬起他們的臉和看到我的 ; 因為我來不是為了

尋找僕人或奴隸，所以我不會去尋找那些被感到非法和流亡的生物。我來到我親愛的孩子們那

裡，所以當他們聽到我的聲音，他們父親的聲音時，他們就會在精神進化的道路上提升他們的

精神。 （130,39-40） 

42. 親愛的弟子：要熱心我的工作，遵守我的使命，並要遵守你將要為我作見證的人。瑪利亞，

你慈愛的母親，也會降臨到你身上並充滿你恩典 ; 她教導你一個完美的愛，並將你的心變成慈

善的泉源，這樣你就可以在弟兄們中表現出極大的愛，並且知道真相。她是我的合作者，在

“我的話的主和法官的話語”旁邊，是她的話的母親和中間人。愛她，我的人民，並援引她的

名字。實在我告訴你，瑪麗正在監視著你並伴隨著你，不僅是在試探的日子裡，而且是在永恆

的。 （60,24） 

43. 我把你命名為“瑪麗安人”，因為你能夠愛和認識神聖的母親，就像一個需要溫柔的孩子

或尋求代禱告的罪人一樣接近她。 

44. 瑪麗在世上的存在表明了我對男人的愛 ; 她的純潔是天上奇蹟向你揭示。從我身上，她下到

地上成為一個女人，在她的子宮裡，發芽神聖的種子，即耶穌的身體，通過祂活著的話語將說

話。在此期間，她重新出現以表現她自己。 （5,9-10） 

45. 它是必要那人的心在其深處知道祂的靈帶給世界的寶貴信息，然後，知道真理，你就會從

你的心中抹去所有拜偶像崇拜和狂熱主義那你已經獻身於它，並奉獻你的屬靈之愛。 （140,43） 

46. 有人對我說：“主啊，你為什麼不讓我們看見你，就像我們的兄弟們見證他們見到你一

樣？” 

47. 哦，軟弱的心需要看到相信！什麼成蹟你發現才能看到人性化的耶穌作為一個人的形象？

當你的精神，通過愛，信仰和敏感，能夠感受到我，無限和完美在我的神聖本質中。 

48. 你會生病如果你嫉妒那些擁有以數字或符號形式看到屬靈的禮物的人，因為他們所看到的

並不完全是神聖的，而是一種寓言標識或形象圖對他們說話的精神。 

49. 在你的禮物上保持舒適，分析你收到的見證，始終尋找意義：光明，教導和真理。 

（173,28-30） 



50. 永遠不要摻假我的教誨，將我的工作表現為一本只包含純潔的書，當你結束旅程時，我會

歡迎你。我將無視你的精神瑕疵，我將賜予你神聖的愛撫，當你到達應許之地時，這將是你最

大的回報。因為我在這個時代給了你一把種子，你可以學會在肥沃的土地上播種，並讓它繁殖。 

（5,27） 

51. 判斷你的責任，親愛的人，思考你失去的一天是你把這個好消息的到來推遲到你兄弟心中

的那一天，你錯過的一課就是一點點的麵包你可以提供給有需要的人。 （121,40） 

52. 你已經知道了樹上果實的味道，我警告你們，明天你們不要讓你自己被假先知感到驚訝。

也要密切注意你的兄弟，教導他們區分我的教義的本質。 

53. 祂是寫道，在我的離別之後會出現假先知，告訴我的人民他們是由我派來的，並且他們以

我的名義來繼續我在你們中間所做的工作。 

54. 禍對你如果你向那些假先知和老師跪下，或者如果你把我的教義與非本質的話混在一起，

那將會有禍，因為它會引起很大的困惑。這就是為什麼我經常告訴你祈禱和守望的原因。 

（112,46-47） 

55. 如果你沒有準備你自己，謠言就會傳到你的耳朵裡會使你困惑和與它們你會困惑你的弟兄

們。 

56. 我正在警惕你，所以一旦這些通訊交流結束，你將不會再嘗試練習它們了，因為它不會是

能夠表現出來的光明之靈，而是那些旨在摧毀你早先已經建立的迷惑生物。 

57. 另一方面，他知道如何準備他自己，而不是試圖顯得值得注意，可以使他自己有所幫助，

而不是參與事件，可以耐心地等待，他將清楚地聽到我的教學達到他的精神通過手段存在於他

的禮物，包括：靈感，直覺，通過祈禱的預感，精神視野和預言夢。 （7,13-14） 

58. 今天你看到這些發言人在狂喜中說話，雖然你們中的一些人很不願意，你相信我通過這些

渠道表現出來是可能的 ; 然而，當人類看到我的門徒在正常的神聖啟示中說話時，他們會懷疑

他們。 

59. 在我們自己的會眾中，那些人聽到受到我的啟發的你說話，會懷疑，你需要有很大的準備

和屬靈的清潔才能被人相信。 （316,52-53） 



60. 如果在你的道路上，你會看到那些人按照他們的行為或思維方式在我的啟示之前表現出屬

靈落後，不要困惑 ; 你應該知道，從來沒有一個時刻所有眾生都在邁進。相信我現在正在為他

們留下那些的話語會在時機成熟時喚醒他們。 

61. 這些詞語你無法理解的，將完全相同與那些人將理解的。 （104,42-43） 

62. 在沒有狂熱的情況下成長和練習 ; 提升並將你自己置於一個可以教導所有弟兄的水平上，不

分信仰或教義。 

63. 不要把你的慈善拒之於有需要的人，因為他遵循不發達或不完美的敬拜 ; 相反，你無私的行

為會贏得他的心。 

64. 不要把你自己限制在群體中，也不要限制你的活動，有啟示對每一種精神，有香脂對每一

種痛苦。 （60,27） 

65. 如果你的兄弟因為接聽了我的電話而罵你，請閉上耳朵，保持沉默，因為他們是無辜的 ; 但

如果你為了審判他們而接受了這個原因，你就有禍了！因為你已經被良心的光所照亮，並理解

你的所作所為。 （141,27） 

66. 所以，我的人民，不要試圖讓所有人像你一樣思考或相信。永遠不要褻瀆人性，不要判行

他們，或者因為他們不說的話而譴責他們，或者因為他們不接受你的主張，你的教導或你的忠

告。看看你們所有的兄弟，用最深刻的敬意和精神上的慈善，這樣你就會明白，每個人在他自

己的敬拜，在他自己的教義和在他自己的道路上，都已經到達了他的精神能力所給予他對的。

而你今天看到的人性就是它自身進化所帶來的。 （330,29） 

67. 現在我要你知道你不比任何人都多 ; 你所培養的信仰，即你是一個有特權的人，這是一個錯

誤，因為造物主在祂完美的愛對所有祂的生物是沒有分別。 

68. 我說這因為明天你必須教導你的弟兄們在這段時間裡我帶給你們的教義，我不希望你們出

現在最後一個人面前作為優越的人，也不是你的優點使你成為唯一值得傾聽我的話的人。 

69. 你將是全面，謙遜，簡單，高尚和慈善的弟兄。 



70. 你會堅強但不傲慢，所以你不會羞辱弱者。如果你對我的教義有很好的理解，就不要展示

你的知識，這樣你的弟兄們就不會在你附近感到被貶低。 （75,17-19） 

71. 即使在這裡，在我的工人中，有多少人不理解我的教義，並且發現他們·自己被賦予了禮物，

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更優越，值得欽佩和敬意。這讓我問你是否可以相信提升的精神可能虛無它

的禮物，因為謙卑和慈善是它應該承擔的兩個主要屬性。 （98,15） 

72. 記住我曾經告訴過你，我並沒有讓你變得像寄生植物一樣。我不希望你只是因為沒有傷害

而感到滿足，而是希望你通過善行來達到滿足。那些人在能幹的時候沒有做善事的比那些不懂

得如何行善的人做了更多的傷害，因此那些滿足於他們自己做壞事，因為它是所有他們知道的。 

（153,71） 

73. 哦！我非常敬愛的孩子，像失去的羊一樣哭泣，用痛苦的叫喊你的牧羊人！當你閉上眼睛

看你周圍的現實時，你最終會認為我是你在地球上遭遇不幸的原因 ; 其他人則相信你的滄桑與

我無關。 

74. 你是多麼忘恩負義地想著你的父親，以及多的不公正麼評價我完美正義！ 

75. 你是否相信我不聽到你當你說你只是被苦毒所滋養時，你所居住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幸福的

世界，你所領導的存在是沒有理由的？ 

76. 你只感到我的存在當你相信我懲罰你時，我否認你所有的憐憫，你忘記了你父親的溫柔和

仁慈 ; 你抱怨你的生命，而不是祝福它的好處。 

77. 事實是你閉上眼睛對真相，只看到苦澀和淚水圍繞你，感到絕望，因為你相信一切都會沒

有獎勵。 

78. 你的生命會有多麼的不同如果不是那種不合理，不是那種不理解，你每天的第一個念頭就

是祝福你的父親和你的第一句話是感謝他的愛所帶來的諸多好處！ 

79. 但是你不再感受到這些美德，因為肉體擾亂了你的精神，你忘記了我的教導 ; 這就是為什麼

我來向你講述那些感受你除去從你的心裡。 （11,4-9） 



80. 你犯了罪，摻假，冒犯了，現在你們發現了你自己在我的真理之前，指出了你們的錯誤，

你們忘記了你的錯誤，相信你的主是不公正的，當祂對你說折磨和恢復原狀。 （17,33） 

81. 你們受到了極大的考驗，心愛的弟子們。每個試驗包含一個神秘為你。你不知道它是否旨

在加強你在戰鬥，向你揭示新知識，或恢復罪惡。你永遠不應該試圖避免經歷考驗，因為他們

不會被送去為了這個目的，而且永遠不會超過你的道德或精神力量。 （47,26） 

82. 為什麼你們中的許多人擔心我在審判，痛苦，懲罰和不幸中寫下你的命運？你怎麼能相信

那完美愛你的人會為你提供一條滿是荊棘的道路？我實實在在告訴你，有困難的危險道路是你

通過你自己的意志選擇的，相信它充滿了快樂，自由和幸福，而不理解它正是在你的道路上，

那是你已經放棄了，在那裡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安全，力量，健康，幸福和豐富。 

83. 這條道路那我在“我的學說”中為你提供的，那注定著你的精神因它是被形成的，所以在

它上旅行，你可能會發現你渴望的。 （283,10  -  11） 

84. 你在表面上判斷，好像你是孩子，不知道那試探斗爭是你自己造成的。因此，當那些試驗

落在你身上時，你希望它們消失：那改變被計劃，使你不受苦，這樣你就不必消耗苦毒的杯子。 

85. 那是因為你不能用你的靈性視線來穿透現實，以便明白你所收穫的一切都是你所播種的，

以及所有來到你的痛苦，是因你吸引了它。 

86. 不，你沒有學會滲透到真理，這就是為什麼，當你的心充滿痛苦時，你相信你自己是神聖

不公正的受害者，但我告訴你，在上帝面前，不可能有最小不公正的。 

87. 上帝的愛是不可改變的，不可改變的，永恆的，因此那些相信神聖之靈可以被生氣，憤怒

或憤怒所擁有的人正在犯下一個嚴重的錯誤 ; 這些弱點只有那些缺乏精神提升和缺乏控制激情

的人才能想到。 

88. 有時你問我：“主啊，為什麼我們必須為不屬於我們自己的行為付出後果，並收集別人培

養的苦果？”我必須回答那你對此一無所知，因為你沒有知道你以前是誰，也不知道你早期作

品的本質。 （290,9-12） 

 



89. 親愛的人，你的心中充滿了滿足感在認為你是我的門徒時在這個第三時代 ; 然而，我必須告

訴你，永遠不要讓虛榮瞎眼你，因為如果你陷入那種弱點，你甚至會忽視你的良心當它召喚你

去解決你的錯誤時。那些沒有開始通過潔淨和提升他對人生的人，可能永遠不會渴望在靈性上

提升他自己，因為他的步子是假的，他的作品也不會有真理的種子。 

90. 因此，你有時會看到我從靈性教導轉變為建議，這樣你就可以在你人生中正確地行事。我

正在對人們的心說話，敦促他們再生，讓他們明白惡習導致身體的傷害以及它們帶病到精神。 

91. 我告訴過你，那人讓他自己被惡習所支配的人忘記了他的精神永遠不會被打敗，並忘記了

真正的毅力包括通過美德摧毀邪惡。 

92. 那個被肉體擊敗的人已經詆毀他自己，已經失去了對他自己的尊重，並使他自己從一個高

尚狀態的男人，下降到一個窮的存在太懦弱而不能掙扎。 

93. 那個男人不是帶著光，麵包和酒到他的家裡，而是帶來陰影，痛苦和死亡，使他的十字架

更重，他的妻子和孩子承受更重，並緩慢周圍所有人的精神之旅。 

94. 要明白那每一個人離開錯誤道路的都會使邪惡的力量減少，你的生命如果在其作品中是正

義的，它的話語和它的思想，就會隨之留下好的種子播種 ; 而你的忠告，當它從一顆準備的心

靈中湧現出來時，將有力量帶來神童，而當它出生於虔誠和愛的思想之後，這將成為你所賜給

他的光的信息。 （108,16） 

95. 這裡，在我之前，你要清除你自己的每一個瑕疵。哦，如果你只能保持那種清靜在你的一

生！但是，在這個共融時期和教會時期，你所擁有的靈性和博愛的周圍環境並沒有統治世界 ; 

你呼吸的空氣被罪惡毒害了。 

96. 但是你已經感覺到如何度量那你正在吸收我的學說，那將你與世界聯繫在一起的鏈條，是

個個的落下。 （56,26  -  27） 

97. 總是保持警惕，在沿著你的道路，會有一些人會說他們和我在一起，但是在第一時間不相

信他們 ; 相信他們表現出來在謙卑，在智慧，在愛中的。 

98. 其他人會告訴你，他們與我溝通，但他們是第一個被欺騙的人，因此你必須始終保持對你

所擁有的使命和你佔據的位置的警惕 ; 你也需要看到，聽到並也原諒很多。 （12,55  -  56） 



99. 要活動，不要沉睡，或者你是否想等待迫害讓你大吃一驚？你想再次陷入偶像崇拜嗎？你

是否期望奇怪的教義那通過武力或恐懼來強置的？ 

100. 保持警惕，因為來自東方的假先知會使人們感到困惑 ; 團結一致，使你的聲音在世界各地

響起，並及時提醒人類。 （61,25） 

101. 偉大的考驗等待著人類。要警惕並為每一次災難和每一次痛苦禱告 ; 許多痛苦將會減少，

其中一些根本不會到來，因為它會被祈禱的人拘留。 

102. 當其他宗教和教派觀察到群眾匆忙跟隨這些人時，會有一些宗教信仰會出現並迫害你。不

要害怕，因為如果你知道如何保持安靜，聖靈會在你的嘴唇上放置一些言語，使那些侮辱你的

人沉默。 

103. 我不留下你用來為你自己辯護的殺人之劍 ; 我留給你愛的劍。它的每一道光線都將成為它

的一種美德。 

104. 如果你能夠用你的言行來皈依那些迫害我的工作的群眾，你將會非常取悅父親！ 

105. 這是我在第二個時代給你的教訓你已經忘記的。 

106. 人類的思想確實因為理解瑪麗安三位一體的精神主義教學而感到困惑，因為物質主義的人

笨拙無法理解精神。 （55,58-63） 

107. 有多少人離開了我的桌子而沒有品嚐我為他們精心準備的菜餚。他們何時會再次體驗到一

個偉大的祝福時期，就像現在一樣，他們來到地球聽我的話？ 

108. 它們就像硬化的岩石，需要風暴和時間才能軟化。他們的精神遺產就會被保留下來從他們

只要他們無法照顧它。然而，它會歸還給他們，因為我告訴過你，無論父親給他的孩子什麼，

他都不會收回，他只是保留它。 （48,8） 

109. 你們中的一些人將被我的教義所悔改和預備，以尋求那些在沙漠中迷失的人，因為這就是

我看待人類生命的方式 - 就像沙漠一樣。有些人在數百萬的精神感到孤獨和那些渴死的人中，

沒有人給他們一點水。那就是我將派遣新使徒的地方。 



110. 我希望我的名字再一次被某些人用愛說出來，並被其他人的情感所聽到。我希望那些忽視

它的人知道它。有些年輕人和老年人，婦女和兒童對我的存在一無所知。我希望每個人都認識

我，並意識到他們在我一位最有愛心的父親。我希望每個人都聽我和愛我。 （50,3） 

111. 我的話語反對你的自負，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我傳給你的是為了反過來你會讓你的弟兄知道，

但你只想享受我的表現形式而沒有進入與他人承擔任何義務。 

112. 然而，主並沒有打電話給你教你無用的課程，他來告訴你要學習這個神聖的課程，以便以

後你會在你的一生中利用它將它付諸實踐在你的同胞。 

113. 我現在向你們透露，你們的精神有過期的債務與任何人接近你們，以某種痛苦，需要或某

種請求。看看有多少愛我把他們放在你的道路上，以便你遵守你的歸還，使他們成為你慈善的

對象。 （76,20） 

114. 遵守，所以你不必在痛苦的時候回到地上，收集你的缺點或你的自負的果實。完成你的任

務然後你會回來，但是在和平的時候歡欣鼓舞，為了照顧你未完成的播種。今天，你不會有像

摩西在第一時代那樣領導的道路解放你 ; 它將是你的良心將指導你。 （13,17） 

115. 在這裡，有許多人在其他時候是法律博士或科學家，但他們現在將他們覺醒的思想帶入屬

靈的知識，並確信在有限的人類知識中他們不會找到至高無上的真理。 

116. 在這裡，有些人在其他時候是地球的富人和強者，他們現在已經認識到貧窮和謙卑。我祝

福他們的順從和對完美的渴望。在他們裡，你有我的愛的正義的證據，使他們再次來到地球，

向他們展示另一頁在永恆智慧的書中。 （96,16-17） 

117. 世界為你提供了許多樂趣，有些是我承認你的，有些是由男人創造的。現在你看到你無法

接觸到它們，這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和其他人的悲傷。 

118. 我應該告訴你，對於許多人來說，在物質的樂趣和滿足中不會讓他們休息或迷失他們·自己，

因為他們的使命是截然不同的。 

119. 實實在在地我告訴你，在整個人類中，並不存在一精神不知道所有喜樂和滿足感的，並嚐

到了所有的果子。今天，你的精神已經開始享受愛我的自由，而不再是世界，金子，慾望或偶

像崇拜的奴隸。 （84,47） 



120. 看看人類，民族和國家如何為一個理想獻出生命，在戰鬥的篝火中消耗他們自己，夢想著

地上的榮耀，財產和權力的夢。他們為地球的短暫榮耀而死。 

121. 你們開始點燃你們精神上一個神聖的理想，它的目標是征服永恆的榮耀，你們不會投入，

甚至不是你們的生命，而只是他們的一部分來履行你們的職責。作為兄弟？ 

122. 在你之上發生了一場看不見的戰鬥，只有那些準備好的人才能看到。所有邪惡那產生在人

在他們的思想中，在他們的言語和他們的行為，幾百年來的所有罪惡，所有困惑的人和精神，

所有的困惑，不公正，宗教狂熱和偶像崇拜，以及他們愚蠢的野心和虛偽，聚集在一股力量，

那穿透，侵入和掃蕩所有在它之前的力量轉向反對我。這就是反對基督的力量，偉大的是它的

東西，強大它的武器，但是在人之前，而不是在我之前。 

123. 對於那些人，我將用我的正義之劍進行戰鬥，我將成為我軍隊的首領，我希望你能成為其

中的一員。 

124. 雖然這場戰鬥感動男人去尋求快樂，你，在你我已經傾訴能夠感受到那在超越中振動，必

須祈禱並密切注意你的兄弟，因為在這樣你會監視你自己。 

125. 基督，主戰士，已經提升了祂的劍，它是有必要像鐮刀一樣將邪惡連根拔起，並通過它的

閃光為宇宙帶來光明。 

126. 禍對世界和禍對你們，如果你的嘴唇保持密封！你是雅各的屬靈種子，我向他保證，在你

們裡面，地上的萬民都會得救和賜福。我希望將你團結在一個單一的家庭中，這樣你就可以變

得堅強。 （84,55-57） 

127. 我知道在這些人的懷抱中已經完成了偉大的工作，然而，讓我知道它，儘管這個世界並不

知道你的名字。 

128. 只有我知道你作品的真正成績或價值，因為即使你自己也不能判斷它們。有時候，一個小

小的成就對你來說似乎非常盛大，有時候你甚至都不知道行為的優點已經達到了我。 

（106,49-50） 

 



129. 你什麼時候離開你的撤退和你的默默無聞，你眾人聽過我？你是否可以故意拖延你的準備，

因為害怕掙扎？實實在在地我告訴你們，只有他沒有準備，害怕，因為他知道我的話，愛他的

主和愛他的同胞的人，沒有什麼可怕的，並且不會逃避人類，而是去尋找他們。與他們分享他

收到的東西 ; 在學習和分析我的課程之後，他將它們付諸實踐。 （107,41） 

130. 這個信息承擔光明為每一個宗教，每個教派和信條以及所有不同形式的人的行為都有所啟

發。然而，哦，門徒們，你用我的話做了什麼？這是你允許樹開花的方式嗎？讓它綻放，因為

這將服務作為宣告後來出現的果子。 

131. 為什麼你隱瞞這些信息而不是給這個世界驚喜這新時代的好消息？為什麼你不敢告訴全世

界基督的聲音在你們中間？說話，並通過你的愛的作品見證我的教導，因為如果有人為了不聽

你而閉上耳朵，別人會打開他們的，在他們你的聲音會像夜鶯歌曲一樣甜美和諧。 （114,46） 

132. 人類在等待我的新門徒，然而，如果你，是我的工人，害怕世界的審判，放棄播種和你的

工具，人類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你不覺得對你的職責負責嗎？ 

133. 你的良心永遠不會欺騙你，並且總會告訴你在你履行職責時。你感到不安是一個表明你沒

有遵守我的戒律。 （133,10） 

134. 你有時抱怨說我的話的追隨者數量增長緩慢，但是，我告訴你，你應該抱怨你自己，因為

是你承擔了使命帶來形成這些群眾的成長和繁衍。但是如果你缺乏信仰在你的心，如果你的禮

物沒有發展，如果你的理解缺乏靈性知識之光，你將如何通過你自己心中沒有發展的信仰和愛

的美德來感動他人？ 

135. 他不理解的人不能讓別人理解 ; 他不感受到的不能讓別人感受到。知道為什麼當你需要證

明我的話時，你的嘴唇會顫抖和結結巴巴。 

136. 他愛的人會毫不猶豫，他相信的不害怕，他感受的人有很多方法可以證明他的誠意和真理。 

（172,24  -  26） 

137. 今天，我帶著一個世界上似乎無法實踐的教導來找你。一旦被理解，它是最容易實現的。

我來教導對上帝之愛的崇拜通過你的生命，你的行為和屬靈的禱告，這在某個預定的地方不是

由嘴唇說出來的，也不需要形式或圖象以得到如此啟發。 （72,27） 



138. 我告訴你：你還在等什麼傳播這個好消息？一個偶然的機會，你是否假裝去廢墟中講道？

我告訴你並揭露所有，所以你可以永遠對弟兄們向你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有一個明智的答案。

看哪，你會受到極大的爭論的攻擊，這些爭論會使那些沒有準備的人充滿恐懼。 

139. 刻上我的話，不要忘記我所賜給你的偉大神蹟，以便你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我真理的活生

生的見證。那麼無論是誰仔細審視你並刺激我的話語，都會發現它與我在過去時代所說的和所

預言的內容並不矛盾。 

140. 掙扎將是偉大的，在某種程度上，一些人，我的門徒會變得害怕和否認我，說他們從未聽

過我。 

141. 對於那些知道如何忠於我的誡命並且能夠應付掙扎的人，我將用一個地幔覆蓋為此他們將

為他們自己辯護，他們將在任何情況下安然都無恙地出來。 

142. 對於那個錯誤播種這種子並褻瀆這項工作純潔的人，每時每刻都要有審判，迫害人和不安。

每個人都必須通過其果實的味道來了解他所栽培的樹木。 

143. 我保留了偉大的奇蹟在我的人民精神掙扎期間，奇蹟和行為將使智者和科學家感到驚奇 ; 

我永遠不會拋棄你到你自己的力量。當人類嘲笑你時，不要變得盲目，不要忘記在第二個時代，

眾人嘲笑你的主。 （63,42-44） 

144. 在真理上，我告訴你世界是反對你的，所以我準備你知道如何用愛和慈善的手臂捍衛你的

信仰事業。我告訴你，即使你的勝利未知，你也會取得勝利。 

145. 這次你的犧牲不會在血液中，儘管你應該知道災難和不尊重。然而，主將在那裡捍衛和安

慰你，沒有門徒會獨自一人。 （148,17） 

146. 人們，不要了解更多關於墮落的事情，而打擊它在不吹噓你自己純潔，也不要因兄弟的錯

誤而受到侮辱。在言語和行動中保持分離，理智和適當的態度，世界將聽到並關注你的教學。

是否有必要再次告訴你，在你傳播這個學說之前，你必須生活它？ （89,66） 

147. 它是必要那我的人民升起在國家中給出榜樣兄弟情誼，和諧，慈善和理解的 ; 就像一個和

平的士兵，在那些再次接受神聖教義決鬥，互相傷害，並奪走彼此生命的人。 （131,58） 



148. 來明白你們都愛同樣一個上帝，並且不要決鬥在一方或另一方的方式的分歧。 

149. 它是必要那你明白，有些人在他們的信仰，習俗和傳統已經根深蒂固，以至於在你第一次

指導他們時，他們最初不會輕易被拉起來。有耐心，多年來你會成功。 （141,9） 

150. 當 1950 年結束時，許多人將面臨不確定和懷疑。 

151. 為什麼有些人比那些人相信我的信息更有智慧的懷疑我的表現？ - 因為這不是人類的知識

或思想能夠判斷我的真理，當人們理解這一點時，他們被侵略因害怕所有事物是新的 ; 所有他

們判斷作為未知的，使他們無意識地拒絕它。 

152. 而你，弱者，毫無準備的人，無法達到以智慧而聞名的人的高度：你是相信，有信仰，知

道如何穿透屬靈之謎的深處。為什麼？ 因為它是精神向思想揭示了永恆生命和它的奇蹟。 

153. 人類智慧代表著一個力量擁有它你必須戰鬥，因為通過它，人類已經偽造了精神概念和思

想那精神還沒有向他揭示的。 

154. 你將堅強在這場戰鬥，擁有堅韌不拔這也是從精神中獲得的。你的力量永遠不會以你的物

質形式為基礎，也不會以你的金錢力量為基礎，也不會以地球上的支持為基礎。你對真理的信

仰獨自將導致你在比賽中取得勝利。 （249,44  -  46） 

155. 不要害怕如果他們叫你被困惑，而是向所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要明白這項工作，對你是事

實，對他人似乎是假的，因為根據他們這些工作，缺乏奉獻那宗教通過被承認的。 

156. 如果你對我有信仰，如果你相信我用這些發言人的話表達我自己，不要害怕你兄弟的判斷 ; 

因為我的教義是如此雄辯，在我的信息中有如此多的真理，如果你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武器，你

將不會輕易被擊敗。 

157. 沒有人可以責備你急切尋求真理和完美 ; 他們都擁有神聖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你被賦予

了尋求光明的自由。 （297,51-53） 

158. 當你開始完成你的任務，去國家，甚至是叢林中最遙遠的民族時，你會找到人類，你會讓

他們明白所有人都是兄弟，你將為他們見證我的屬靈教義，你會驚嘆於我會賜給你的愛的證據。



159. 在那些眾生與文明隔絕，但又與人類墮落隔絕，你會發現偉大的靈魂將使以色列人民的隊

伍膨脹。 

160. 你去的地方，病人應該收到香脂並得到癒合，而悲傷的人最後一次會哭，但卻帶著歡樂的

淚水。 

161. 在你給出的這些證據之前，眾人應當賜福與主和門徒。當主進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你將

受到好評。 

162. 但是，在那些歡呼你的人中，將會出現充滿你所擁有的禮物的男人和女人。在某些人中，

預言的禮物會讓人驚訝，而在其他人我的香脂會不斷流動，而在其他人我的話語會像清澈的水

湧現。通過這種方式，你會看到聖靈的恩賜在你們的兄弟中如同無窮無盡的種子。 （311,38-

40） 

163. 人們，看似和平在各國之間建立，但並未宣揚和平已經到來 ; 密封你的嘴唇，真正的和平

不會建立在恐懼或物質便利的基礎上，而必須出生在愛和兄弟情誼。 

164. 人們在沙子上建造，而不是在岩石上建造，當波浪再次出現時，它們將擊打那些牆壁，它

們的結構會落到地上。 （141,70  -  71） 

165. 自第一個時代以來，我通過我的先知與你交談，指導你而不是強迫你遵守我的律法。 

166. 但那段時間過去了; 人類的精神已經發展並已經成熟，因此它可以理解它作為一種精神的

使命。人類，發現它自己如此接近深淵，到滅亡，需要你的屬靈幫助。 

167. 那場戰鬥，最後的戰鬥，最可怕和最巨大的：在黑暗與光明之間。所有黑暗的靈魂都在聚

集，光明的靈魂必鬚麵對那種力量。 

168. 喚醒，哦，你，聽見我並且承受聖靈之光的人，醒來，不要浪費時間在物質上的快樂和暫

時的野心。為人類而戰。戰鬥，以便父親的王國可能來到這個世界。這是使命我給予最謙虛的

和最準備的。 

169. 屬靈世界與你同在，最重要的是父，充滿愛與憐憫。父親帶著無限的痛苦，看到苦難那男

人他們自己互相造成的。 



170. 那是光明的掙扎反對黑暗，你們每個人都必須掙扎至到取得勝利。 （358,20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