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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啟示 

發展 

耶和華如此說： 

225. 就像你看到人的身體發展一樣，他的精神也是如此 ; 然而，身體發現了它的發展的限制，

而精神需要永恆和許多物質化身來達到它的完美。這就是你轉世的原因。 

226. 你出生時， 上帝的父和母的思想作為種子：純潔，簡單，乾淨 ; 但是，不要混淆：純潔和

簡單與偉大和完美不同。 

227. 你能比較新生寶寶與男人有經驗教孩子的嗎？ 

228. 當你的精神得到發展時，這將成為你命運從始到終的歷代 。但是，哦，你的精神進步有多

慢。 （212,57-60） 

229. 研究和分析，因為有些人感到困惑，認為如果你的精神是我的神性的一個粒子，你怎麼可

能受苦？如果靈魂之光是聖靈的火花，你怎麼能在黑暗中被籠罩在黑暗中即使是一刻呢？ 

230. 認識到這一旅程的目的是為了在上帝面前獲得足夠的功勞，使你的靈魂從無辜的，簡單的，

在父的右邊，轉變為偉大的光明之靈。 （231,12） 

231. 我希望你變得善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變得完美 ; 因為你看起來很小，比世界和物質

對象更大，因為你擁有永恆生命 ; 你是我光明的火花。 

232. 你是精神。它是必要那你認識到精神是什麼，這樣你才能理解為什麼我呼召你到完美之路。 

（174,60） 

233. 你受到進化法的約束，看，這裡有你轉世的原因。只有我的靈不需要進化：我是不變的。 



234. 從一開始，我就向你展示了上升的梯子靈魂為了到達我 。今天你不知道你的水平，但當你

放棄你的身體時，你會知道你的進化程度。不要停滯不前，因為對於跟隨你的人來說，你會成

為一個障礙。 

235. 儘管你住在不同的星球上，但要在精神上團結一致，有一天你將在第七和最高階段團聚，

享受我的愛。 （8,25 -  27） 

236. 我已經告訴過你，你不是只來過一次地球，但你的精神已經根據其發展和完美的需要多次

使用這殼 ; 我現在必須補充一點，根據你自己的願望，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時間更長或更短。 

（97,61） 

237. 你們中誰能夠證明你在此之前不存在？或者你們中間誰，絕對肯定你們再次來到地球上轉

世，可以證明你已經與父親解決了債務，並且你已經積累了你的功勞？ 

238. 沒有人知道 在完美的階梯上他在哪裡。因此，你需要掙扎，愛和堅持到底。 （46,58-59） 

239. 為了讓我給你這些新的啟示，有必要在我作為一個男人向人類表現和我在這個時期到達作

為靈魂之間， 那段時間裡發生，你會通過許多轉世在地球上，所以當我來到你面前問以前的課

時，你的精神就能回答，假如我給新的啟示時，你就能理解它們。 （13,52） 

240. 你必須多少次回到地上來承載一個身體，通過這個身體，你帶給世界的信息會更清晰地顯

現出來？ 

241. 讓你的靈魂像雲雀一樣，在這一生中找到它的泉源，享受它，並在朝聖期間找到回到我身

邊所需的經驗。 

242. 雖然富人積累了真正短暫的寶藏，但你必須積累經驗，這才是真正的知識。 （142,72） 

243. 在此期間，你將與人類的無知鬥爭，雖然物質化在所有它各個方面都已實現，它不那麼殘

酷，和更加進化通過其先前的化身所取得的經驗。 

244. 今天，如果你知道有人不像大多數人那樣思考或崇拜，雖然你可能會感到驚訝和震驚，但

你不再為了他活著被燒死。 （14,21-22） 



245. 你害怕和你的兄弟談論靈魂的轉世嗎？你沒有被說服它擁有的愛的正義嗎？ 

246. 將這種形式的恢復原狀與男人用來嚇唬人類精神的形式相比較：在地獄的多年火焰中永恆

的懲罰。告訴我這兩種形式中的哪一種能讓你對神聖，完美和仁慈的正義有所了解。 

247. 其中一個人表現出殘忍，無限的怨恨和[復仇慾望] ; 另一方只包含寬恕，慈善和實現永生

的希望。哦，通過糟糕的解釋，我的教導遭受了多大的扭曲。 

248. 我準備你為掙扎，因為我知道你會被反對為你所教的，但如果反對你的兄弟對死亡感到驚

訝，我會問他們，如果他們死於罪惡，他們更願意： 在他們相信的永恆火，或在生命中淨化他

們自己的機會 ; 我告訴你他們真的會選擇後一種解決方案，即使被狂熱主義所蒙蔽，他們也會

在生命中與之作鬥爭。 （120,15-17） 

249. 它足夠為你知道，正如我對你說的那樣在“我的話語”中，你知道精神的轉世是真理，這

樣就可以在你心中點燃一盞燈，讓你欽佩更多我的正義。 

250. 比較宗教給予這些教義的理論和多樣化的解釋，並傾向於包含更大正義和更大理由的理論。 

251. 但是， 實實在在地我告訴你們，這是之一的啟示那更深刻地觸動精神的在這個偉大真理的

直覺覺醒期間 。 （63,76） 

252. 你將肯定精神的轉世是人類必須知道和相信的偉大真理之一。 

253. 有些人通過他們的直覺預見，接受並相信這一點，這是我的愛正義對男人不可缺少的  ; 然

而也會有很多人稱你為騙子和褻瀆者。 

254. 不要害怕。當我們的使徒傳講耶穌所教導的死人的複活時，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 祭司和

地方法官將他們送進監獄因宣講這些教義。 

255. 後來世界開始接受這個啟示，雖然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們不理解這種教導的全部意義，所以

它是必要我來到這個時代來教導你肉體的複活。只指精神的轉世，因為這是生命的理由和原則，

是真正的永恆。復活屍體的目的是什麼那些僅僅是靈魂臨時的服裝？ 



256. 肉體下降到地上與它融為一體，在那裡被淨化並轉化為不斷地再次湧向[另一]生命，而精

神繼續提升，繼續朝著完美的方向前進。當它返回地球時，它就是人類生命的複活，與靈魂接

觸後，殼體也會復活。 

257. 然而，與精神不同物質，不是永恆的 ; 因為這個原因，我再次告訴你，我尋求，教導，並

希望帶給我的是你的精神。 （151,56-58） 

258. 你的靈魂在它背後拖著一條鏈條，這條鏈條由我給它的生命形成，作為完美的機會，但沒

有被利用 ; 每個存在形成一個鏈接。然而，如果你通過我的教導來規範你的生命，如果你遵守

我的律法，你就不會再來這個世界受苦了。 

259. 如果你讓時間流逝沒有研究我的話，我，誰是時間，驚訝你。學習，這樣你就可以佔據位

置在我工作那與你對應的。 

260. 我希望你停止在你缺乏理解和信仰的差異對我的神性。明白你們所有人都出自一位上帝。 

（181,63-65） 

261. 看到並欣賞宇宙的完美之美。它的創建是為了激勵主的兒女，並且在其中他們可以看到父

的形象。如果你以這種方式看創造，你會將你的思想提升到我的神性。 （169,44） 

262. 這個時代之光正在撕裂籠罩著人類精神的黑暗面紗 ; 它打破了持有它的鏈條，那阻止它走

向真正的道路。 

263. 真的，我告訴你不要相信我的學說禁止在所有科學中進行的研究。是我喚醒了你的興趣，

欽佩和好奇心，我給了你思想的禮物，這樣你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264. 我已經賜給你智慧之光，以便你可以理解你在路上看到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

調查和檢查，但試著使你的方式滲透我的奧術尊重和謙虛，這將是真正合法的。 

265. 我沒有禁止你去知道男人所寫的書，但你必須被準備，這樣你就不會被絆倒或混淆。通過

這你會知道人是如何開始他的掙扎，以及他來的地方。 

266.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你必須找出我的教導和啟示的來源，以便我可以展示你的未來，以及

等待你的目標。 （179,22-23） 



267. 我向你們保證，如果你試圖用愛和興趣滲透這些教義的意義，你將在每一步都發現真正的

奇蹟和神靈的精神智慧，完美的愛和神聖的正義，如果你對這些啟示漠不關心，你會對它們的

內容一無所知。 

268. 不要輕視經過對我的表現方式那許多人經過的生命，看了看不見，聽了沒有聽見，想了沒

有理解。 （333,11-12） 

269. 我不希望你分析我的精神或任何與精神有關的東西，好像它們是物質對象。我不希望你像

科學家那樣研究我，這會讓你陷入巨大而可悲的困惑之中。 （276,17） 

270. 我的所有教義的目標都是向你揭示你在你的生命中所攜帶的。因為從知識產生的光是為找

到道路通向永恆，完美，上帝。 （262,43） 

淨化和完善 

271. 今天你將你的痛苦暴露給我，以便我可以治它們，事實上我告訴你，這是我的使命。我是

為了那個目的而來的，因為我是神聖的醫生。 

272. 然而，在我的香脂之前放在你的傷口，在你感受到我的愛之前，專注於你自己並檢查你的

痛苦，分析它，深深地默想，只要它是必要的，以便通過這種冥想你可以得到那種痛苦包含的

教導，以及它隱藏的知識，以及你應該知道的知識。知識將是經驗，它將是信仰，它將與真理

面對面，它將是許多未被你理解的試探和教訓的解釋。 

273. 檢查那獲得好像它是有形的東西，你會發現美麗的經驗種子，這是你存在的一個很好的教

訓，因為痛苦已成為你一生的老師。 

274. 他將痛苦視為一名教師，並且溫柔地註意著他們對再生，懺悔和糾正的呼喚，後來會知道

溫柔，和平和健康。 

275. 仔細檢查自己，你會看到你會從中受益多少。你將意識到你自己的缺陷和不完美之處，你

會糾正它們，因此你將不再評判別人。 （8,50-53） 



276. 只想乾淨，你就會被洗淨。那麼它的優點是什麼如果我是那個淨化你的人？如果每個人因

違反我的法律而得到恢復原狀，那確實有價值，因為那時你將會知道如何避免錯誤和墮落在將

來因為你會記住過去的痛苦。 

277. 如果在所犯的錯誤與其自然後果之間發生真誠的懺悔，你就不會遭受痛苦，因為那時你已

經足夠堅強，能夠忍受順從試探。 

278. 世界正在經歷著許多苦澀儘管我從來沒有懲罰過世界。在那種痛苦之後，人類會來到我，

因為我正在召喚人類。那時，那些忘恩負義的人將會知道如何感謝在他們存在期間只傾倒善良

的人。 （33,30-31） 

279. 擺脫對你自己身體的過度熱愛，對自己的精神進行慈善，幫助它淨化和提升。當你實現這

一目標時，你會看到你的精神和身體有多強大。 

280. 想一想：如果精神病了，心中怎麼能有和平呢？如果你的精神有悔恨，它能享受和平嗎？ 

（91,72-73） 

281. 如果這個世界滿足你所有的慾望，如果你不必忍受任何屬靈的折磨，你們中誰會想要來到

我的王國？ 

282. 你不應該詛咒你的痛苦，因為你已經創造了你的錯誤。耐心地忍受它，它會淨化你，幫助

你更接近我。 

283. 你是否注意到你對這個世界的偉大和快樂的事物有多深的依戀？然而，當你強烈希望離開

它們的那一刻。 

284. 任何成功完成提升歸還的人都將在這一過程中體驗到和平。走在地上瞥望天堂的人不會跌

倒 ; 他的腳也不會受到他恢復原狀路徑上發現的荊棘的傷害。 （48,53-55） 

285. 遵守你的命運 ; 如果沒有首先走過我為你概述的道路，我不要希望回到我身邊，因為你必

須經歷考慮你精神無法清理的瑕疵的痛苦，因為它還沒有完成它的恢復原狀。 

286. 轉世已經到了你們身上，你們許多人都沒有重視父所託付你們的無限恩典和愛。 



287. 看哪，機會越多，你的責任就越大，如果這些機會得不到充分利用，司法和恢復原狀的債

務就會增加 ; 這是許多人無法解釋的無法忍受的重擔，只有我的學說可以揭示它。 （67,46） 

288. 人類正在經歷的這些試驗，是你自己播種後收穫的果實，有時是一年前播種的果實，其他

時間是播種幾年前或播種的時間在另一輩子。 （178,2） 

289. 不要相信不服從的後果立刻可見。不，我告訴你的是，遲早你必須回答你的作品。有時它

會向你看，好像你的錯誤沒有帶來後果，因為時間過去而我的正義尚未給出任何跡象。 

290. 你從我的話中知道，我是一個無情的審判者，當你的判斷來臨時，你會睜開眼睛看到良心

之光。 （298,48） 

291. 噢，你們聽見我的靈，不要讓塵世生命的滄桑使你筋疲力盡，或用他們的印記給你留下印

記。在每次試探中尋找光明，它們將有助於加強和鍛煉你。 

292. 當精神沒有成功地將它自己強加於材料上時，它就會被它所彎曲和支配。這就是為什麼靈

魂減弱並相信它們與肉體一起死亡的原因。 （89,11-12） 

293. 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包含你所有存在的物質激情，阻止它聽到良心，道德和理性的聲音？ 

294. 那時你的靈魂已降到最低點，因為在肉體中存在的邪惡獸的試探和力量已經佔據了你的位

置。 

295. 當你把你自己從激情中解脫出來並克服它的影響時，你感到幸福和深刻的平安，這不是真

的嗎？ 

296. 這種和平與喜悅歸功於精神對物質的勝利，這是巨大的鬥爭，毀滅性的內戰為代價而取得

的勝利。然而，精神能夠集中力量並站起來，由良心引導和勸告，以便在征服肉體的衝動後，

它就不會被拖向深淵。 

297. 那裡，在與反對你自己的鬥爭中，在那放棄中，你看到生活在你內心的東西死了，但這不

是你的生命，只是一種瘋狂的激情。 （186,18-19） 



298. 看哪，你所攜帶的最強大的能量在你自己之內。當你征服它之後，你將會看到使徒約翰所

說的七頭龍。那時候你可以真實地說：我可以抬起我的面向我的主說：“父親，我會跟著你，

因為那時你的嘴唇不會說，而是你的精神。 （73,20） 

299. 很快你就會意識到生命對你們來說並不殘忍，而是你們對你們自己是殘酷的。你受苦並使

你周圍的人受苦因缺乏理解。你感到孤獨，你看到沒有人愛你，變得自私和堅強。 （273,34） 

300. 要明白所有對此的懲罰，你的生命，都是人類失敗的後果，因為我愛你，永遠不會給你一

杯這樣的苦澀。 

301. 我已經透露了這一點自從第一次法律將作為道路你可以拯救你自己遠離絆腳石，深淵和死

亡 。 （215,65） 

302. 今天你沒有正確理解審判的意義 ; 你判斷他們是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毫無意義的，但是

當你到了老年時，或者對其他人，我會告訴你每個人的正義和精確度是多少 ; 當你從這個世界

的門檻過去並發現你自己居住在精神區域時 。 （301,44） 

303. 我再次對你說，我感知所有的想法和請求，但相反，世界不知道如何接受我的靈感，也沒

有準備讓我的神聖思想在他們的腦海中閃耀，也聽不到我的聲音當回答他們的電話時 。 

304. 但我信仰你，我相信你，因為我形成了你，並為你準備了一種屬於我的一絲精神，以及一

種我的形象的良心。 

305. 如果我告訴你我不希望你達到完美，那就好像我宣稱我自己在從我的神聖意誌中產生的最

偉大的工作中失敗了，那是不可能的。 

306. 我知道你們處在時代，當你的靈魂從他們在路上發現的所有誘惑中勝利時，他們將充滿光

明，進入新的存在。 （238,52-54） 

在這裡，超越地球的 

 



307. 準備你自己 ; 不要等死抓住你沒有準備。你做了什麼準備為你的回歸到精神存在？你是否

想要感到驚訝？當你仍然被束縛著肉體，激情，屬世的財產時， 你是想在閉眼睛進入後世沒有

找到道路，在你的精神中留下印象，這種生命的疲憊？做好準備，門徒，那麼你就不會害怕身

體的死亡。 

308. 不要感嘆不得不離開這個山谷，因為如果你意識到它裡面有奇蹟和偉大，我真的告訴你，

它們只是精神生命之美的圖像。 

309. 如果你沒有醒來，你會做什麼，當你發現你自己處於開始新路徑 時， 被一種看起來很奇

怪的光所照亮？ 

310. 離開這個世界在沒有眼淚，不要在你所愛的人的心中留下悲傷。當這一刻到來時，讓你自

己解脫，在你的身體表面留下一個平靜的微笑，談論你的精神的解放。 

311. 身體的死亡不會讓你遠離那些被委託給你的生命，也不會使你與你對你父母，兄弟或孩子

的精神責任分開。 

312. 要明白死亡不存在於愛，責任或感情之中 ; 總之，為了精神。 （70,14-18） 

313. 以極大的決心工作，以便在死亡，並將你的身體眼睛關閉對今生的時候，你的精神會感到

你自己被抬高，達到它的優點擁有帶來所值得的住所 。 

314. 這項工作的門徒應該在身體死亡的那一刻看到精神與物質的聯繫是如何被打破的。在他們

沒有痛苦在不得不留下地球的滿足 ; 他們的靈魂不會徘徊像陰影在人們中，挨家挨戶地呼喚，

從心到心，尋求光明，慈善和平安。 （133,61  -  62） 

315. 提升你的精神，使你只享受永恆，美好和善良的東西。如果不是這樣，你的物質化精神，

由於你所領導的生命，將受到很大的苦於從離開它的身體及其留下的一切中，並且必須在太空

中漫遊一段時間，覆蓋混亂和苦澀而直到它結束它的淨化。 

316. 生活在我的律法之內，你不必害怕死亡，但不要在它之前打電話或渴望死亡 ; 讓它來，因

為它總是順從我的命令。確保它找到你已準備了，並以這種方式你將作為光之子進入精神大廈。 

（56,43 -  44） 



317. 在你的家里和平地生活。把它變成一個庇護所，這樣當那些在精神山谷中迷茫的無形生物

進入你的家時，就會發現它們尋求的啟蒙與和平。這將有助於他們在屬靈的山谷中精神上提升。 

（41,50） 

318. 對於那些人生活在靈裡並仍然依賴物質理想的，我告訴你們：離開那不再屬於你們的，因

為如果地球不是人類永恆的豪宅，這對於精神來說要少得多。遠遠超出了精神領域，一個充滿

光明的生命在等著你，你將一步一步地到達正義之路。 

319. 我對那些以人類形式聽到我的人說，因為只要你擁有伴隨著你在地上旅行的那個身體，你

就必須關心並保護它到最後，因為這是你精神的支持。依靠，以及它在掙扎中的工具。通過它

的物質眼睛，精神眺望這個生命，並通過它的嘴說話給它的兄弟安慰。 （57,3） 

320. 現在，主問你：你死了人在哪裡，你為什麼在親人失踪時哭泣？我實在告訴你，對我來說，

沒有人死，因為我已經賜給你永生。你失去的所有人都和我在一起。在那裡，你相信你看到了

死亡，就是生命 ; 在哪裡看到結局，就是開始。如果你相信有神秘和神秘的奧秘，那就是無盡

的黎明光。在你認為沒有任何東西的地方，是所有，你感受到沉默的地方，就是音樂會。 

（164,6） 

321. 每次死亡結束你外殼的存在，這就像你的精神休戰一樣，在轉世之後，將以新的力量和更

大的光芒出現，繼續研究它尚未完成的神聖教訓。通過這種方式，你的精神種植成熟。 

322. 我向你們揭示了很多關於屬靈生命的事，但我告訴你們，你們現在沒有必要了解一切，只

必要有你們到達永恆住所。在那裡，我會告訴你所有是註定你的知識。 （99,32） 

323. 你能想像回到屬靈生命的他的快樂，在地上實現了他父親為他標記的命運嗎？他的滿足和

平安遠遠超過精神在人類生活中所能滿足的所有滿足感。 

324. 我給你們這個機會，使你們成為那些人喜歡回歸你們的國度，而不是那些人在困惑和悔改

中遭受痛苦和哭泣。 （93,31-32） 

325. 這種表現的結束接近，以更高的形式重新開始，建立精神對精神與你的創造者的交流，這

是那些住在我附近的更高尚的靈魂的方式。 （157,33） 



326. 當我向你講述我的靈性世界時，我指的是那些像真正的僕人一樣的順從眾生，他們只按照

他們的主的旨意行事。 

327. 他們我已經發送在你們中間的為輔導員，監護人，醫生和真正的兄弟。他們不會哭泣，因

為他們內心平靜 ; 他們沒有受到質疑，因為他們的進化和他們在長途旅行中的經歷使他們有權

點燃光在理解人類時。他們在任何電話或必要之前， 及時用他們的幫助，體貼和謙遜。 

328. 我命令他們在你面前表現他們自己，並且給你他們的教訓，他們的見證和他們的刺激。他

們走在你前面，這樣你就可以找到路徑清晰，並藉給你幫助，這樣你就不會動搖。 

329. 明天，你也將成為光明之光的一部分，在無限的靈魂世界中，只工作為了對他們的兄弟的

愛而知道他們因此給予他們的父愛和榮耀。 

330. 如果你想要像他們一樣，將你的存在奉獻給善。分享你的平安和麵包，用愛接受有需要的

人，並拜訪病人和被關押的人。點燃你兄弟們的路徑，感受他們的方式為尋找真正道路而努力。

用高尚的思想填充無限，為那些缺席的人祈禱，禱告會使你更接近他們。 

331. 當死亡停止你心臟的跳動並熄滅你眼中的光芒時，你會在一個美好的世界中醒來，因為它

的和諧，秩序和正義。在那裡，你將開始明白，上帝的慈善事業可以彌補你所有的考驗，你的

痛苦和你的工作。 

332. 當一個精神來到那個住所時，它開始被無限的平安所充滿 ; 它的記憶瞬間回歸那些遠離那

祝福的人，並且在它的渴望，渴望那些渴望擁有神聖恩賜的人，它加入了為救恩，福利而努力

奮鬥的神聖主人，以及他們兄弟的和平。 （170,43  -  48） 

333. 誰曾想像那戰斗那些軍團光線反對被干擾的眾生的入侵威脅你的每一步？在你不知道的時

候，沒有人的眼睛發現他們互相攻擊的不斷掙扎。 （334,77） 

334. 在這裡看到我的工作的繼續，我的到來在第三個時代作為安慰之靈，被我的偉大天使軍團

所包圍，正如它所寫的。 

335. 那些精神 - 我的追隨者構成了我向你許諾的那種安慰的一部分，你已經在他們健康的建議

和美德的例子中證明了他們的慈善與和平。通過他們，我已經向你承認了利益，他們一直是你

和我的靈之間的中間人。 



336. 當你感受恩典和恩賜那他們被包圍的，以及他們的謙遜時，你會感受靈感來純潔的作品正

如他們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所做的那些純潔的作品。當他們進入你的家時，你會被他們的精神存

在感到榮幸。 

337. 如果你認識到他們的高度，你是被祝福的，但是主問：“你相信他們總是善良的存在嗎？

難道你不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居住在地球上並且被知道軟弱和巨大的失敗嗎？“ 

338. 然而，現在看看他們 ; 他們不會留下任何污漬。這是因為他們聽到了良心的召喚，被喚醒

到愛，悔改了他們早先的失敗，並且在那個坩堝中已經被淨化和有尊嚴地提升為我服務來通過

為人類服務 。 

339. 出於愛，他們的精神賦予了他們幫助他們的同伴的任務，以償還他們居住在地球時未能做

到的一切。他們已經接受了作為神聖禮物的機會來播種他們沒有播種的種子，並摧毀他們製作

的任何不完美的作品。 

340. 這就是為什麼你現在驚訝於他們的謙遜，耐心和溫柔，這就是為什麼你有時看到他們受苦

到恢復的原因。然而，他們的愛和認可比他們面臨的任何障礙都要大。他們征服了所有的，並

且願意犧牲他們自己。 （354,14-15） 

341. 偶然你感覺到你留下來的精神居所？ “沒有主，”你告訴我，“我們不記得或感覺不到任

何東西。” 

342. 是的，人們，你離開純潔和純真已經很久了，你甚至無法想像和平的存在，這種狀態很好

- 存在。 

343. 但現在你已經準備好聽到良心的聲音並接受它的啟示，那麼你已在道路那可通往王國，承

諾那些提升到我的人。 

344. 不是第一個分離的和平天堂，而是精神的無限世界，智慧的世界，真正的精神幸福的天堂，

愛與完美的天堂。 （287，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