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聖約 - 第 63 章 - 神聖的啟示 - 第部分 4 

耶穌基督的啟示 

耶和華如此說： 

345. 眾生之父在這一刻向你說話 ; 所有聽到這個詞的人都能感受到創造你的愛。 （102,17） 

346. 對你說話的是唯一存在的上帝，你稱之為耶和華的那個人當他向你展示他的力量並在西奈

山上向你揭示法律的，和你稱之為耶穌因為神聖的話語是在他裡面，以及你稱之為聖靈的人，

因為我是真理的靈。 （51,63） 

347. 當我作為父對你說話時，在你面前開啟的是律法書 ; 當我作為主對你說話時，這是我向門

徒展示的愛的書 ; 當我作為聖靈說話的時候，它是智慧之書照亮了它的教導，形成了一個單一

的教義，因為它來自一個單一的神。 （141,19） 

348. 上帝是光，愛和正義 ; 所有在生命中表現出這些屬性的人都代表並尊重他們的主。 

（290,1） 

349. 不要說我是貧窮的或悲傷的人的上帝，因為耶穌總是被許多病人和受苦的人所追隨。我尋

找病人，悲傷者和窮人，但是要充滿他們健康，希望和幸福，因為我是喜樂，生命，平安和光

明的上帝。 （113,60） 

350. 是的，人民：我是你的開始和結束，我是阿爾法和歐米茄，雖然我還沒有告訴你或揭示我

為你的精神所保留的所有教義。當你離這個世界很遠的時候你會知道的。 

351. 我現在有許多新的教訓要向你揭示，我將繼續為你提供你能夠擁有的東西而不會變成虛榮

或者讓你在人性之前以優越的方式提升你自己。你們已經知道那些虛榮無功的人會被同樣的虛

榮摧毀他們。這就是為什麼我教你默默地工作，以便你的作品以他們的果實產生愛。 （106,46） 

352. 你仍然缺乏對許多啟示理解注定要成為你知識的一部分，但是人們應該只對上帝有所幫助。

當有人表達他的慾望解釋它們，或試圖滲透它們時，他立即被烙上褻瀆神明的品牌，或者被判

斷為魯莽。 （165,10） 



353. 你必須學到很多東西才能對我的靈感和我的呼喚保持敏感。有多少次你感覺到了精神的振

動沒有正確地理解那是對你的召喚？這種語言讓你感到困惑，以至於你無法很好理解它，並你

最終將精神表現歸因於幻覺或物質原因。 （249,24） 

354. 不要發現它令人驚訝，擁有 所有創造的東西所有我會出現在你要愛之前 ; 我是溫柔和謙卑

的上帝。我沒有來展示我的偉大，相反，我隱藏了我的完美和我的王權，更接近你的心。如果

你看到我所有的光彩，你會為你的錯誤哭泣多少！ （63,48） 

355. 感覺我非常接近你，證據我給了你在你生命的艱難時刻。我希望你能讓你的心靈成為我的

居所，這樣你才能感受到我在那裡的存在。 

356. 為什麼當我在你體內時你無法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人在大自然中尋求我，有些人只是感

覺我超越了物質，但我真實地告訴你，我無處不在。我無所不在。當我也在你的生命中時，為

什麼你總是在我身邊尋找我？ （1,47-48） 

357. 即使世界上沒有宗教，仍然它是足夠只需要專注於你的存在深處就能找到我在你內心的存

在。 

358. 我也告訴你，你可以觀察生命中你能找到的知識書，這本書在每一步都打開了最美麗的頁

面和最深刻的教訓。 

359. 那麼你會明白，它是不對為世界被迷失當它承擔道路在它心上行走時，也不應它被無知的

黑暗所混淆當它生活在這樣的光中時 。 （131,31-32） 

360. 今天我使我的宇宙語言被所有眾生聽到，告訴他們雖然我在你們每一個人中，但沒有人應

該說上帝在人裡面，因為它是眾生和一切創造的是在上帝裡面。 

361. 我是主，你是生物。我不想叫你僕人，而是孩子 ; 然而，認識到我在你面前。愛我的意志，

尊重我的律法，知道在我所設計的東西中，沒有任何不完美或錯誤。 （136,71-72） 

362. 我為了愛你而形成了你，也讓我感到被愛。你需要我，就像我需要你一樣。那些人說我不

需要你的不說實話 ;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永遠不會創造你，我也不會讓我自己倒成男人用這種

犧牲來拯救你，而這種犧牲是愛的一個很好的證據。我會允許你迷路。 



363. 然而，你必須認識到，如果你被我的愛所滋養，它唯一是正確的你奉獻同樣的東西你向父

親，因為我繼續對你說：“我渴望，渴望你的愛。”（146， 3） 

364. 你怎麼能認為我少愛最受苦的人？你怎麼能把你的痛苦當作我不愛你的標誌？如果你知道

我來的確是出於對你的愛。難道我沒有告訴過你，義人已經得救了，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嗎？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生病了，並且在你的良心之光下進行檢查，你就要判斷你自己是罪人，請確

定我來是為你。 

365. 如果你相信上帝曾經哭過，真的我可以告訴你，那不是為了那些享受他的榮耀的人，而是

為了那些失去和哭泣的人。 （100,50-51） 

366. 我的豪宅是為你準備 ; 當你到達它時，你會真正享受它。父親怎麼能住在皇家住宿裡，品

嚐美味的菜餚，知道祂自己的孩子就像乞丐一樣在祂自己家門口的？ （73,37） 

367. 了解律法，愛正義，實踐愛和慈善，允許你的靈魂自由提升它自己到豪宅的聖潔，你就會

愛我。 

368. 你想要一個完美的模型，你應該做什麼以及你應該做些什麼來接觸我？模仿基督，愛我在

祂裡面。通過祂尋求我，通過祂神聖的腳步來到我身邊。 

369. 但是，不要通過祂的人的生命或祂的形象愛我，或用儀式和形式代替祂的教訓，因為你將

永恆化你自己在你的分歧，你的仇恨和在你的狂熱。 

370. 愛我在基督裡，但在祂的靈裡，在祂的教義中，你將遵守永恆的律法，因為在基督裡有正

義，愛和智慧，我向人類表明我的靈的存在和無所不能。 （1,71  -  72） 

人類和他們的命運 

371. 自從很久以來你和我在一起，很久以前你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什麼，因為你已經允許造物主

存放在你身上的許多屬性，力量和禮物在你的生命中保持沉睡。你對精神和良心都是睡著了，

正是在那種屬靈的屬性中，人的真正偉大才能存在。你模仿這世界的存在，因為他們在這裡誕

生，在這裡他們死了。 （85,57） 



372. 主人問你們，親愛的弟子們：什麼是你們的在這世界？所有你擁有的父親都給你在地球上

過度時使用當你的心臟跳動。如果你的精神來自我的神性，如果它是天父的氣息，如果它是我

的靈的原子的化身，並且如果你的身體也是在我的律法中形成的並且作為你的工具委託給你的

精神 - 然後，我非常愛的孩子，沒有什麼是你的。所有的創造都是父親的，你已成為它的臨時

持有者。請記住，你的物質生命只是永恆的單一步，是無限光的一線，因此你必須出席永恆的，

永不死亡的，那就是精神。 （147,8） 

373. 讓它是精神指導思想，而不是思想，獨自指導由一顆雄心為人類榮耀引導你的生命。 

374. 明白如果你希望受到大腦命令的指導，你就會筋疲力盡，無法去超越地方它微薄的資源帶

給你的 。 

375. 我告訴你，如果你渴望知道為什麼你感受到鼓舞去做善事，你的心被慈善激化，允許你的

心和理解被精神指導，你會被你父親的力量所震驚。 （286,7） 

376. 它是正確的它是種精神揭示了智慧向人類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給光對靈魂（精神）。 

377. 許多人不明白我告訴你的是什麼，因為你的生命秩序已經被改變了很長時間。 （295,48） 

378. 明白，哦，門徒， 靈性使得良心能夠更清楚地表現它自己出來，並且他知道如何傾聽這種

明智之聲的人不會被愚弄。 

379. 與你的良心保持親密，它是一個朋友的聲音， 通過它主照亮祂的光，現在作為父，現在作

為主，現在作為法官。 （293,73-74） 

380. 在重讀我的話語時不知疲倦，因為它就像一隻看不見的鑿子一樣，它會磨光你性格的粗糙，

直到你被準備好處理你兄弟最微妙的問題為止。 

381. 在他們身上，你會發現悲傷，贖罪和恢復原狀，其原因可能非常多樣化。有些人的起源不

難理解，但有些人你只會通過直覺，啟示或精神視覺來發現，因此能夠減輕你兄弟的沉重負擔。 

382. 這些禮物只有實踐神童在將他付諸實踐是受到為他同胞的慈善的鼓舞時才能帶來。 

（149,88） 



383. 那麼人們稱之為超自然的是什麼，如果所有我和我的作品都是自然？難道不是那些超自然

的邪惡和不完美的人的作品，因為它們源於他們所做的，並擁有他們所做的屬性，它應是自然

的對男人總是要做善事？在我所有人都有一個深刻而簡單的答案，沒有任何是在黑暗中。 

384. 你稱所有你不知道或包裹在神秘的為超自然，但是當你的精神通過功績獲得它的高度，並

且它不被 看到之前時，它會發現創造中的一切都是自然的。 

385. 如果你已經預測了人類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所取得的進步和發現，那麼科學家們甚至

會懷疑並認為這種奇蹟是超自然的。現在你已經進化了，一步一步跟隨人類科學，你仍然對它

們感到驚嘆，但把它們視為自然的作品。 （198,11-12） 

386. 我必須告訴你，你不應該相信精神在地球上擁有人體和生命以進化是不可或缺的 ; 然而，

他在這個世界上所獲得的教訓對他的完美無疑是有益的。 

387. 肉體幫助精神在他的進化，他的經歷，他的贖罪和他的掙扎中。這是與之相對應的任務，

你可以證實我在神性的這種表現通過人的理解，我已經開始利用它作為傳遞我信息的手段。要

明白，不僅精神，甚至物質形式的最小細節都是為了精神目的而創造的。 

388. 我來提醒你並呼喚你的精神，以便通過克服主導他的材料的影響，他可以利用他的直覺禮

物使他的光達到心靈和思想。 

389. 這盞燈標誌著你的靈魂走向自由的道路！這種學說為它提供了提升它自己超越人類存在的

手段，並成為其所有作品的指南，並且主宰它的感情，而不是低級激情的奴隸或弱點和苦難的

受害者。 （78,12-15） 

390. 誰但除了我能控制靈魂並統治他們的命運？沒有人 ; 因此，那些希望統治的人試圖篡奪主

的位置，根據他們自己的隨意，野心，虛榮和傾向為他們自己創造一個王國 ; 材料的統治，低

激情和卑鄙的情緒。 

391. 你不能把你自己強加於良心上，因為它包含了完美的正義。在靈魂中，只有純潔才能對高

貴的纖維產生力量，只有善良的才能使它們發揮作用：總之，精神只能靠真理和善良來養活。 

（184,49-50） 



392. 如果我為了男人享受而在地上製造了一切，那就永遠為了你的利益而使用它 ; 不要忘記，

在你內心是一個聲音，告訴你你可以採取大自然為你提供的限制，並且必須遵守內心的聲音。 

393. 正如你尋求一個家，住所，寄託和滿足一樣，使你的身體存在更加愉快，你也必須承認精

神其進步和幸福所必需的。 

394. 如果它被真正住所所在的上級地區所吸引，那就讓它起來，不要囚禁它：它尋求我得到滋

養和加強。我告訴你，每當你允許它以這種方式釋放它自己時，它會幸福回歸它的外殼。 

（125,30） 

395. 精神希望生活，它尋求它的不朽，它希望淨化和淨化它自己，它渴望知識和渴望愛。讓它

思考，感受和工作。允許它花費你的一部分時間來表現它自己並享受它的自由。 

396. 在這一生之後，在你所有的世界中，只有你的精神才會存在。允許它聚集並囤積美德和優

點，以便在它解放的時刻，它不像是乞丐在應許之地的大門前的。 （111,74-75） 

397. 我不希望再恢復原狀或痛苦給你。我希望所有我的孩子的靈魂能夠用他們的亮光照亮我的

王國，就像那些為穹蒼增添美麗並為你父親的心帶來歡樂的星星。 （171,67） 

398. 因為有一段時間他們之間存在敵意，所以我的話要使精神與物質相協調，這樣你就可以知

道你所認為的身體是一個障礙和誘惑對精神的道路，身體可以成為在地球上你實現的最好工具。 

（138,51） 

399. 盡量在精神和肉體之間創造和諧，這樣你就可以輕鬆地遵守我的指示 ; 用愛來使身體屈服 ; 

必要時要有武力 ; 注意不要讓狂熱使你失明，以免對它採取殘忍行為。讓你存在只為一個意志。 

（57,55） 

400. 我不只告訴你只淨化你的靈魂，而是要加強你的身體，以便來自你的新一代可能是健康的，

他們的精神將能夠完成他們的精緻使命。 （51,59） 

401. 我希望你能夠建立一個相信上帝的家園，這些家庭是愛，忍耐和利他主義實踐的寺廟。 

402. 在他們中間，你們應該成為孩子們的老師，你們應該以溫柔和理解圍繞他們，觀察他們並

註意他們的每一步。 



403. 要慷慨地愛對那些有美麗天賦的人，和那些顯然有不愉快存在的人。美麗的面孔並不總是

同樣美麗的精神的反映，而另一方的醜陋可能隱藏了精神的美德你應該重視。 （142,73） 

404. 認真思考追隨你的後代。想想你的孩子，你必須給予他們屬靈的生命，即信仰，美德和靈

性，正如你賦予他們物質存在一樣。 （138,61） 

405. 保持對家庭美德和家庭安寧的守夜。看看即使是最貧窮的窮人也可以成為這個寶藏的主人。 

406. 認識到人類大家庭是精神家庭的代表 ; 在它，這個人被皈依為父親，與他的天父有著真正

的相似之處 ; 女人，她的母性心中充滿了愛，是神聖母親的形象，那家庭他們形成的用他們自

己的結合是造物主精神家庭的代表。 

407. 當父母知道如何準備他們自己時，家就是寺廟，你最好學會遵守我的法律。 

408. 父母和孩子的命運在我身上。然而，一些人在他們的使命和他們的恢復中互相幫助。 

409. 噢，如果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彼此相愛，十字架會有多麼輕盈，存在多麼容易。即使是最偉

大的試探也會因情感和理解而減少。他們接受神聖意志將補償他們得到和平 。 （199,72-74） 

410. 研究你周圍的精神和穿越你生命道路的精神，這樣你就可以欣賞他們的美德並接受他們帶

給你的信息，或者你可以給他們那些他們必須從您受到。 

411. 為什麼你沒有想到你的同伴那些命運已經放在你的道路上？你已經關閉了你的心門對他們，

沒有意識到他們必須帶給你的教訓。 

412. 你多少次拋棄那個為你的靈帶來平安和希望的信息的人，然後抱怨當你自己已經充滿了苦

澀的杯子。 

413. 生活命有意想不到的變化和驚喜，如果明天你焦急地尋找你今天傲慢拒絕的人，你會怎麼

做？ 

414. 請記住，它是可能你今天拒絕和蔑視的，是明天你焦急地尋求，但很多時候為時已晚。 

（11,26 -  30） 



415. 宇宙為你提供了多麼美好的和諧榜樣！閃耀充滿生命的空間中振動的天體，由其他身體盤

旋。我是神聖而閃耀的明星，賦予生命和溫暖靈魂，然而，有許少人留在他們的道路上，以及

有許多人在他們的軌道外旋轉。 

416. 你可能會說物質明星不享有自由意志，而男人，則因此而離開了這條道路。這就是為什麼

我說掙扎對於那些擁有自由意志的禮物，使其受制於與造物主和諧的法則的精神是如此有價值。 

（84,58） 

417. 沒有人稱他們自己為這種屬靈教導的學生，他們抱怨父在物質生活中貧窮，或缺乏其他人

所擁有的許多舒適，或遭受匱乏和剝奪。那些悲傷是由這些材料所產生的，正如你所知，它只

有一種存在。 

418. 你的靈沒有權利這樣對他們的父說話，也沒有權利對他們自己的命運表示不滿或褻瀆，因

為每一種精神，在它在地球上的廣泛旅程中，都有著豐富的經驗，樂趣，以及人類的滿足感。 

419. 精神的非物質化開始於一段時間之前，在其中，你不願忍受的痛苦和貧窮使你心痛，這有

助。所有精神和物質產品都具有你必須認識到的重要性，這樣你就不會剝奪它們的價值。 

（87,26  -  27） 

420. 每個生物，每個人，都有一個設定的， 不容他錯過的地方 ; 但是，他也必須不佔一個與他

無關的地方。 （109,22） 

421. 你為什麼害怕未來？您是否未能利用您的精神積累的過去經驗？你會留下收穫不收穫嗎？

不，門徒，明白沒有人可以歪曲他自己的命運，他只能推遲他自己的勝利時刻，只增加悲傷已

在路上的。 （267,14） 

422. 父親的王國是他所有孩子的遺產。通過精神的優點獲得恩典是必不可少的。我不希望你看

到你無法達到恩典讓你更接近我 。 

423. 不要悲傷在聽到我的話語， 應許之地將通過偉大的工作和努力，要很高興，因為他指導他

的生命的人不會遭受失望或感到被欺騙。對於那些尋求世界榮耀的人來說，經過多次努力，他

們沒有獲得 ; 或者那些獲得它們的人，很快受苦看到它們消失直到他們什麼也沒有。 （100,42-

43） 



424. 我給你鑰匙，打開你永恆的幸福大門。這些鑰匙是愛：從中流動慈善，寬恕，理解，以及

你必須通過生命的謙卑與和平。 

425. 你的精神幸福有多大！當它占主導在物質並享受聖靈之光時， （340,56-57） 

426. 這個地球，總是發送到超越精神收穫那是生病的，疲憊的，困惑的或沒什麼進步的，很快

就能給我提供值得我愛的果實。 

427. 當你過著健康和高尚的生命時，疾病和痛苦會從你的生命中流放出去，當死亡來臨時，它

發現你準備為進入精神大廈的旅程 。 （117,24  -  25） 

428. 不要削弱，哦，精神， 我特別指導我的話語對你 ; 在路上堅持，你就會知道和平。真的，

我告訴你，所有人都注定要知道幸福。如果你沒有被創造與我分享榮耀，我就不會成為你的父

親。 

429. 不要忘記，但是，為了你的快樂是完美的，你必須一步一步地培養你的功勞，以便你的靈

魂來到我，感覺配得上神聖的賞賜。 

430. 看我如何幫助你並陪伴你一路走來？完全相信我，知道我的使命和我的命運與你的連結。 

（27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