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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啟示 

基督的屬靈工作 

耶和華如此說： 

1. 享受我的同在，親愛的人，在你們的心中慶祝，並因幸福而戰栗，因為你們終於看到了主的

日子降臨。 

2. 你擔心這一天的到來，因為你仍然像古人一樣思想，你父親的心是報復的，它對收到的罪行

抱有怨恨，所以會帶來鐮刀，鞭子和苦澀的杯子為那些經常犯罪的人進行報復。 

3. 但是，在上帝之靈中，憤怒不能存在，也不能憤怒或厭惡，如果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哭泣和哀

嘆，那不是因為父親給了他們那些果實吃或者從那個杯子裡喝它們，現在人類現在收集了它自

己的作品所播種的收穫。 

4. 確實，在這個時代釋放出來的所有災難都是在此之前被預言的，但是不要認為這是因為它們

被宣布了你的主將它們作為一種懲罰 ; 相反，在所有的時代，我都保護你免受邪惡和誘惑，並

幫助你在跌倒後再次站起來。此外，我已經為您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手段，以便您可以自救。但

是，要認識到你對我的電話一直不信和耳聾。 （160,40-41） 

5. 禍對那些人在這個時候不掙扎亮他們的燈，因為他們必丟了。這就是為什麼，這是光的時候，

到處都是陰影。 

6. 你知道，從我自己的話說，我選擇了這個國家在我的第三次降臨中表現我自己，但原因， 不

為你所知，這對你來說是一個謎。然而，主不希望有秘密從祂的門徒，來揭示你必須知道的一

切，這樣你就可以正確回答那些可能會問的人。 

7. 我已經看到地球這個角落的居民一直愛著我並向我尋求幫助，即使他們的崇拜並不總是完美

的，我也得到了他們的意圖和他們的愛，就像一朵香花純真，犧牲，和痛苦。 一直出現在我神

聖的祭壇上。 



8. 你已準備在第三時代完成這項偉大的使命。 

9. 今天你知道，在你的懷抱中，我使以色列人民轉世 ; 這我告訴你。要明白，在你的存在中呼

吸的種子，以及內在光線引導你是同樣的我在第一時代次在雅各家之後傾倒出來的。 

10. 你是屬靈的以色列人，你靈性上擁有亞伯拉罕種子，以撒和雅各的後裔。你是被祝福樹的

分支，為人類提供了陰影和果實。 

11. 這就是為什麼我把你的名字命名為我的第一個出生，為什麼我在這個時代找你出來向你顯

示我對世界的第三個啟示。 

12. 這是我的意志那以色列人再升起在精神從人性中，以便他們可以看到肉體真正的複活， 。 

（183,33-35） 

13. 你有沒有想過，或許，我會把我的話語傳給世上所有的人民？不，在那，我的表現就像過

去那樣。通過向一群人展示我自己，這些人被給任務傳播我的信息中收到的好消息和種子。 

（185,20） 

14. 讓其他國家喚醒到新時代，正如他們考慮被水域摧毀的地區，被戰爭摧毀的國家和摧毀生

命的瘟疫。那些人在他們的知識中自負，在宗教的輝煌中昏昏欲睡的人，不會認識我的話語通

過這種卑微的方式，也不會感受到我在精神上的表現 ; 因此，地球必須首先被震動，大自然會

對人說：時間到了，父已經到了你們中間。 

15. 為了讓人類醒來，讓他們睜開眼睛，接受我是已經到達的那個人 ; 首先，人的力量和驕傲會

被觸動，但你有任務是保持警惕，祈禱並準備你自己。 （62,53） 

16. 我曾在那個時代答應過你，回歸人類，在這裡，我實現了這一承諾，即使已經過了許多世

紀。你的精神渴望我的呈現在他的對和平願望，對真理的渴望，對知識的懷念，以及我的靈降

臨，使你聽到教導按照你生活的時期 。人們怎麼能希望像以前一樣繼續生活直到目前？ 它不再

是時間為他們停頓在精神上處於停頓狀態，昏昏欲睡在儀式和傳統的實踐中， （77,19） 

17. 世界上許多公認智慧的人將無法認出我以這種形式並會否認我，但不要讓你感到驚訝，因

為我很久以前就已經向你宣布了這一點他說：“父親，你是有福的，祂向謙卑的人顯明了你的

真理，保持它遠離智慧和知識淵博的人。” 



18. 但它不是我向任何人隱瞞我的真理。相反，那些人乾淨在他們的理解，在貧窮和渺小中的

可以感到我更好，而學術上的人卻無法理解或感受到我，因為他們的思想充滿了理論，哲學和

某些信仰。但真理是為每個人，而且會在指定的時間到達每個人。 （50,45） 

19. 他知道我的律法但隱瞞它的人不能稱為我的門徒 ; 傳遞真理的只用嘴唇而不是用心的人並不

是在模仿我。那些人談論愛但卻以他的行為來證明相反的人是我的教訓的叛徒。 

20. 那無視瑪利亞的純潔和完美的人是遲鈍的，因為在他的無知中，他藐視上帝，否認他的能

力。在第三時代否認我的真理並拒絕精神不朽的人，正在沉睡，並且不記得過去時代的預言，

這些預言宣布了人類在此期間所生活的啟示。 （73,28-29） 

21. 他們來測試我，希望展示你那你是錯誤的。如果我不給他們我的名字，他們會說那 不是我

[誰說話] ; 如果我回答他們的惡意問題，他們會更加強烈地否認我。 

22. 所以我要告訴他們：他希望進入光明王國的人需要用他的心去尋求，但他希望生活否認我

的人，必將神聖的智慧否定於他自己的精神，導致所有的明確和明亮的啟示對他來說既秘密也

神秘。 （90,49-50） 

23. 現在，我在你們中間旅行，就像我在那個時代所做的那樣，但是當我停止對你說話的時候，

人類還沒有感覺到我的呈現。 

24. 從這座山上，從我看到你的地方，發給你我的話，我必須在我離開的前夕驚呼：“人性，

人性！你不知道在你們中間有誰！“就像在第二個時代，在瀶近我死，我從山上想到了這座城

市，在淚水中哭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們還不知道善良的人你們有過的“ 

25. 它不是世界我所哭泣的，它是人類的精神仍然沒有光明，並且在達到真理之前還有許多哭

泣。 （274,68-69） 

26. 許多世紀已經過去了自從我通過耶穌賜給你我的話語和我最後的建議之日起。今天，我作

為聖靈出現在你面前，履行我對你的承諾。 

27. 我沒有來成為人。我是精神上來的，只有那些準備的人才能感知到我。 



28. 當你相信我的話並跟隨我時，別人不接受我的表現並否認它。我不得不給他們很好的試探，

並且感謝由於它，我克服了他們的懷疑。 

29. 我一直向你表達的愛和忍耐使你明白，只有你的父能愛你並以這種方式教導你。我看著你，

照亮你的十字架，這樣你就不會跌倒。我讓你感到我的平安，讓你走在充滿對我信任。 （32,4） 

30. 我的話，我今天的演講，顯然只為你，但我確實說它為每個人，因為它的智慧和愛擁抱了

整個宇宙 ; 它統一了所有的世界和所有化身和無形的精神。請到附近如果你需要我 ; 如果你感到

迷茫，請尋找我。 

31. 我是你的父親，祂知道你的痛苦並且來安慰你。我來灌輸我的愛，你需要這麼多為你自己，

並在你周圍傳播。 

32. 如果你真正認識到我的存在通過智慧那我表現出來通過這些才能的，那麼也要認識到現在

是在精神道路上開始建設性工作的時刻。 

33. 哦！如果僅所有被召喚的人都會參加，我真的會說主的桌子上充滿了門徒，所有人都會分

享同樣的營養！但並非所有受邀者都來了 ; 他們假裝其他職業，將神聖的召喚降級到第二位。 

34. 那快速到來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得到了獎賞。 （12,76-80） 

35. 並非所有在這個時代都收到禮物的人都在這裡聽我說話 ; 看看桌子上有多少空位，因為我的

許多學生，在獲得福利後，已經逃離了他們的職責和任務。哦，如果他們只知道地球上的這些，

那麼在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他們的靈魂對我的承諾！ （86,43） 

36. 我將留給你的第三聖約當你還沒有理解前兩聖約時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做好了準備，那麼

我的話就沒有必要物質化，因為我會在靈性上與你說話，你會用你的愛回應。 （86,49） 

37. 這是第三時代的亮光 ; 但是那個人說不是上帝跟你說話，而是這個人，請他接受考驗，因為

我實在告訴你：雖然我神聖的光芒並沒有激發他的思想，即使你威脅他死亡，你不能迫使他出

來本質和真理的話。 

38. 沒有什麼奇怪的那在同樣的方式，靈魂利用他們的身體說話和表現他們自己，一瞬間他們

與他們分開，以便在他們的位置表現出所有靈魂之父：上帝。 



39. 我來找你，因為你不知道如何接近我，我告訴你，到達父親最令人愉快的禱告就是在你的

靈裡沉默。那個禱告吸引了我的光線，你通過它聽我說話。它不是讚美我神性的讚美詩或文字。 

（59,57-59） 

40. 你不能說我的話不清楚，或者說它有不完美之處，因為從來沒有任何混淆可以從我這裡繼

續。如果在其中你發現任何錯誤，將其歸因於對發言者的誤解，或歸因於你自己的誤解，而不

是歸於我的學說。歪曲我話語的演講者有禍了。禍對那報告錯誤並褻瀆我教訓的，因為他的良

心會不斷受到困擾，失去他靈魂的寧靜。 （108,51） 

41. 為了取悅你，我告訴你，如果你不想讓我利用有罪的屍體給你我的愛，請告訴我一個公正

和潔淨的人 ; 指出一個你能夠愛的人，我向你保證我會用他。 

42. 明白我利用罪人來吸引罪人，因為我沒有來拯救義人，他們已經處於光明的境界。 （16,25） 

43. 觀察這種種子，儘管你的種植很差，但不會死亡。看看它如何繼續戰勝黑暗，困境和試探，

同時繼續日益成長和發展。為什麼這粒種子不會死？因為真理是不朽的，所以它是永恆的。 

44. 出於這個原因，你會看到，當這個學說似乎消失時，新的和肥沃的爆發將會湧現，以幫助

人們在靈性道路上向前邁出一步。 （99,20） 

45. 分析我的課程，然後告訴我這個教義是否可以被你的任何宗教所接受。 

46. 我向你揭示了它的性質及其宇宙的本質，它不僅適用於人類的某些部分，也適用於某些民

族，但超出了你們世界的範圍，包括所有無限，以及 所有住所上帝的兒童居住的就像這個世界

一樣。 

47. 看看我的話語，不是，不可能，是一種新的宗教 ; 這項工作是一條光明的道路，所有的想法，

信仰和宗教必須在靈性上團結起來，來到應許之地的大門。 （310,39） 

48. 我的教導，通過它你的精神得到滋養，使你成為教師，聖靈的忠心使徒。 

 



49. 我將把你作為我的幫助者呈現在人類面前。作為第三時代的精神三位一體的瑪麗安信徒， 

靈性主義者，因為你將更多的屬靈魂而不是肉體 ; 作為三位一體論者，因為你已經在三個時代

收到了我的表現 ; 作為瑪麗安人，因為你愛瑪麗，你的宇宙母親，她是看護你的人，這樣你就

不會在旅途中減弱。 （70,36） 

50. 那些人通過人類理解聽到我的話的人將不會是唯一被稱為這個人的孩子，因為所有那些擁

抱他們的十字架的人，所有熱愛這個法律並傳播其種子的人都將被稱為勞動者在我的田地裡，

我的工作的使徒，和這些人的孩子，即使他們沒有通過這種表現聽到我。 （94,12） 

51. 你怎麼能想到，因為你聚集在不同的地方，你因此而遠離彼此？只有無知才能阻止你意識

到使主的所有孩子團結起來的精神紐帶。 （191,51） 

52. 當你訪問一個或另一個會場時，當你通過各個發言人聽到同樣的話時，你的心中充滿了喜

樂和信心，你把這一課作為這些會眾的真實證據。在靈性上團結一致。但是當你目睹一種不足

的表現時，你會感到心中有傷，並且你明白那統一必須存在這個人 不存在於那裡，或者是沒有

表現。 

53. 我希望你能成為我的善良和謙卑的門徒，他們不會在會眾中貶低高級職位或榮譽，但他們

的目標只是通過美德和跟隨我的教導來獲得完美，以便你的生命可以成為榜樣。如果你不具備

獲得它們的優點，那麼擁有等級，頭銜或名稱會有什麼作用？ （165,17） 

54. 我的工作不僅是眾多學說中的一個 ; 它不僅是世界上許多教派之一。我帶給你的這個啟示是

永恆的律法，但你因為缺乏靈性和理解而歪曲了它，因此混合了許多儀式和雜質。你在我的學

說中添加了多少練習，並且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由我啟發或命令的？ （197,48） 

55. 你將進入一個疲倦了表面崇拜的人類的懷抱，厭倦了宗教狂熱，所以我告訴你，你所帶來

的靈性信息將會像冷卻和清新的露水一樣到達他們的心中。 

56. 如果你帶著狂熱的邪教和反對靈性的行為，你認為世界會認出你是神聖信息的承擔者嗎？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他們會帶你去一個新教派的狂熱分子。 

57. 面對我與你交談的清晰度，有些人問我：我們怎麼可能忽略 Roque Rojas 留給我們的許多

做法？ 



58. 我回答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第二時代給你的例子，當我讓人們明白，在遵守儀式，形式，

傳統和聖日時，他們忘記了法律所必要的本質。 

59. 我提醒你你的主的行為，這樣你就會明白你現在應該忘記傳統和儀式，即使你是從羅克羅

哈斯那裡學到的，就像當時的人們從摩西那裡繼承了他們一樣。 

60. 我不是意味這樣說，他們教你一些錯誤的東西。不，他們需要重複符號和行為，以幫助人

們理解神聖的啟示，但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就必須抹去任何無用的形式或符號，讓真理之光

閃耀。 （253,29-32） 

61. 那些不理解我的律法的僕人對我的心造成了多大的痛苦，那些已經準備和奉獻的人所造成

的痛苦現在給了懷疑和不確定因為他們的誤解和自私，他們說我會在人民中待一段時間 ; 為了

回應他們的人類意志，我的宇宙射線將再次下降，並且我將繼續表現更長一段時間。 

62. 這就是為什麼我曾經問過：我什麼時候在我的話語中表現出優柔寡斷，不確定性或分裂意

志？決不。為那我會停止完美，我將不再是你的上帝和你的創造者。 

63. 在我裡面有決定和一個單一意願 ; 因為這個原因，我在充滿光明的白日子裡說話，這樣所有

人都可以感受到我的力量和存在，所以他們的精神可能會認識到我通過人類理解的渠道給你的

真理和話語。 

64. 主告訴你：人們建造了房屋，並將它們命名為寺廟，在那些地方，人們進入並奉獻崇敬，

狂熱和偶像崇拜，並崇拜他們自己製造的東西。這在我眼中是可惡的，因此我很高興從以色列

人那裡拿走你在開始時聽到和知道的一切，這樣你就會失去你的狂熱。 

65. 以色列人的禮拜儀式應為人類所知，不得封閉，因為他們應該庇護弱者，迷失者，疲倦者

和病人。通過你的準備，為了你順從我至高無上的旨意和尊重我的律法，我將使我自己被知道

在我神性真正的門徒的作品中 。 

66. 不要擔心一路上出現虛假的發言人，虛假的導遊和虛假的工人，或者說他們褻瀆的嘴唇對

人民說我的話語和我的宇宙的光芒仍然在人民之間正如教義。 

67. 我將告知冒名頂替者：他們沒有履行法律根據我的意願 ; 他們只表現出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會讓他們所做的工作被知道，以及他們所準備的法律 ; 他們將是不被知道和流放的。 



68. 雖然試探使他們陷入它的網中，但我會保留神聖的恩典和權力，所以所有尋求他們的人都

不會在他們的靈裡感受到我聖靈的恩典。 （363,52-56） 

69. 如果不宣稱你是我的使徒，你就是這樣。雖然你是老師，但你會稱你自己為學生。 

70. 不要穿與眾不同的衣服。不要隨身攜帶書籍 ; 不要建立禮拜場所。 

71. 你不應該在地球上擁有我工作的中心或基礎，也不應有任何人代表我。 

72. 到目前為止[1950 年之前]的指南是最後的指南。祈禱，靈性和我的教義的實踐將引導眾人

走上光明的道路。 （246,30-31） 

73. 我問我的門徒，它是否是公正，為完美的工作，就像我來揭示的那樣，被帶到人類面前，

只是讓它被判斷為虛假，或者擁有它被視為僅僅是“再一次”出現的教義和理論，它們的產生

作為這些時代的精神混亂的結果？ 

74. 它是否是對的那你，我所愛的人，以及我通過我的話準備好的，你的見證是否乾淨，是你

自己的錯誤的受害者，落入地上的正義之手。或者你受到迫害，被分散因為你被認為對你的兄

弟有危險？ 

75. 你認為我的學說，正確實踐，可以帶來這些東西？不，門徒。 

76. 請允許我這樣跟你說話，因為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明天，當我停止以這種方式對你說話時，

你會知道為什麼並會說：“主很清楚知道那弱點我們會遭難 ; 沒有什麼可以逃避他的智慧。

“（252,26-27） 

77. 我正準備你為那時候，當你不再聽見我的話 ; 因為人們會稱你為沒有上帝的人，沒有聖殿的

人 ; 因為你沒有豪華的地方可供崇拜我，也不會在儀式上慶祝，也不會在圖像中尋找我。 

78. 然而，我將留下一本書，作為試探中將成為你堡壘的意志，以及指導你步伐的道路。今天

你通過演講者聽到的這些話，明天就會從經文中跳出來，這樣你就可以再次享受它們，這樣他

們就會被群眾所聽見那個時代。 （129,24） 



79. 我要給人類留下一本新書，一本新約：我在第三時代的話語，神聖的聲音向人類講第六封

印章開啟。 

80. 它是沒有必要那您的姓名或你的作品無需傳入歷史。我的話語在這本書中作為一個充滿活

力和清晰的聲音，永恆地對著人類的心靈說話，我的人民將在他們的靈性道路上留下他們走過

的印記。 （102,28  -  29） 

81. 我的話語所顯示的聚會場所成倍增加，每一個都像一個真正知識的學校，在那裡，彌補我

的門徒的群眾聚集在一起，渴望學習新的教訓。 

82. 如果每一個這些會眾給見證從我的慈善受到福利，那麼這些神童的見證將永遠不會結束。

如果你不得不聚集在一本書對我已經通過我的所有發言人說過，從我的第一句到最後一次，這

將是一項你永遠無法完成的任務。 

83. 然而，通過我的人民，我必須把一本書帶給人類，其中包含我的話語的本質，以及我在你

們中間所做的工作的見證。不要害怕把你自己投入這項任務，因為我會激勵你，以便在那本書

放置在不可缺少的教義。 （152,39-41） 

84. 這個詞的本質並沒有變化自從開始它的表現當我通過 Damiana Oviedo 的頻道講話時。我

的學說仍然是同樣的。 

85. 然而，這些詞的本質在哪裡？它成了什麼？記錄這個時代的第一部神聖信息被隱藏起來，

在它中我將聖言傾注在你身上。 

86. 有必要這些教訓發出光明，以便明天你知道如何就這種表現的開始作見證。因此，您將知

道我的第一課及其內容的日期，以及我在 1950 年（即標誌為此期間結束的那一年）給您的最

後一課的日期。 （127,14-15） 

87. 你必須與那些隱藏我的話並摻雜我的教訓的人說話 ; 以完美的清晰度與他們交談。我會幫助

你向他們展示你自己，因為是那些人導致我的工作受到審查和我的律法被改變了，因為他們在

我的工作中加入了不屬於那裡的。 （340,39） 

88. 我帶給你這個詞，你用你的語言聽過它 在你自己的語言; 但我告訴你後來將其翻譯成其他語

言的使命，以便所有人都知道。 



89. 通過這種方式，你將開始建立真正的以色列塔，這個塔將在精神上將所有國家統一為一體，

統一所有人為一體來到這個神聖，不可改變，和永恆的法律在這個世界你來通過耶穌的嘴唇知

道，當他告訴你，“彼此相愛” 。 （34,59-60） 

精神上的以色列人和猶太人 

90. 以色列我稱我聚集的人們圍繞我的新啟示，因為沒有人比我精神更好知道那住在第三個時

代所召集的人中的精神。 

91. 以色列是一個具有屬靈意義的詞，那是我給你的名字，以便你可以記住你是上帝子民的一

部分，因為以色列不是地球上的任何人，而是一個世界的精神。 

92. 這個名字將在地球上再次出現，但沒有錯誤，它的真正本質是精神上的。 

93. 你必須知道這個名字的由來和含義 ; 你相信你是那些人的孩子必須是絕對的，你需要完全理

解你從誰和為什麼你已經收到這個名字，這樣你就可以面對攻擊你將從那些給予它其他意義 的

以色列的名字。 （274,47-50） 

94. 我想要你的順服。我希望你們能夠形成一個堅強的信仰和靈性的人，因為正如我使雅各繁

衍所生的世代儘管巨大苦難那些折磨人民遭受的，我也會使你承受那種子來忍受在你們的掙扎，

這樣你的人民再次繁衍像天空中的星星或海邊的沙粒。 

95. 因此你有更全面的了解對你的命運，我讓你明白在屬靈上你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 ; 然而我告

訴過你不要宣布這些預言直到人類它自己發現他們 。 

96. 因為正如以色列人存在地上，就是肉體的猶太人，他們會否認你，並從你那裡取名，但這

不足以引起爭議。 

97. 他們對你一無所知，而你對他們了解很多。正如我向你們所啟示的，那些人民，在沒有和

平徘徊在他們的精神，一步一步地移動，不知道地向著被釘十字架的人被他們認可為他們的主，

在祂之前，他們將懇求寬恕這種忘恩負義等等。面對祂的愛時的固執。 



98. 我的身體被從十字架上取下來了，然而，對於那些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拒絕我的人，我仍然

被釘在那裡，等待他們覺醒和懺悔的那一刻給他們一切那我所帶給他們，但那他們不希望收到。 

（86,11-13） 

99. 在這個時代，不要模仿第二時代的猶太人，從他們的傳統主義，保守主義和狂熱主義中無

法消費彌賽亞帶來的來自天國的麵包他們等待了幾個世紀和幾個世紀，但是當時機成熟時，他

們無法認出，因為他們的唯物主義不允許他們看到真理之光。 （225,19） 

100. 你會看到你的兄弟們來自遙遠的土地和國家，尋求他們的屬靈自由。當以色列支派越過沙

漠時，他們也將從那個古老的巴勒斯坦來到這裡。 

101. 自從他們拒絕彌賽亞向他們提供他的王國作為新遺產的以來，他們的旅程一直漫長而痛苦。

但他們正在接近綠洲他們將休息並默想我的話語，以便在他們通過認可我的法律而得到加強之

後，他們可能會沿著長久被遺忘的道路為他們的進化設定的 。 

102. 然後你會聽到許多人會說你的國家是新的應許之地，即新耶路撒冷。但是你會告訴他們，

他們會發現超越這個世界的應許之地，並且為了達到它，人們必須在精神上穿越這個時代的大

沙漠之後。此外，你會告訴他們，這個國家只不過是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103. 但是，你們必須明白，我的人民，綠洲必須為疲憊的旅行者提供遮蔭，加上向渴望和尋求

庇護的人的嘴唇提供純淨和清新的水。 

104. 我說的陰影和水是什麼？這是我的學說，哦人民，我神聖的慈善教育。我在誰身上存下了

這豐富的恩典和祝福？在你們，哦人民，你們可以消除你們內心的所有自私，並在你們的每一

件作品中都像一面乾淨的鏡子。 

105. 如果通過你的愛，那些在靈性上沒有啟蒙並依附於他們的傳統的人能夠被皈依瑪麗安三位

一體的靈性主義學說，你的精神和心靈不會充滿喜樂嗎？如果舊以色列人民被新以色列人民顯

示出真正的道路，也就是說第一個人在最後一個人中獲得恩典，你們中間是否會有喜樂呢？ 

106.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東西使猶太人相信它應該打破古老的傳統，以達到其道德和精神的

進化。這些人相信他們遵守耶和華和摩西的律法，但實際上他們仍然繼續崇拜金牛犢。 



107. 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流浪人們停止向地球望去，抬起眼睛望看向天堂，尋找從一開始就

被承諾作為他們的救主，但他們拒絕了祂。被殺，因為他們認為祂很窮而且祂什麼都沒有。 

（35,55-58） 

108. 不要把它作為區分我從地球上的人中選出一群人 ; 我愛所有我的孩子，以及由他們組成的

所有人民。 

109. 每個人在地球上都有使命，以色列帶來的命運就是在人類中成為上帝的先知，信仰的燈塔

和通向完美的道路。 

110. 我第一時代提出的啟示和預言沒有被正確解釋，因為人類理解它們的時間尚未到來。 

111. 昨天，以色列是地球上的一個民族 ; 今天，它散落在整個地球上 ; 明天，上帝的子民將由

所有的靈魂組成，並與父親完美和諧，他們將形成神聖的家庭。 （221，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