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65 第三聖約 - 第 65 章 - 比喻，安慰和應許 

耶穌基督的啟示 

可憐的管理人員的寓言 

耶和華如此說： 

1. 一群飢腸轆轆，生病的，赤身裸體的人走近房子尋求慈善。 

2. 房子的主人不斷準備提供食物服務旅行者在他們桌子。 

3. 這些土地的所有者，地主和主人來到宴會的主持。 

4. 時間過去了，有需要的人總是在那所房子裡找到他們的寄託和庇護所。 

5. 有一天，店主注意到桌子上的水是混濁的，供應的菜餚不健康可口，桌布也染色了。 

6. 然後，他打電話給那些負責準備餐桌的人，並問他們：“你看過這些桌單，嚐過這些菜，喝

了這水嗎？” 

7. “是的，先生。”他們回答說。 

8. 在你把它們交給這些飢餓的人之前，讓你的孩子吃它，如果他們發現這些食物是好的，你可

以把它們交給遊客。 

9. 孩子們拿著麵包，水果和桌子上的任何東西，但味道不愉快，對主管的不滿和反叛，以及嚴

厲的抗議。 

10. 然後主人對等待的人說：來吧，在樹下等候 ; 我將為您提供我的花園的果實，以及滿足您口

味的美食。 

11. 對於監督人員，他說：清除被污染的東西，擺脫苦味你留在那些人口中被你欺騙的。為此

為我糾正，因為我命令你接受所有飢餓和口渴的人，並為他們提供最好的菜餚和乾淨的水，你

沒有遵守 ; 你的工作不喜樂我。 



12. 那些土地的主人隨後準備了他自己宴會，麵包令人滿意，水果健康成熟，水清潔爽口。然

後他邀請那些等待的人：乞丐，病人和麻風病人，他們都非常高興地吃著。很快他們就健康而

且沒有疾病，決定留在那個農場。 

13. 他們成了工人，開始在土地上工作，但他們是虛弱，並沒有讓他們自己受到主人建議的指

導。他們混合了不同的種子，農作物退化了。小麥被雜草嗆到了。 

14. 收穫的時候，主人再次走近，說道：你在做什麼？對你來說，我只照顧了接待訪客的房子。

你做的種植並不好。還有其他人負責土地。去清理荊棘叢和雜草的田地，然後回到照顧房子。

春天已經乾涸，麵包不健康，果實苦澀。像我對待你一樣對待旅行者，當你餵養並治愈那些來

到你身邊的人，當你讓你的兄弟的痛苦消失時，我會帶你到我的豪宅中休息。 （196,47-49） 

穿越沙漠到偉大城市 

15. 兩個旅行者沿著廣闊的沙漠走得很慢，他們的腳在燃燒的沙灘上痛苦不堪。他們前往一個

遙遠的城市，只有到達目的地的希望在艱苦的旅程中鼓勵他們，他們的麵包和水幾乎已經耗盡。

兩個人中的年輕人開始變弱，他請求他的同伴獨自繼續旅行，因為他的力量使他失敗了。 

16. 年長的旅行者試圖鼓勵這個年輕人，告訴他也許他們很快會找到一片綠洲來恢復他們失去

的力量，但後者並沒有放進心。 

17. 他想把他留在那個寂寞的地方，但儘管又疲憊不堪，他把沮喪的同伴放在肩上，艱苦地繼

續旅程。 

18. 當這個年輕人休息時，想到他正帶著那個背著他的人的疲憊，他放開了他的脖子，用手抓

住他，繼續他們的行程。 

19. 一種偉大的信仰鼓勵了老人的心，這給他有力量克服他的疲憊。 

20. 正如他所預見的那樣，地平線上出現了一片綠洲，在它的陰涼處，春天的涼爽等待著它們。

最後他們到達了它，他們喝水從水強化中直到滿意為止。 

21. 他們睡了一個清爽的睡眠，在覺醒時，他們覺得他們的疲倦已經消失，他們既沒有經歷飢

餓也沒有渴望，他們感到內心的平靜和力量到達他們所尋求的城市。 



22. 他們不想離開那個地方，但有必要繼續這個旅程。他們用純淨清澈的水填充燒瓶，繼續他

們的旅程。 

23. 年輕人支持的老年旅行者說：讓我們謹慎地使用我們攜帶的水，我們可能會在道路遇到一

些朝聖者因疲勞，渴死或生病而死的 。必須為他們提供我們所攜帶的東西。 

24. 年輕人抗議說，分享對他們來說甚至不夠的東西是不明智的 ;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他們經歷

瞭如此多的努力來獲得這種寶貴的元素，他們可以以他們想要的價格出售它。 

25. 不滿意這個答案，老人回答說，如果他們希望他們的精神有和平，他們應該與有需要的人

分享水。 

26. 惱火地，年輕人說，他喜歡消耗喝他自己燒瓶裡的水，然後與他在途中遇到的任何人分享。 

27. 老人的預感再次得到實現，因為他們在他們面前看到一個由男人，女人和兒童組成的大篷

車，他們在沙漠中迷路並瀕臨滅亡。 

28. 那位善良的老人迅速接近那些人給他的水喝。旅行者立刻感到有所加強，病人睜開眼睛感

謝老旅行者，孩子們不再因渴哭泣。大篷車出現並繼續其旅程。 

29. 慷慨的旅行者心中有平安，而另一個人看到他的瓶子空了，警報告訴他的同伴他們應該回

來尋找泉水來補充他們消耗的水。 

30. “我們不應該回頭，”這位優秀的旅行者說，“因為如果我們有信心，我們就會尋找新的

綠洲進一步。” 

31. 但年輕人懷疑，他害怕，他寧願說再見。他的同伴就在那裡回去尋找泉水。那些在共同事

業中成為兄弟的人分開了。當一個人繼續前進，充滿信念對他的命運，另一個人，以為他可能

會死在沙漠中，奔向泉水時，他心中充滿了對死亡的恐懼。 

32. 最後，他氣喘吁籲地疲憊不堪，滿意地喝了他，直到他解渴，忘記了他允許獨自繼續前進

的同伴，以及他放棄的城市，決定留在沙漠中生活 。 

33. 不久之後，一輛由疲憊不堪的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大篷車經過附近，他們焦急地走近泉水。 



34. 但突然間，一個男人突然出現了不允許他們喝水和休息，除非他們向他支付了這些福利。

這位年輕的旅行者佔據了綠洲，使他自己成為沙漠之王。 

35. 那些人悲傷地聽他講話，因為他們很窮，他們買不到那些能滿足他們口渴的寶貴財富。最

後，拿去他們帶著的東西，他們買了一點水來解渴，並繼續他們的旅程。 

36. 很快那個人就把他自己從一個領主變成一個國王，因為那些通過這種方式的人並不總是窮

人，也有一些強大的人可以為一杯水給財。 

37. 這個人沒有進一步思考那個超越沙漠的城市，更不用說那個把他背在肩上的兄弟同伴，使

他免於在那片曠野中滅亡。 

38. 有一天，他看到一輛大篷車即將駛向大城市，但令他驚訝的是，他發現那些充滿力量和喜

悅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正在唱著讚美詩。 

39. 這個男人無法理解他看到了什麼，當他看到那個曾經是他的旅行夥伴的人在大篷車的頭部

行進時，他的驚訝甚至更大。 

40. 大篷車停在綠洲前面，兩個人看著對方，非常驚訝 ; 最後，居住在綠洲的人問他的前同伴：

告訴我，怎麼可能多少人可能穿過這片沙漠會沒有口渴或經歷疲倦？ 

41. 原因是他內心地想知道在沒有人接近要求供水或住宿的那一天他會變成什麼樣。 

42. 這位優秀的旅行者對他的同伴說：我到達了這座偉大的城市，但沿途我不僅遇到了病人，

而且口渴，失落，疲憊，我恢復了每一個人的信仰那使我複活的，從有一天，從綠洲到綠洲，

我們到達了這座大城市的大門。 

43. 在那裡，我被那個王國的主召喚，他看到我熟悉沙漠，我對所有旅行者表示同情，祂給了

我回歸的使命，並成為旅行者艱難渡過的指南和顧問。 

44. 在這裡，我再次指導我必須帶到大城市的另一輛大篷車。 “而你，是什麼讓你來到這裡？”

他問那個留在綠洲的人。慚愧，後者沉默。 



45. 然後，這位優秀的旅行者對他說：我知道你已經把這片綠洲變成了你的 ; 你出售它的水並且

你收取庇護費：這些好處不是你的，它們被神聖的力量放在沙漠中，供任何需要它的人使用。 

46. 你看到這些群眾嗎？他們不需要綠洲，因為他們不會感到口渴，也不會感到疲憊，我向他

們傳遞的信息就是偉大城的父親通過我傳達他們的信息，在每一步都找到力量與目標是他們必

須到達那個王國。 

47. 把泉水留在那些渴望的人，這樣那些遭受沙漠嚴酷的人就可以找到安息並解渴。 

48. 你的驕傲和自私使你蒙羞，成為這片小綠洲的主人有什麼好處呢？ 當你獨自生活在這個寂

寞的地方，並且剝奪了你自己和我們倆都在尋求的偉大城市， 你已經忘記了我們倆的目標了嗎？ 

49. 那個男人沉默地聽著那個忠實而無私的同伴，因為他的缺點而淚流滿面而感到悔改並撕下

他的虛假服飾，他開始去尋找沙漠起點了，為了沿著將他帶到大城市的道路 ; 但是現在他沿著

被新光照亮的小路走著，這對他的同胞充滿了信心和愛。 

50. 我是偉大城市的主，以利亞是我的比喻中的舊約老人，他是“在曠野中哭泣的人的聲音”，

是他再次在你們中間表現出來，為了實現我的啟示我給了你們在塔博爾山的變形。 

51. 跟隨以利亞，我親愛的人啊，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會改變 ; 一切都將在你的崇拜和理想中得到

改變。 

52. 你相信你不完美的敬拜是永恆的嗎？不，門徒 ; 明天，當你的靈魂看到地平線上的偉大城市

時，他會像他的主人一樣說：“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28,18-40） 

寓言：國王的慷慨 

53. 曾經有過國王被他的臣民包圍，慶祝勝過一個叛逆人民現在要成為他的附庸 。 

54. 國王和他的臣民歡呼他們的勝利，國王說話：“我的手臂的力量戰勝和我的王國擴大。然

而，我會喜歡像你一樣被征服，並給予他們偉大的土地，以培養葡萄樹。就像我愛它們一樣，

我也希望你也愛它們。 



55. 時間過去了，在那些人中，被那位國王的愛和正義所征服，崛起了一個人反抗他的主，並

試圖在他睡覺時殺死他的人，儘管他只是成功地傷害了他。 

56. 面對他的罪行，那個男人驚恐地躲藏在最黑暗的叢林中，而國王為了他的臣民的忘恩負義

而哭泣，因為他的缺席，因為他非常愛他。 

57. 在他的飛行中，這名男子淪到一群犯人他們是名國王的敵人，當他被指控為那位國王的臣

民時，他不認識祂，大聲宣稱他因為殺了祂而逃跑那個國王。但他們不相信，並被判處酷刑和

燒傷。 

58. 正如已經流血的，他將被焚燒，國王碰巧與他的臣民一起尋找反叛者。看到發生了什麼事，

上帝舉起手臂，向劊子手打電話：“你做什麼，叛逆的人呢？”並且在國王的威嚴和指揮的聲

音中，反叛者在他面前俯伏。 

59. 這個忘恩負義的人與等待執行他的判決，對於國王沒有死亡感到驚訝和著迷，現在一步一

步地解開他。 

60. 國王從叛逆者手中奪走了反叛者並治癒了他的傷口。他把酒倒在嘴唇上，穿上新的白色外

衣，在額頭上吻了一下之後，對他說“我的主題，你為什麼離開我的身邊？你為什麼傷我？不

要用語言回答。我只希望你知道我愛你，現在我跟你說：來跟從我吧。“ 

61. 目睹慈善，驚訝和悔改的人們驚呼：”Hosanna，hosanna，“並宣稱他們自己國王的聽

話主題。此後人們從他們的主那裡得到的只是善良的東西，曾經反叛過的主體，驚訝於從國王

那裡得到瞭如此多的愛，向他的完美作品投降，並決心通過愛和尊敬他的主永遠地回歸那些無

限的愛的證據。 

62. 在那裡，人們，你有我的話清楚地。人掙扎反對我，從而失去了他們對我的友誼。 

63. 我對男人造成了什麼傷害？什麼傷害給他們帶來了我的學說或我的法律？ 

64. 理解你冒犯我的次數與你被寬恕的次數相同，但你必須多次原諒你的敵人正如他們冒犯了

你。 



65. 我愛你，如果你離開我一步，我向你走進一步，如果你關閉你的聖殿的門，我會打電話給

他們，直到你打開它讓我進入。 （100,61-70） 

祝福 

66. 有耐心忍受悲傷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將在他自己的溫柔中找到力量繼續沿著他的進化道

路繼續他的十字架的 。 

67. 謙卑地忍受羞辱並且知道如何原諒那些冒犯他的人是有福的，因為我會為他伸張正義。但

那些審判他們兄弟的行為的人卻有禍了，因為他們反過來要受審判！ 

68. 遵守我的律法的第一個命令的人是有福的，在所創造的一切之上愛我 。 

69. 祝福的是允許我判斷他的事業，無論是正義還是不公正。 （44,52-55） 

70. 在地上謙卑他自己的人有福了，因為我要高舉他。被誹謗的是有福的，因為我將證明他是

無辜的。獻上我見證的是有福的，因為我要賜福給他。而那些因練習我的教義而被拒絕的人，

我會認出他的。 （8,30） 

71. 祝福那些墮落和興起的，正在哭泣和祝福我的人 ; 那些受到自己弟兄傷害的人，深深銘記我

在他們的心裡。那些小而悲傷，被嘲笑但溫順的人，在精神上堅強，是真正的我的門徒。 

（22,30） 

72. 讚美主的旨意的人有福了，頌讚他自己的痛苦環境的人有福了，知道它清潔了他的污點，

因為他正在按壓他的步驟來提升屬靈的山。 （308,10） 

73. 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的一天，即和平的曙光，這將是新時代的開始。受壓迫的人等待他們解

放的那一天，而有病 的希望那香膏將使他們恢復健康，力量和幸福。 

74. 那些知道如何等到最後一刻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失去的東西會返回伴隨增加 。我祝福他

們等待，因為這證明了他們對我的信仰。 （286,59-60） 

75. 信徒是有福的 ; 祝福那些在試驗結束前保持強大的人。那些人沒有浪費所賦予的力量通過我

教導是有福的，因為在未來的苦難中，他們將以力量和光明度過滄桑。 （311,10） 



76. 祝福，那些在創造的祭壇上讚美我的人，以及那些知道如何以謙卑接受他們的錯誤後果，

而不是將他們歸於神聖懲罰的人。 

77. 祝福，那些人知道如何做我的意志並以謙卑接受他們的試煉。所有人都會愛我。 （325,7-8） 

勸勉為發展 

78. 祝福是那些人謙卑和信心尋求我為他們的靈魂進步，因為他們會得到他們要求從他們的父。 

79. 那些知道如何等待的人有福了，因為我的慈善會在適當的時刻落到他們手中。 

80. 學會如何詢問以及如何等待， 知道沒有什麼能逃脫我的慈善。相信我的意志將體現在你的

每一個需要和試探中。 （35,1-3） 

81. 有夢想和平與和諧天堂的人有福了。 

82. 祝福，那些人被蔑視和冷漠地看待那些對人無益的虛無，虛榮和激情那對他的精神不利的。 

83. 祝福，那些人拋棄那些無處可去的狂熱行為，他們遠離舊的和錯誤的信仰，接受赤裸裸的

絕對真理。 

84. 我祝福那些放棄外在的人進入冥想，愛和內心的平安，因為他們明白世界不提供和平，但

可以在你們自己內心找到。 

85. 祝福，是你在真理沒有激發恐懼和醜聞，因為我真實地告訴你，光會像噴流落在你的靈魂，

永遠滿足你對光的渴望。 （263,2-6） 

86. 聆聽，吸收和實踐我的教訓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將知道如何在世上生活，以及知道如何

死在這個世界上，當時機成熟時，知道喚醒到永恆。 

87. 有深深研究我的話語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已經學習了痛苦的原因，以及恢復原狀和贖罪背

後的意義，因此沒有變得絕望或褻瀆，從而增加了他的悲傷，他站起對掙扎的信念和希望，使

他的內疚的重量每天都減少，而他必須少排杯子的苦澀。 

88. 寧靜與和平是為那些接受父神旨意的信徒。 （293,45-47） 



89. 你的進步，或進化，將允許你找到我的真理並感受到我的神聖存在，在靈性，正如在我的

每一件作品中。然後我會對你說：“祝福是那些人知道如何在一切事物上看到我，因為他們真

正愛我。祝福是那些人知道如何用他們的精神，甚至通過他們的物質形式來感受我的，因為這

些人已經敏感了他們的整個存在，那些人真正變得屬靈化。“（305,61-62） 

90. 你知道我從我的高位寶座中，我將宇宙包裹在我的平安和我的祝福中。 

91. 在每個小時和每個瞬間，我都祝福所有人。 

92. 對我的孩子來說，沒有任何詛咒或憎惡也沒有來自我，因此， 不分罪人和公正， 我賜給我

的祝福，我的愛與和平之吻降臨到他們所有人。 （319,49-50） 

我的和平與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