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 卷 

耶 稣 告 诉 他 的 门 徒 们 

 

 

2004年9月23日 

耶稣 

亲爱的孩子们，我把这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我的仆人们 – 他们正努力撒播着我的

爱与救赎的讯息。 亲爱的、为我的王国勇敢服务的灵魂们，你们将得到丰厚的

报偿。你们中有许多人都从罪恶与黑暗中被救出，并被带入光明。我欢迎你们的

回归，如同你们是我唯一的孩子。当你们回到我身边时，我心中为你们预留的位

置感到了完整。我对你们的爱是忠诚的、完整的。 

 

现在，我们必须寻找其他人。你们会在各处找到他们，而这就是你们正在各处服

务的原因。那些有与我永远分离危险的灵魂们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些人有些

贫穷，有些富有；有些被轻视，有些被尊重；有些主张良善，有些对自己的与敌

为友直言不讳。但不管他们是哪一种人，我全都要。在这一卷中，我想指导你们

如何收回本属于我们的东西，即我们兄弟姐妹的灵魂。 

 

把其他人带到天堂的第一个策略是为他们树立喜乐服务的榜样。是的，我的确要

求你们中的许多人为我受苦，我为此感谢你们。要记住，如果受苦，那你们一定

要把自己的悲伤痛苦与我的悲伤痛苦相结合。你们一定要说，我受苦是因为我的

耶稣也在受苦。所以，让痛苦来吧。我将接受你们的应允，并有效的把它变成必



要的救赎的恩宠。你们正与我合作，而这种合作也正帮助我拯救灵魂。请你们平

静的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是事实。你们必须开始用哪怕自己 小的十字架去拯救

黑暗中的灵魂。孩子们，我知道世间的眼界限制了你们。我理解。但现在正是为

信仰而奉献的时候。你们和我都赞成：不管你们每日有何感受，如果做出了决定，

你们就会为我服务。你们服务我的方式之一就是把自己小小的痛苦不断的奉献给

我。我再一次告诉你们，痛苦可以拯救灵魂。请你们在这些十字架面前保持平静，

把它们与我的十字架结合，并树立喜乐服务的榜样。这是我们从黑暗中救出灵魂

的第一种方法。 

 

2004年9月24日 

耶稣 

我不会免除我朋友的痛苦，这千真万确。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就会认识痛苦。

而通过痛苦，你会认识我。我可能会带着痛苦来找你。我也可能带着磨难和困境

来找你。你也许会在疾病或情感的磨难中认识我。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就会认

识痛苦。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能够改变风向的全能的天主，我为什么

允许我亲爱的仆人们遭受痛苦和灾难？我亲爱的小小的仆人们，我是国王，但我

的王国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而我对它也拥有终极的

统治，正如你们将在未来见到的一样。但你们不会把一本关于基督神性的书交给

一个婴儿。这本书对一个婴儿来说毫无意义。首先，你必须教会这个婴儿怎样阅

读。而在此之前，你一定要用营养与很多爱养育他。只有这样，他才能进行学习 

– 而这正是阅读的前提。 

 



在我王国的子民能学习基督的神性之前，许多事情必须发生。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婴儿学习走路的时候，他经常抬起头看着他的母亲说：“抱抱我。”通常，

你会听到一个母亲说：“不行，我的小宝贝。我更喜欢你自己走。”这位母亲能抱

起孩子么？她当然能。而什么原因使一位母亲让孩子自己走呢？难道不是这位明

智的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学会走路，然后学会跑么？这位母亲明白，要做到这些事，

她的孩子需要锻炼完成这些动作所用到的肌肉。我就像这位明智的母亲一样。我

明白为了使我的朋友们感受到神性并在 大程度上感受到神圣的那一位的生活，

他们必须锻炼自己灵修的肌肉。你们越这样做，你们在天堂就会有越多的感悟。

你们并不是在彼此竞争，而是在学习怎样爱我。天主创造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用

不同的方式爱我，而你们正是在每日的磨炼与挑战中学到这些功课的。就像那位

明智的母亲，在你们还走不稳时，我不会让你们独自跌跌撞撞的迈步。我永远不

会离开你们。但你们必须学习。请不要对我吝惜你们的痛苦，小小的灵魂们。你

们永远想象不出它们的价值。 

 

2004年9月25日 

耶稣 

我那小小的、正在服务的灵魂们感到了肉身的软弱。你们的肉身常常要你们休息，

而你们却看到我有更多的工作分配给你们。世间葡萄园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收

获将是循序渐进的。如果你们感到心急，你们就必须记住，这表明一定有什么地

方不对。当然，你们有时会感到完成某项工作的压力，但总体说来，你们在服务

中应当作出稳步的、持续的努力。不要像那些只会显摆一时的服务热情、过后却

离我远去的世间的仆人一样。这种做法毫无益处。天堂依靠 多的，是那些坚持



不懈的灵魂。总之，虽然我不想让你们纵溺自己的肉身或像对待神灵一样对待它，

但你们应当尊重它的合理需要，因为你们的灵魂就居住在肉身内，而且我正通过

你们的肉身做着 不可思议的工作。当你们发现自己正在倾听一位陌生人讲话，

并为他带来了安慰与天堂的见证，你们就必须明白，这是我在工作。如果没有你

们的合作和你们的肉身，我便不可能出现在那个需要见到我的灵魂身边。通过你

们，我的临在变成了有形的。请你们照顾好自己的肉身。但不要膜拜它。 

 

2004年9月27日 

耶稣 

我的仆人常常难以克服个人意愿。兄弟姐妹们，个人意愿并不通向我，而是通向

与我相反的方向。这个概念很简单。你们可能听到有灵魂说：“天主的意愿是什

么？请帮我了解天主的意愿！”对，的确，如果我被这样问到，我就会回答。你

们的耶稣正坚定的呼唤你们立即前来服务，他不会让你们迷惑。你们要保证让自

己在深思的静默中询问我的圣意。有时，一个灵魂知道了我的圣意却发现自己厌

恶它。你们要知道，我理解为什么灵魂常常反感伴随着我圣意的自我牺牲。但是，

全能天主的孩子们，请你们了解，这种自我奉献会很快使你们成为圣人。我也不

愿自己的身体忍受严刑拷打和巨大的痛苦。相信我，当我默想十字架时，我也曾

不寒而栗。但是，那个十字架是天父对我的圣意。所以，我接受了它。我以谦逊

和服从肩负了我的十字架，而通过这个十字架我拯救了你们。你们值得我作出这

个牺牲。而且它只是短暂的。我要你们作出的牺牲也是短暂的。我没有也不会让

任何东西交换你们的永生。你们的永生是建立在牺牲与服务的美好功劳上的，它

将充满喜乐与报偿。所以，像我一样，在短时期内，你们会被要求背起这个十字

架或另一个十字架，作出这样的牺牲或另一种牺牲，以使我，通过你们的服从与



合作，把其他灵魂带入天堂。 

 

请你们想想每个灵魂对我都是多么重要。请你们想想我 – 以人的形象出现的耶

稣。当我在山园中备受煎熬时，我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诱惑。假如，敌人让我救走

世间所有的灵魂，除了一个。只要我放弃拯救这个灵魂的机会，我就可以免受十

字架之苦。还有，这个灵魂可能本来就会弃绝我并得丧亡。我会被诱惑么？你们

呢？ 

 

现在，请你们设想这个灵魂就是你的灵魂。 

 

你们认为我会怎么说？ 

 

我向你们保证，亲爱的门徒们，我说的是“不”。 

 

请不要对我有所保留，小小的仆人们。请不要离开神圣的意愿。你们的家庭需要

你们，我也需要你们。 

 

2004年9月28日 

耶稣 

我王国中亲爱的灵魂们，你们被召唤前来服务。你们知道这一点。你们已经听到

了我的召唤，但却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我想跟你们谈谈你们的本分。你们也许

听到了我的召唤，但却感到不愿做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保证，你们将被赐予完成

使命所需的一切。当我通过你们每个人进入世界时，请不要害怕与我站在一起。



灵魂们将用眼睛看到你们，但他们感受到的却是我。你们的恐惧和犹豫丝毫不会

影响到你们的行动。请不要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本分。不要担心自己缺乏力量。

这些东西都会由我而来。它们将由我心深处向你们完全奔涌而来。我所要求的，

只是你们甘愿服务的意志。 

 

2004年9月29日 

耶稣 

我 亲爱的、正在服务的小小灵魂们，我多么爱你们。你们这么勤恳的服务，丝

毫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耶稣对你们多么感激。我可以使我的感激涌向你们，并使你

们在人性中就感受到它。但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你们服务的价值就可能减小。所

以，我把这份感激做了保留，并把它放在天堂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 属于你们的

地方。它会在这里等着你们的到来。你们所有的十字架-每一个十字架都会为你

们的灵魂赢得报偿并为其他灵魂赢得救赎。十字架越令人厌恶，它就会获得越多

的报偿与救赎。你们看不到我，但你们相信我。我并没有面对面对你们讲话，但

你们却知道这些话就是我说的。孩子们，我正在你们的灵魂内默默工作着，不分

白天黑夜。我的感激就存在于我的临在中。我的感激就存在于你们的平安中。我

的感激就存在于你们灵魂的静谧中。你们不像那些没有我的陪伴而彷徨不定的人

们那样不安与悲伤。你们正在学会拒绝让不必要的恐惧在你们的心灵靠岸。如果

你们允许我，我就会为你们根除一切恐惧。我在乎你们的利益。我在乎你们的家

庭。你们是我的宗徒，亲爱的门徒们。我爱了 初的十二个人，我也同样的爱着

你们每一个人。请不要因我的沉默而认为你们的耶稣对你们不知感激。我感谢你

们 – 为你们做出的 细小的行动，也为你们背负的 沉重的十字架。你们将获



得一个光荣的永生，小小的战士们。请相信这一点吧，因为这就是真理。 

 

2004年9月30日 

耶稣 

从现在开始，我将把你们当作我的门徒。就像我训练了我 初的门徒在世间建立

我美丽的教会一样，我现在命令你们把我美丽的教会收回来。你们在天堂拥有巨

大的援助。当我说到我的教会时，我指的是由人们组成的教会主体。你们要去召

唤这些人重新回到天主平安的家庭中。我派你们出去，就像我派出那第一对门徒

一样。你们要自由的讲我的道。如果一个灵魂弃绝我，不要对他心怀怨恨。你们

只需为这些人祈祷并继续前进，并找到下一个人。你们常常会像一个撒种的农夫。

而我，我自己，必须去收获。你们不应当担心收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收

获你们自己播下的种子是不合适的。有时，圣洁的人需要天主的激励。你们要使

用我的语言，亲爱的小门徒们。要把我的话传遍各地。你们要限制自己的语言并

允许我认领灵魂。你们将通过爱一个灵魂的方式使他变得柔和起来。你们的爱与

你们树立的榜样能够感染一个灵魂，以使我在他身上找到我需要的入口。这项工

作多么令人喜乐！当灵魂们被拯救时，这项拯救的使命是多么令人满足！他们一

定会被拯救的，所以不要害怕。你们将取得成功，但只有我可以测量你们的成功。

你们现在已经成功了，不是吗？你们正在追随我的圣意。你们正为我的王国工作。

你们正准备到世界上去做一件有史以来 伟大的仁慈的工作。孩子们，亲爱的门

徒们，你们之间有强烈的手足情。请你们彼此支持、彼此鼓励。不要判断别人，

但当你们的门徒伙伴犯错的时候，你们也不要压抑自己从天堂获得的智慧。我是

你们的向导。请询问我是否想让你们指正某个人。一切都好。我们开始了。 



 

2004年10月1日 

耶稣 

我小小的门徒们必须稳步攀登通向天堂的陡山。通过稳步向前的行动，许多灵魂

便会跟随你们。如果你们离开了这条路而去查看各种诱惑或世界的种种供奉，你

们将会失去这些灵魂。这是一个需要恒久服务的时代。你们都有自己的经历，而

这些经历告诉你们，服务天主并不好玩。相反，比起世界的儿女们所作的事来，

为我服务看起来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当其他人自娱自乐时，我的仆人们却在工作。

可是，亲爱的孩子们，我不想让你们闷闷不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把恩宠赐

给我的门徒们，以使他们在为我服务的过程中拥有 大的喜乐。记住，你们必须

吸引其他人回到家中。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让他们看到，天主的家是一个

美丽、快乐的居所。所以，在你们每日对天主之国的服务中，你们必须接受我的

喜乐。当你们感到闷闷不乐时，你们就必须马上到我的圣心或我们母亲的无玷圣

心中来。我们会用喜乐替代你们的忧郁，以使其他人被你们吸引。我们是快乐、

平和的家庭。我们镇定而自信。我们知道天主是良善的，他也是永远不会让我们

丧亡的天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悲伤，亲爱的门徒们？如果你们失去了世间的财

产，要明白你们已把它们送到了天堂，而当你们到达天堂时，你们还可以再领取

它们。你们将得到比在世间交给我的更美好的东西，因为我是全慷慨的。所以，

不要让任何事使你们悲伤-任何的事。 

 

2004年10月2日 

耶稣 



我小小的仆人们必须跟随他们的母亲。我们美丽的母亲，玛丽亚，在这个时代中

一直付出着 大的力量。这个时代是我的，同时也是玛丽亚的。她的力量是自天

主的宝座上直接得到的。孩子们，当你们分辨不清当今世界的许多误导之力量时，

请你们问出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些自诩真理的力量是否来自那个把唯一圣子派

遣到世界上的天主圣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力量就是从敌人而来的。

这些话是不是让你们很迷惑呢？这些话不应使你们迷惑，因为它的意思很明确。

如果你们仍然迷惑不解，那是因为你们不想放弃操纵了你们的某些习惯。你们在

这方面要警醒，兄弟姐妹们。骗子到处都是，而他们并不追求你们灵魂的益处。

敌人便以这些力量形态出现，并试图摧毁你们内一切圣洁的东西。敌人会寻找你

们的灵魂。住在你们内的圣神（如果你们一直都在滋养他，圣神就会依然住在你

们内）便会发觉并警告你们。不要参与任何使你们想起算命或神仙治病之类的东

西。这是罪恶的行为。你们有责任弃绝这些东西。你们要用语言反对它们，并警

告你们的兄弟姐妹。世俗的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敌人追随者的目标，因为他们对信

仰很冷淡。但这不包括我小小的门徒们。你们将认识真理并把它大声宣讲出来。

请一定警告其他人。我们正通过这种方式失去灵魂。 

 

2004年10月4日 

耶稣 

我亲爱的小小门徒们知道筋疲力尽的感受。你们要平静的看待自己的劳累。你们

要把它看成为我王国服务的标志，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不要让敌人向你们蛊惑

—劳累表示你们应当停止与我一起工作了。我认识劳累，我也认识人类的泄气。

你们也许会说劳累会使人泄气。我过去曾讲过你们的肉身。小小的门徒们，我想



让你们得到足够的休息。让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我说的是夜间的睡眠。我的意思

并不是让你们牺牲自己本分的时间而延长假期。生活在各个时代的我的门徒和圣

人们在一切事物上都保持了节制。这样，他们的身体才能得到尊重并能服务。你

们是天主的儿女；在这个我树敌众多却鲜有朋友、而我又有 伟大的工作需要人

做的时代，你们是真正的仆人。那么，请你们认真聆听我的话；如果节制这件事

对你们有难度，你们就要从那些先你们而去的兄弟姐妹那里寻求帮助。我是你们

挚爱的耶稣。我 温柔的爱着你们。我会在这方面指引你们，就像我在你们服务

的时刻在每个方面指引你们一样。 

 

2004年10月5日 

耶稣 

我要对你们讲话，忠诚的仆人们。我多么依赖你们所有人啊！你们每个人都在我

的国的来临中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目标和角色。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通过自己的

服务把一定数目的灵魂带回我充满爱的圣心中。如果你们对我说“我愿意”，我就

会利用你们。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并了解这件事。但今天我想提醒你们另一件事。

如果你们对我说“我愿意”并允许我通过你们管理世界，你们自己就会离我的圣心

越来越近。我会把你们带到我圣心的深处。我会带你们了解神圣的奥秘。小小的

门徒们，你们的使命包括朝着我的方向前进。你们的圣洁和灵魂的成长与完成我

的使命息息相关。所以，是的，我需要你们的服务。但同时，你们也肩负着一定

的责任。但所有的益处都是为你们准备的。你们将在自己的使命中找到救赎。 

 

2004年10月6日 



耶稣 

亲爱的门徒们，你们多么努力的为你们的耶稣工作啊！我能通过你们来到世界是

多么美好的事情！你们将亲眼见证许多通过你们在这个时代对我的服务而促成的

皈依，因为我正向世界降下一股恩宠的洪流。灵魂们将回到我的身边，他们自己

随后也会加入拯救的使命中。我们将在数量与力量上成长。所有的更新都是这样

开始的，而它们在一开始总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勇气。我很满意。我们的

母亲也很满意，因为她找到了许多接受她的爱与服务的灵魂。你们要与她的无玷

圣心保持密切，她也会支持你们，哪怕是在 艰难的情况下。困难会来的，亲爱

的孩子们。你们要明白，你们为天堂所做的工作注定要拯救许多灵魂。因此，你

们会遇到一些阻力，但这不会影响你们的工作，所以请放心。这项使命的本质是

神圣的，所以什么都不能打败它。 

 

2004年10月7日 

耶稣 

我小小的门徒们必须把不能承行我圣意的工作放到一边。此时此刻，我要求你们

每个人把福音的好消息带给众灵魂。这是天国对你们的指示。我要求你们把这件

事作为首要的本分，因为正是通过度神圣纯洁的生活与在每日本分中追随我，我

才能使你们变得圣洁。这种信德的榜样比忽视自己的本分更具说服力。所以，这

是你们的首要本分，而你们也可以放心的确定，这个指示是我给的。你们的第二

本分是把我的话传扬出去。我想让我的话语稳步的传遍你们的世界。我不要那种

疯狂的仓促行事，但我也不想有不必要的延误。如果你们要我显示你们在这项使

命中的角色，我就会把它显示给你们。但你们必须对我说“我愿意”。我正对你们



的心灵说话，小小的门徒们。你们认识我，因为你们追随我。现在正是拒绝让任

何事物使你们从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分心的时候。在那条路上，你们会发现，我正

要求你们使这项使命结出果实。这是你们一直为之准备的时刻。许多人会加入这

项事业。请欢迎他们。你们要怀着 大的谦逊前进，因为你们已被拣选完成这个

使命的小小一部分。有你们美丽的、全然的“我愿意”，我愿拯救许多灵魂。请不

要分心。如果你们发现自己被召唤，请用爱回应我，然后你们就会发现自己正沉

浸在天堂的恩宠之中。 

 

2004年10月8日 

耶稣 

小小的仆人们，你们只能追寻天主的圣意。我希望你们每日思考我要你们做什么。

这意味着你们将不得不常常重新安排自己的活动，以满足我的需要。你们必须使

自己的时间结出天国的果实，而让这件事发生，你们必须询问我想让你们利用自

己的时间做些什么。你们知道，我希望我们能不断交流。这可能已经使你们感到

了压力，但你们很快就会安心的接受与天堂的结合。如果天堂要通过你们到达世

界 –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你们必须让天堂指挥一切。你们知道，我们这些

天堂居民愿意为你们做这些事。我们知道你们正努力让天堂指引。你们只需尝试

让天堂指引你们。我们也会常常要求你们尝试。你们正在进步，小小的门徒们，

你们也正通过服务与我的指引而见证着它的实现。你们每天都要在为我的服务中

前进—不停的前进，这样你们就会看到灵魂的回归。我在一切事上与你们同在。 

 

2004年10月9日 



耶稣 

我亲爱的小小门徒们必须在静默中聆听我的话。我正为你们降下 明确的指示，

以使你们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的使命。我们正把众灵魂救回基督大家庭的平安中。

我们正怀着爱做这件事。亲爱的孩子，我爱你们。我带着一切的爱呼唤你们为我

服务，而通过这种服务，你们将为自己所爱的人们获得 大的恩宠。不要害怕你

们会因为服务天国而迷失。为我服务的唯一结果就是你们获益。把所有担忧都交

给我，继而开始行动吧。你们在每日生活中要明白，你们正在承行天主的圣意，

也正扮演着自己在天国中的角色。正是为了这个使命，你们此时才被安放在世间。

不要拒绝我。对耶稣说“我愿意”。你们将被我的光充满。你们要在信德中前进，

并允许我神圣的智慧来到你们身边。 

 

2004年10月11日 

耶稣 

亲爱的小小门徒们，我将永远与你们在一起。你们在世上生活，而我的恩宠由你

们流出。我在光明中坚强了你们，所以你们会把天堂的光撒播到你们到达的所有

地方。在这个时代，你们会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这是恩宠由你们流到世界的结

果。有人会说，基督的追随者们一直都在为世界这样做。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请不要以为这个时代与其它时代一样。这个时代由于许多原因而与其它时

代不同。我正在归来。这已经开始了。我的任何追随者都不应否认，我正急切的

工作着。但不管多么急切，我依然传播着深刻的镇静与平安。一切都好，小小的

门徒们。你们已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而且你们将怀着所有的平安与信任为天堂服

务。 



 

2004年10月13日 

耶稣 

我希望我的门徒们明白，我正不停的寻求更多的灵魂加入我们。拯救灵魂的工人

数量必须增加。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工作领域。这样，我们就能把许多

灵魂带回我圣心的平安中。为天堂服务是多么喜乐的事！请你们经常这样思考，

亲爱的仆人们。你们正努力工作，这是真的，但你们却没有取得成功。我的话语

和恩宠汹涌澎湃的流进你们的世界。一切嘲弄和仇恨都不能在我的话语面前立

足。我的语言流过嘲弄和仇恨，并摧毁这些黑暗的症状。灵魂们愿意相信我。灵

魂们也愿意信赖我。你们正通过自己的榜样与服务的生活而给他们这样做的机

会。 亲爱的小小的工人，你们让我如此喜悦。的确，我的义怒因你们的谦逊与

意愿而减轻了。请不要为自己肩负的担子而灰心。你们是为我的国而背负这些重

担，而每一个担子都会拯救灵魂。每个灵魂都像你们的灵魂一样宝贵。这应当能

帮助你们理解我的决心。我今天就为你们降下巨大的勇气，以协助你们完成使命。 

 

2004年10月14日 

耶稣 

这项工作是 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些话语，我给了那些为我的国辛勤劳动的小小

门徒们许多鼓励。归来之王的亲爱的仆人们，你们永远不会为对我做出的牺牲而

后悔。在你们的永生中，你们将因自己做出的牺牲而收获许多报偿。在一个鲜有

人理解牺牲意义的时代，为了让我的目标得以实现，你们日复一日的奉献着自己。

你们正为我服务，并为你们的伙伴服务。在这个时代中，有多少人能这样说？在



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更多的人们将被警示以这项使命。有人将对我说“不”。当这

样的事发生时，你们只需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你们甚至不要有片刻的暂停，亲

爱的门徒们，因为我并不这样期待。你们只需重新奉献自己并继续工作，要知道，

那些灵魂正是我们在努力拯救的灵魂。 

 

与我一起前进有时是苦涩的，但这只在你们中止太久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你

们不停的走向我，你们就不会感到苦涩。我只为你们降下平安与爱。苦涩的根源

是：与服务敌人的灵魂站在同一立场。当然，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做，除非你们需

要一点时间思考自己为什么为光明服务。为我服务会带来一切的良善与圣洁。你

们会根据我结出的果实而认识我的服务；你们也会由自己灵魂中的平安来辨别与

我的结合。当你们恐惧时，你们必须到我这里寻找全新的勇气。你们就会得到完

成这项工作所需的一切勇气。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也将

被赐予你们。亲爱的门徒们，天堂的一切都将是你们的。 

 

2004年10月15日 

耶稣 

我的光明之门徒生活在 伟大的恩宠中。我的天堂的恩宠无时无刻不围绕着你

们。你们拥有天堂，而天堂会在一切事物上协助你们。你们为这项使命所做的工

作在你们看来将会很容易，因为它是我们在天堂通过你们传播的，而并不是由你

们而来的。那么，你们可以看出，对这项仁慈使命的承诺意味着你们要为我服务，

但你们无论如何都会为我服务。你们不会觉得传播这些语言比不这样做更费功

夫，因为你们做的许多事都将被赐以 深刻的恩宠。当你们允许我通过你们而临



在时，我会做大部分工作。你们只是我的协助传播工具。亲爱的灵魂们，请常常

来我这里寻求支持。你们要忏悔自己的罪过，并保持自己被天堂的恩宠所充满。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而我们也将一起为天国做出伟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