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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耶稣基督的真实故事 

對於我來說，關於耶穌基督一生的真實故事是最引人入勝的。

我會按照我那居住在金星(Venus)上的姨媽阿麗亞娜(Arena)所
講的方式來講述。還會提到我在金星上學習地球歷史時所聽到

的曾經發生過的真實事情。但我並不希望懷疑或是譴責任何一

個宗教或者教誨。 

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接受，並讓它盡可能地影響到你的人生。 

你們所認識的耶穌基督是地球歷史上最具爭議和最被誤讀的人

物之一。在轉世於你們地球之前，他是棲息在金星的一位大師。

但是他已高度進化的靈魂決定要做為一名靈性導師以去平衡前

世留下的舊業債，即他要回到自己和其他人在前世中曾領入無

知的這群人中生活。 

在地球人類遭到基因操縱之後，人們已經忘記了自己的繼承和

先前的能力。再也不能與自己在其他維度的祖先交流，或與陽

升大師溝通。他們成為了驚恐的種族。他們關於大多數的基本

真相，關於宇宙，造物主和以及自己都一無所知。他們最關心

的是物質生存與物質安逸，最害怕的是死亡 。當時的執政官
員建立了充滿儀式和限制的宗教就是為了對人們行使無限的權

利和完全的控制 。受局限的信念限制了人們的生活。 

在聖經時代，天上的宇宙飛船就像如今的不明飛行物(UFO)一
樣被人熟知。星際旅行者會定期來訪地球，以幫助地球的靈性

成長。在猶太人地區，來自外太空的訪客被稱為天使，也就是

天國的眾生。在聖經時代的歷史中，充滿了關於人們與造物主

及天使相會的故事，或者對宇宙飛船原始的描述，比如稱其為

“火球”或“輪中輪”。對先進技術一無所知的人們，除了用

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也就沒有其它的途徑了。在那個年代，未

知的事物通常都用宗教或者靈性來解釋。因此，人們相信那些

憑藉太空飛船著陸，永遠身著白袍，慈眉善目的就是神靈。 



一位名叫瑪利亞的年輕女子碰巧遇到這樣一位其他星球來的神

靈。當時她獨自在外放羊，一架宇宙飛船在附近降落了，其中

的一位神靈走出來與她交談。因為這位太空男子感知到瑪利亞

的思想純潔，並不會害怕他的拜訪。當然瑪利亞對他頗是敬畏，

認為他是被上帝派來的天使。當她問他時，他說“是的，我們

都是上帝”。就在那天，他與瑪利亞分享了關於造物主和來自

其他星球上的眾生的靈性洞察。 

他們經常地見面，並很快墜入愛河。當瑪利亞為他懷孕後，他

向瑪利亞求了婚。但瑪利亞說這是不可能的，並解釋了她們那

裡的文化習俗 。若某人與不能被當時信念所接納的人結婚，
就面臨被石頭砸死的可怕死刑。這完全是當時的祭司為了使種

族完整而製定的法規，而且這位來訪者也清楚這一點。同時瑪

利亞也害怕隨他離開地球，因為她認為這樣就意味著她一定會

死。所以嘗試去說服瑪利亞跟他一起走是完全沒有用的。 

在接下來的幾週內，這位來訪者對所在發生的一切有了靈性的

洞察 。因為幾個世紀以來，有預言說在這個文明里，將出現
一位造物主派來的救世主(彌賽亞)來領導人類。而那正是瑪利
亞所懷孕的孩子！瞭悟這一點後，他意識到這個男孩一定要在

猶太人中被帶養大。於是他同意了瑪利亞的想法，她可以留下

來生出這個孩子。他說“隨便你對人們怎麼說，但如果是我的

話，我會告訴他們事實真相。你可以和這個孩子在地球上一起

生活三十年，但我將和這個孩子一起渡過其下半生。同時我會

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定期地來看他，以便在靈性上幫助他”。瑪

利亞同意了用他所寄予給自己的靈性教導來培養這個孩子。 

後來她告訴人們一位天使出現了，並對她說她將生下上帝的孩

子；後來這便被稱為“無原罪成胎”(immaculate conception)。
瑪利亞之所以相信自己的愛人是上帝，是因為他總是從天上下

來看她，而且總是在一團亮光中。基督的父親試著解釋說那隻

不過是一艘宇宙飛船，但這對瑪利亞毫無意義。因為機械在當



時還是未知的。 

與此同時，有位名叫約瑟夫的男人深愛著瑪利亞，並一直都愛

慕著她。他比瑪利亞年長很多。他聽了瑪利亞的故事後，就明

白了她所說的意思，因為他曾經遇見過這樣一位來自天上的眾

生，而且聽說過古時候在地球上發生的事情。 

約瑟夫愛瑪利亞如此之深，足以令其在乎並願意承擔起照顧她

和孩子的責任。他愛之深切，甚至對那些諷刺瑪利亞的人們說

這個孩子是他的 。人們知道她有一個神跡孩子(miracle child)；
神跡一說在當時非常流行。 

來自金星和其他兄弟星球的眾生都知道瑪利亞的孩子將會成為

一位靈性領袖，同時宇宙飛船把這個消息散播到各地。先知們

也已感應到這一消息，還有很多像牧羊人的人們(聖經中意指
領導者)也早已被來自天上的眾生告知了這一偉大事件。 

對於步道謊言的人而言，真相永遠都是一種威脅。孩子降生那

天，當時的宗教組織和領導者們感受到了威脅。以至於下命令

說，所有在那個時間段出生的男嬰都要被處死。這個威脅和一

個聯絡人找到了約瑟夫，導致他帶瑪利亞去一個安全的地點生

孩子。那個將約瑟夫和瑪利亞引向安全地點的星星，其實就是

一艘小型飛船。同樣的“星星”還把一群智者與牧羊人帶到了

耶穌誕生的馬棚 。當晚，這艘飛船盤旋在小馬棚的上空，閃
亮猶如星星。  

基督的童年是比較安定的。作為木匠，約瑟夫的工作支撐著這

個家，同時瑪利亞則把她從孩子生父那裡學到的法則傳授給了

耶穌。耶穌也定期與生父見面，父親教會了他所有關於地球的

歷史。 

耶穌十二歲時，開始自己旅行和學習。對秘密教義(secret 
teachings)的學習研究引領他行遠途至埃及，西藏和印度。他



曾在西藏北部一所名叫Katsupari的寺院中跟隨住持Fubbi 
Quantz修行了三年。在那裡，他學到了至尊聖靈法則(the Laws 
of the Supreme Deity)的祕訣。他被授予“耶穌”這一靈性名字，
也可意為“猶太人的國王”，而“基督”一姓源於他的新教法，

意為“真理的傳達者”。 

耶穌返回到家中時剛好三十歲了，並已準備好要開始傳教給他

的民眾。他有十二位信徒，都是按照他們的性格，(在前世中)
與基督的業力聯繫，以及(此生)在他生命中將要各自扮演的不
同角色而定的。基督知道這其中有一位將背叛他；另一位將否

定他。基督也知道西蒙將在自己離世後傳承這份工作。當基督

第一次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內在就已經顯現並明到了這些。 

基督是一個非常有靈性的人，通曉很多靈性法則。他那些關於

心靈穿過低維世界的旅程，和每個個體所擁有的力量的教學，

主要都被收錄於寓言故事當中。他那個文明時代里的人們意識

很單純，尚未達到很高的水平。對於至尊聖靈法則的原理，可

在基督的傳導信息中略見一斑 。比如，“先尋求天之國度”
從字面上講，就是指人們通過靈魂出體，應該並且可以在肉體

死亡之前體驗到更高維度空間。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個。 

遺憾的是，基督本人後來變得比他的教義更重要。他更多地成

為了一位名人而非靈性領導者。最終，他對人們的憐憫之心蓋

過了他最初來這裡讓人們擺脫無知的本意 。 

基督的憐憫之心導致了當很多人抱著他乞求癒合時，他沒有了

拒絕這些人的自由。因為自己對窮人和受苦人的憐憫之心，他

妥協了，並知道自己將要為此付出代價。而這個代價注定要在

此生償還，因為這是他最後一次化作人身了。 

因此，當人們說耶穌背負眾人的罪惡並為此而死的時候，其實

指的是他把所有的惡業都積累到這一次可怕的肉體蹂躪中，並

死於那些曾經受恩於他的人們。 



經文中描述到，基督來到了荒原上祈禱，此時先前的高靈們出

現在他的面前。在那個時代的靈性領導者中，就有基督的生父。

他告訴基督，正是因為他屈服於自己的憐憫之心，在他的靈性

傳教上分心，所以他將必須在今世遭受肉體折磨，或者下次再

投胎來償還業債。剛開始基督並不想經歷這些。但最終他意識

到自己的業力要由自己消解，無論是此生還是來世。他說“並

非我願，但會遵行您的旨意去完成”。他知道自己必須遵循靈

性法則，於是決定不去保護自己，而是就此受難，以期圓滿。  

接近於他人生的終點，基督在為太多的人治愈，並製造了太多

的奇蹟，多到足夠震攝到羅馬及猶太人的首領們。他遭到追捕

並最終被捕獲。有個名叫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的人對基
督萬分敬重，還試圖說服基督保護自己。基督因為知道業債一

定要被償還，所以拒絕了。 

當時羅馬和猶太人首腦們非常清楚地球在亞特蘭蒂斯時期曾經

發生過的事情，因為他們依然擁有一些被隱藏起來，僅服務於

個人權利和利益的技術設備。由於當時基督正在披露過去，並

把眾人從教會組織引開，首領們知道基督有多麼的危險，於是

他們商謀了一個計劃。他們打算釋放一位囚犯，並由當時的公

眾來選擇。這樣他們就不用承擔責任了。要麼選擇巴拉巴斯

(Barabas)，一位臭名昭著的殺人犯和強盜，要麼選擇基督！他
們的計劃就是派士兵遷入民眾，並用金子賄賂那些叫釋放巴拉

巴斯的人。 

這個計劃的第二部分就是在基督死後設立一套完整的宗教體系。

由於他們知道耶穌返回的預言(the prophecy of his return)。他們
也懂得業力法則。因此如果能馴服下一代人，讓他們一生所做

的一切都秉承基督的名義，朝拜基督并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 
那么基督的灵性进化就会放慢，而他本人也会因此受錮在特定

的緯度里，背負著所有這些人的業力和责任，這樣就再也不能

成为他們的威胁。 



 
基督萬萬沒有想到，將來所有仰慕他的基督徒，所有那些視他

為個人的人生導師的人們，他將為他們承擔責任。也沒有意識

到，自己至簡的教學會被轉化成宗教，他本人會比他的教義更

重要。 
 
曾經致力於摧毀基督的權力黨如今搖身一變，設局把他敬奉為

上帝之子。甚至猶太人都允許有關基督一生的經文被製成讀物

通向全世界。只是其中不包括耶穌所教導的一些真相。同時基

督又是如何被大多數的教堂所描繪的呢──受折磨和淌鮮血。 
 
飽受十字架的折磨，被曾經受助於他的人們譏辱，在經歷這些

的時候，基督肩上所承擔的大部分業債都消除了。與此同時，

基督還滿懷憐憫心地對聖靈們說：“原諒那些人吧，他們並不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如此的苦難比他所預期的還要嚴重和持久。直到大部分折磨

受盡之後，他才得以脫離自己的肉身。但由於他的父親沒有載

著飛船過來救他，基督哭喊到：“我的父親啊，我的父親啊，

你為什麼拋棄了我？” 

在基督的星球故鄉，人們有個計劃。當基督在荒原上祈求不要

受那麼多苦難的時候，他的父親曾告訴過他。這個計劃就是要

去向人們展示，有這樣一個現實，即使人死後依然存在，肉體

只不過是一個賴以存活的載體，而靈魂可以離開也可以再回來。

但在基督時期的人們並不是這樣解釋復活的。他們以為這只是

基督所有偉大奇蹟中的一個。 

另外，在基督離世之時，一股巨大的狂風來襲，黑色的烏雲遮

蓋住了太阳。這令那些非信徒的人們著實驚恐了一番，也為後

來基督的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而事實視，這股風暴的產生

是由於那些認為上帝是憤怒獨裁者的人們，集體心靈感應的力

量所導致的。 



在基督死後，他的肉體被運到了由瑪利亞和他的朋友為其準備

好的墳墓中。當地政府在墳墓旁安置了侍衛，說是為了防止人

們偷盜屍體。但現實是，他們知道基督要被拯救的計劃，所以

企圖阻止。當飛船著陸基督墳墓附近的時候，所有的侍衛們都

被亮光和強烈的能量場擊暈了。基督的肉體被帶走並修復去了。 

當基督的生父為修復他的肉體做準備的時候，基督待在了自己

的星光體(astral body)中。一個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死亡的肉體
可以通過激光重塑細胞和組織並被修復。然後靈魂便可重返體

內。 

抹大拉的瑪麗亞(Mary Magdalene)是第一個來到現場，發現墳
墓中基督屍體不見了的人。在恢復意識之後，腦海中記起了當

時發生的細節，她回憶說就在剛剛到達墳墓之前，她看到了身

穿發光服裝，從亮光中出來的天使，並告知基督還活著的消息。

當他們把入口處的巨石推開時，她回憶起他們的話“不要害

怕”。她猜測是這些從天堂來的天使們治癒了基督，於是她就

去找基督。 

在聖經中有很多章節都有提到，當基督出現在他的追隨者面前

時，剛開始沒人認出他，直到基督與他們說話 。也有其它的
報告說在墳墓旁曾出現身著發光服裝的眾生 。 

當基督出現在她面前時，他說“我還不是我的肉身；不要碰我。

我會回來的。”就像這樣，他出現在好幾個人的面前，而他的

星光體從門和牆穿過。那個肉體則留在飛船上接受修復，於是

基督的靈魂即將重返體內。然後他便又以肉身形式出現在人們

面前，人們也可以觸碰他。他告訴人們“我即將啓程，去和我

在天上的父親生活了”。人們盡所能地詮釋了他的話語；基督

乘飛船離去，被人們用自己的方式解釋為升入天國 。其實他
回到了生父身邊，並在那裡結婚生子。他活了很多年，直到他

的肉體再一次死亡。 



基督會在眾人的很多世中去指引他們。他是他們的內在導師，

並通過內在渠道與他們溝通。對於那些把希望寄托於救世主基

督的人們，基督的業力就是要為他們的靈性負責。他盡其所能

地照顧每一個人，然後促使他們一一脫離基督教，走上更高境

界的靈性之路。他這樣做就是為了消除自己的業力，而這些業

力讓他一直受錮於這個以因果維系的低維度世界 。所有以基
督名義產生的行動，以他名義而起的戰爭，受洗禮的孩子，和

所有那些以基督的名義生活的人們，都是把他更多地禁錮於這

個低維度世界。 

只要基督尚未從所有誤解中擺脫出來，只要所有信奉基督教的

靈魂們尚未走上另一條道路，基督就必須留在這個由因果維系

的世界上，必須滯留在這個低密度的時間與空間里。而這個因

果界的天堂正是由集體意識和相信有天堂的地球基督徒們所創

造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