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L 13 - 生命的第 13 個秘密......能量，物質和精神 

耶穌基督通過 Gottfried Mayerhofer 透露 

1871 年 2 月 22 日 

耶和華如此說...... 

1.這三個詞表示事物那人們持有非常錯誤概念 。前兩個特別給唯物主義者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因為他們相信在它們身上發現了整個宇宙，原因為它的產生，它的存在和消逝，與那解釋上帝，

或一個精神存在統治一切，已經完全被否定了。 

2.既然它正是物質主義者，或現在“非常有學問的教授”在地理學，動物科學和礦物學，他們

把這些話，作為第一原則，並相信它們總是說，我們必須仍然，如果我們想告訴這些聰明的教

授那明確證明他們的無知，開始與概念從這些詞所代表的 。首先人們必須知道需要什麼作為工

具在一組工作之前，因此只有正確使用一個或另一個工具才能證明主人的靈活性。 

3.那麼，什麼究竟是或被稱為“能量”？ 

4.看，你學習的男人誰是喜歡如此聰明，誰，在所有探索和調查之後，到達那個地方你開始的，

誰想確定能量作為一個因素在整個有形和無形世界; 看，我必須告訴你那能量，這個高度評價的

詞你書上標題頁上，不是東西那存在獨立或單獨，而表示僅另一個產物，看不見的因素，那你

不願意承認存在，通過直接宣告：“能量是一種自然法則那平等運動或生命。” 

5.但現在我們問這些科學家：如果你的整個世界只包含物質和能量的表達，誰給出這種衝動對

能量如此它能夠，且必須，表達它自己，而不是， 總是通過施加它的力量來影響你的科學的第

二條信條，即，物質？ 

6.你看到石頭滾下山或從空中墜落，你立刻得出結論：它是力量，或引力定律，或地球的吸引

力，它掃除石頭那被剝奪它的基礎 ，直到達到另一個堅定的基礎，它停止並保持在那裡，期待

另一個“力量”，它行動以不同的方向！ 

7.好吧，如果我不得不訓練學徒對這些科學家，並聽取他們明智的推理，我會問如何世界是 創

造它們自己的，如何它維持的，並將摧毀它自己，說：“先生們！確實，你向我展示了力量的



影響;我確實已經嘗試過它我自己，並已經確定了你所確定的原則。然而，無法看到能量，但只

能感受到它的影響，我想知道什麼它究竟是，並解釋它。“ 

8。學識淵博的紳士們立刻一致回答：”能源是一種自然法則沒有它，大自然就不存在。“ 

9。”好，“我說，”你是對的！但現在我也想知道：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製定它自己的法律

的例子？對於你們，先生們，沒有認識到立法者雖然你試圖沉默我用“自然法則”的概念。好

吧，我碰巧是那些學生之一想要徹底了解一切並不能滿足於一半或毫無意義的，儘管是“科學”

的表達。 

10.學識淵博的紳士們生氣對一個學生誰想要了解多予他們所能提供的並轉他們的背棄我，因此

我被迫尋找我自己的方式出於科學表達的混亂，因為科學家們的船已經陷入了他們“自然規律”

的淺薄地帶。 

11.現在有這麼多人談論“能量”，“自然力量”，“推進力”，“排斥力”，“重力”，“壓

力”，“吸引力”等，讓我們首先嘗試形成一個想法作為什麼實際上是“能量”; 然後讓我們看

看它是如何在自然界中體現出來的，它是如何影響有機和無機生命，它賦予生命，奪取生命，

建立並摧毀生命，從而成為宇宙的維持者。 

12.首先 - 什麼是能量？ 

13.看，能量只不過是一種可感知的表現形式在一個事物，必須改變它的位置或形狀因為另一個

物體影響它，這被影響以一種方式在一個物體外部或內部那可以觀察一個運動，增加或減少在

大小，甚至它的溶解。 

14.好，這外來物體的驅動朝向另一個物體只是衝動，繼承在第二個存在，以逃避元素周圍並影

響它; 它是衝動朝向靜止，相反與運動。 

15.石頭想要躺著休息，這意味著它希望繼續一致與它的支撐，它的所有部分，直到最小的原子，

不要感到干擾在它們的維度正如寬度，長度和深度。 

16.因此，一旦另一個物體作用影響在石頭上，撕裂它從它的舒適靜止中，它的整個自然抵抗;

所有它的部件，以前密集包緊在完全惰性，開始膨脹或可能收縮，並振動。簡而言之，由於它



的的抵抗力反對其它物體干擾它，它不再像以前那樣堅硬，沒有生命的石頭，但它有生命。它

裡面的一切都在移動和震動。 

17.那麼，什麼是結果當一個惰性物體運動時？看，結果是它必須放棄它以前的形式，並一致性

被迫成為別的東西，因為它的元素不再牢固結合像以前那樣。因此，施加的力量會佔據上風，

破碎並砸碎石頭，如果可能的話，甚至會將其成分溶解成灰塵。 

18.因此重力，或吸引力，地球在其組成部分上的引力總是對立被另一種力量，即，力量或衝動

摧毀所有存在的，然後再形成新的東西從它 。 

19.能量，因為它表現，並作為人可以看到它工作和感受它，因此是另一個因素那既不在石頭中

也不在其周圍而是被引起和刺激由其他元素，使後者改變它們的形式和它們的組成部分，奪取

生命，帶來生命，因此摧毀和重建，確保永恆的永恆只有通過創造重新，同時摧毀 。 

20.這能量表現在所有可能的方向和各種形式。它的致因因素因此是一種更高的力量，那在它的

要求表現，是只可見作為力量。因此，能量作為獨立的東西，正如學者物質主義們想要相信，

根本不存在，它永遠不是一個獨立的重要因素，而是兩個更高因素的產物，即，惰性和運動。 

21.它是通過整個宇宙的這兩個重要基本原則，那世界存在，被創造，被持續並再次轉變為新的

東西。 

22. 惰性也表達在第二個名稱那我們可以給它，即，在物質裡，生命活動影響它，那維持和加

速一切，是精神，它是能量的刺激者，抓物質在一起，因此是生命的主要因素在它的整體。因

為沒有精神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沒有物質，物質不需要能量; 因為能量是產品來自前者，如果

它們缺乏，一切都缺乏。 

23.現在我們已經清理能量或力量的概念，並可以進入下一個通過能量表現，那作用對物質。因

為能量只存在哪裡有阻力和哪裡物質，作為一些物質，提供用它的非常組成物理阻力，在惰性

原理中，那裡它抵抗運動，從而變得可見作為力量。 

24.現在我們問：“什麼是物質？”科學家們說：“物質是所有那是能夠擴展作為長度，寬度和

深度。” 

25.很好，現在我們繼續問：“物質是什麼科學家們會說： 



26. “物質組成所有那是存在由整個宇宙中，無論是溶解的還是緊湊的形式; 物質是所有那可以

被稱為創造的基本要素。“ 

27.好，但現在我們問：”如何有多少種物質是在那裡，如何區分它們，或分開它們彼此？“ 

28.然後科學家們再次說：“通過化學分析，我們已經發現無數物質（迄今為止對為我們）是不

可分割的，這些物質構成了宇宙。它們的各種組合帶來了一切我們可以物質上看到或感受 。這

些組合，或者，正如他們所說的“化學化合物”，但，受某些法律的約束，其中一個是同化法

則，另一個是排斥法則。“ 

29.現在我們再問：”但先生們，你們是再次談論法律，如此最終我仍然必須推定一名立法者。

“ 

30.於是他們回答：”朋友，這不是什麼我們的意思。各種各樣的物質具有不同的特徵，只允許

它們進入一種或另一種組合或接觸，而其他物質則完全不可能。“ 

31.再次認識到我們不能完全同意教授，我們必須再次依賴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五種感官，因此問

我們自己一個問題：什麼是物質？我們的心告訴我們： 

32.“物質”根本不是什麼。 “物質”是一個過於概括術語，那，通過分類所有同等，不允許

任何變化。如果一個人想要定義所有那是可見世界作為物質，它會最終不可能找到單一定義為

組合物質在密集和輕質，固體和揮發性 。 

33.因此，“物質”是在它的最好代表通過偉大以太空間超越地球大氣層，在這裡，所有的成分

呈現在液態，這些成分將用於製造世界地球及各種氣候周圍它們的。 

34.只有那裡 “物質” 存在，即，大型供應站為建造宇宙。但，在地球上，裡，和地球周圍，

物質不再是“物質”。因為那裡，根據各自的目的，必定和組合元素，然後，暴露於其他，更

高的效力，如生命，運動或力量，被強制改變和形式的變化，改變它們自己，並出現以新的形

式，作為某些不同，在他們的活動之後，在它們以前的形式的停止。 

35.在地球上，物質已經被束縛在如此方式，那分離成它的原始形式是不再可能，因為它的各個

組成部分如此錯綜複雜地聯合，作為代表只在這最親密的融合另一個整體並反對任何分離通過



人為的手段。然後，學識淵博的紳士們相信已經發現了“法律”或所謂的“自然法則”，因為

他們失敗實現更高的權力，即，聖靈統治一切，輕鬆實現。 

36.自然科學家和學者，誰，只認識到事實那裡大自然運作以粗糙或大手段，這些先生們失敗明

白，儘管他們否認仍有一些東西超出其化學分析，他們的顯微鏡和望遠鏡，他們的氣壓計，靜

電計，溫度計，氣壓計和其他儀表。什麼他們觀察到的只不過是原始處理在反駁和沈默。雖然

他們非常重視它們，但他們失敗理解它們，並，由於他們拒絕承認主和立法者，他們用智慧投

資這些物質並說：“它們只遵循這如此和如此的衝動，”在同樣的方式正如他們遵循他們的，

即，物質主義的一種真正了解或看到某種的幻覺。 

37.什麼對於他們，是一個神秘的自然，並將永遠保留在是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關於他們自己的

身體，即，物質與精神之間的相互關係，或如何大腦質量，這當然是東西物質可見的，只會產

生精神上的東西，或如何新陳代謝在他們自己身體工作，如此他們能夠享受健康的生命;這個，

精神，他們不想找！ 

38.這些紳士，誰本質上不想承認一個主，一個更高的權力，而每天，甚至每小時，他們可以觀

察在他們自己的身體中那精神能夠統治物質，假設一種自然法則那形成能量和物質進入那他們

明顯看到並感受到無形的在他們面前，但，因為他們自己的身體，在那裡同樣過程發生， 他們

不願意承認自然法，但要獨裁地統治。 

39.“如何軟弱和偏見你是，你可憐的盲人！”這個聲音發聲在你的方向從生命，並從看似死的

可見自然物體中，到處它呼喚你： 

40.  “我們確實存在！但不是偶然或根據你的“法律”鏈接在一起，而是我們是通過更高的權

力形成的，根據我們的個性吸引和排斥彼此，所有這些只是為了向你提供懷疑論者在這個世界

上愉快的逗留，即使你不想听到它，也總是呼喚你的智慧驕傲： 

41. “我們確實存在！但我們不是，正如你們盲目相信的那樣， “能量”或“物質”;我們是

“精神”，即，被囚禁的精神，鬆散的精神，精神創造形式，並再次摧毀它們。最後我們將脫

穎而出從精神化的所有這些衝突，展示你所有在整個自然界的都是精神，你只是缺乏必要的理

解精神，儘管啟示有明顯和無形的本性，你拒絕屈尊坦白：是的，現在我們意識到我們什麼都

不知道！當這個感嘆傳出從你的心和頭腦時，你將邁出最偉大第一步朝向這最偉大目標通過這

偉大精神，誰對待你以極大的忍耐和恩典，並儘一切可能向你證明他，一個靈，不能創造物質，

只能創造精神！“ 



42.現在我已經向你指出科學系統所有物質大部分廢話，我們想要傳遞到我們自己的領域，如此

以便證明向所有懷疑者（善意的）那裡沒有如此事情“能量”或“物質”，但那裡只有“精

神”，精神們，和一個靈性的至尊造物主！阿門。 

延續（1871 年 2 月 23 日） 

43.昨天我們斷言精神是整個宇宙的主要組成部分和主要維持者;今天我們必須證明我們昨天所

說的話。 

44.看，第一個問題出現這裡是：什麼實際上是 “精神”，什麼是它的構成？ 

45.回答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困難;但，我們將試圖通過一個例子向你說明，以便你可以很好地區

分“精神”和“力量的表現”。 

46.現在讓我們假設有人想開始某項工作，根據他的理解，邏輯上開始並一致追求，應該產生某

種結果。好，為了影響這一點，他首先會構思一個想法，然後仔細思考它並反思它，然後他會

思想審視步驟的整個過程從頭到尾。進一步，經過精心考慮和思考一切，他將採購所需的手段

和材料然後，在最初構想的想法的影響下，處理，混合和組合它們直到最終結果出現。 

47.現在，如果你要想像這個過程非常清楚，你會看到靈性的想法，或重要生命力攜帶在其裡所

有力量來做出一切出於所有在意志，那你可以稱為最內在的生命，是這種效力（強大的意志），

因此攜帶者，推動者和創造者是整個項目的載體。這種效力想要用於追求其目的的一切必須首

先滲透其自身的能量，如此在這種能量的影響下，整體逐漸融入一個同質的大廈，然後實際上

表達了最初構想的想法。 

48.這種精神化物質的，或利用物質為了行動，這種喚醒精神元素將在物質裡在集體努力，是實

際生命，或整個機器的驅動輪。這種激活的生命力超出了所有可琢磨和無法估量的元素，是因

此實際上是“精神”，那然後，在所有它的漸變之後達到我， 作為唯一的創造者和被創造者的

主，包含了所有這種效力在它的的最表達高點可以是的。 

49.由於這種效力必須自然地被按排以這種方式，那它可以邏輯上創造某種東西，這邏輯你認為

作為自然法則，它尊循那，如果某種東西明確是為永久而創造的，那影響其創造的第一個原因

不意味著它的毀滅。 而是它的保存。因此，這種精神力量必須有“快樂”在創造中，這不是什



麼而是傾向，如果不是愛，什麼是“傾向”？正如厭惡，或刺激對創造的破壞，必須被稱為仇

恨。 

50.因此，它遵循那原始精神，或最高效力，是創造，活躍的原則和不朽的生命，是愛，或換句

話說： 

51.最高效力，上帝，是愛！ 

52.哪裡有愛，沒有毀滅，沒有仇恨是可能的！ 

53.現在，既然靈在我的人裡，作為一個永恆，獨立的身份必須有作為其基本原則主要屬性

“愛”，它尊隨那我必須擁有所有其他屬性那屬於愛的，那不存在沒有愛 。沒有它，愛就不可

能存在。 

54.這些屬性是：溫柔，耐心，堅持不懈（或忠誠），謙卑，因為所有創造的東西都是我的產品，

作為它就像我的孩子，在他們，父的愛也找到了最高尚表達。 

55.現在看，如果造物主想要創造某種東西，他一定要賦予被創造的一些東西屬於他自己的，這

樣它可能相似它的造物主，變得配得上他！ 

56.因此，為了呼招進入存在宇宙及其所有的世界和太陽，用它們的植物，礦物和動物王國，我

必須賦予這些部分中的每一部分，因此宇宙中的所有東西，有一定的量子我自己的 。希望逐漸

向上奮鬥，並一個衝動再次回到我。由於“同樣總是被同樣吸引”這一事實，在所有被創造的

一個精神部分，正如你可以理解和掌握它是凝固的，或幾個小顆粒凝聚成一個更大的體積（形

式），所以根據精神顆粒的關係程度後者或多或少地密集地相互粘附，從而形成一個體。 

57.通過這種方式所有，你所謂的物質都被創造出來，無論是易溶，易揮發還是堅固的元素，直

到，包括最堅硬的岩石。 

58. 所有地方主要成分現在是，並過去是，精神那，以各種各樣的組合或其他形式，已經產生

了更大或更小，或多或少的堅固群體。 

59.你有一個雄辯的例子在水中，它，作為一種柔韌的輕元素，在熱的影響下很容易變成空氣;

或，相反，一旦一定量的熱量從其部件或從單個原子逸出，就會變成剛性的，堅固的冰塊。 



60.這裡的區別僅在於水由於缺乏溫暖而變成冰，或愛在個人部分對彼此相愛，而在整個創造的

世界，它恰恰是愛聯繫一切。因為愛力量使一切事物互相吸引，並通過這種衝動聯合彼此盡可

能緊密，引出從愛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即，溫暖，由於它不可分割的伙伴關係與愛，相當於

它。 

61.那裡愛聚集一起志同道合的精神粒子，一種幸福的衝動或溫暖就會產生。那裡溫暖發展，一

個新生的狀態逐漸形成，努力為了一個更好的情況，一個精細，更好的組合;總之，另一個可見

因素，即生命，應運而生。 

62.那裡沒有愛，沒有溫暖，沒有溫暖，沒有生命！ 

63.這生命，作為溫暖和愛的產物，或運動摩擦在個體束縛的精神粒子之間，反過來又產生另一

個創造因素。那裡是溫暖，有摩擦，摩擦增加，熱量增加，熱量增加，消耗或新生狀態開始，

那裡精神顆粒變成其他，更高，更輕的形式，那快樂釋放它們的表現通過劇烈的振動或顫抖，

這種表現最終被稱為光！ 

64.因此，哪裡有愛，有溫暖，哪裡有溫暖，有生命，哪裡有生命，有光！ 

65.現在我們面前有這三個主要因素構成創造，它們有助於創造和維持它，沒有它沒有什麼存在。

因為在所有被創造的東西中，一個或另一個因素總是占主導地位，並哪裡所有這三個生命載體

停止存在，那裡沒有創造，沒有生命，沒有溫暖，但死亡，寒冷，破壞或解體，所以這些溶解

的部分可以再次回到生活的循環。 

66.現在看，“能量”只是精神衝動到新創造出自那存在的。當這種衝動體現在現實時，它被認

出由你的自然科學家作為自然規律。 

67.“物質”只是凝固的精神，正如你看到在地球上，很久以前已經失去了它的原始形態，可見

在更堅實，更粗糙的成分中，不再是物質，但物基通過相互影響較強的在較弱的，偉大的在較

小的，導致它的解體和變化，如此解放那裡的精神，並開闢道路為他們通往更高層次。 

68.這種分裂，或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表現對你的眼睛為“生命”，作為偉大自然法則“來到

存在並停止存在”，那裡一個通過溶解的必須與另一個相輔相成，這樣它可以進入偉大大範圍

和道路回到我。 



69.因此，那裡你的科學家只懷疑自然法則，儘管他們的想法，只遵循我的意願，恰恰只有精神

生命才能存在和發展，一個生命那目前遠遠超過一切思想和觀念你的科學家所能掌握的。  

70.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即，因為精神不屈服他們的意志並拒絕成為他們的壟斷，他們已經決定

他們最好的做法就是完全否定它。 

71.對他們，沒有上帝，沒有立法者，儘管他們假定自然法則;對於他們，它是“物質”，它制

定了它自己的規律，因此是一種智慧的物質！ 

72.對他們，法律只是某種“必須”;根據他們的概念，宇宙中的一切都會分解為重要的元素，

並從那裡開始其機械循環。對他們，沒有向上發展，但永恆的停滯。 

73.如果他們滿足在他們自己解散後變成一部分， 為氧氣，碳或氮 “，或一些其他思考或無法

思考的”元素“，我沒有異議。我甚至可以接受他們的願望，讓他們在某個星球的大氣層中作

為一種空氣流動數百萬年。然而，時間將到，當這個夢幻般的狀態將變得乏味對意識表現它自

身的，但那時道路從空氣的粒子到人類靈魂的將會有些緩慢和困難！ 

74.到目前為止，我讓他們做作為自由人類什麼他們喜歡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情況確實如此，

當他們面對如此冷漠稱讚所有事物的解散以死亡形式時，他們自己想要放棄他們所寫的一切，

如果它是可能，縮回從荒涼畫面他們已經形成的世界，並試圖強加給別人。 

75.如果不是因為我無限的愛和我的憐憫，對這些被誤導的孩子，我當然必須對他們採取不同的

處理方式。但，我表現得像一個有視力的人，誰也會原諒那個瞎子與他發生碰撞甚至將他擊倒;

因為盲人不知道什麼他做了。 

76. 精神無所不在，無論如何多少和多久你的哲學家和科學家試圖否認它。沒有精神，既沒有

創造也沒有陽光閃耀在天空中，也沒有任何生命！ 

77.事實上，只有精神和精神元素才能賦予生命以及給美好衝動對事物的僵硬形式和“生命”看

似死的和無情的事物，並敦促一切歡樂的歌為最高和最偉大的聖靈，誰是愛人格化，由我決定。 

78.沒有精神，就沒有愛，沒有愛，什麼會是生命？混亂，寒冷的天性，沒有任何溫暖，舒適，

聖潔！ 



79.即使在你們人間塵世的生命中，什麼是生命沒有愛？哪裡有一種情感與愛相等！什麼使自然

美麗和崇高？什麼是那裡在音樂喚起崇高的感情？什麼是它激勵和溫暖窮人，痛苦，忍受的心？ 

80.它正是愛的光芒那飄蕩繞在你通過物質本性，穿透無形的精神領域，移動，催促你走向擁抱，

靠近另一個人，在那裡你再次感受到心臟跳動那，和你一樣，為美麗和聖潔而戰。 

81.在你面前看到的一切都是什麼，沒有這種屬靈的關係穿過所有的活生物，什麼能聯合我與你，

把你吸引到我，把我吸引到你，如果不是愛情？ 

82.這神聖，幸福的感覺，那到達從你的本性的物理極限到達超越所有的星星，那裡在永恆的幸

福和寧靜中正在等待那個人誰給你這個禮物的作為他自己的自己，並想讓你感受到如果沒有愛，

世界就會被創造在虛無！ 

83.把這個世界看作是一個精神全景那裡精神們，聯繫在成千上萬種形式，代表著總是同樣事情

正如他們呼喚你;遠在你的數百萬英里的太陽的光線，以及在你腳下爬行的蠕蟲，都加入了同樣

的讚美詩：“上帝就是愛！” 

84.是的，我是“愛” ，我是“那精神”，誰精心創造了一切，精心維持著一切; 

85.我是上帝，誰曾經降臨到你在這個小地球上，為了實現他的最大的愛和謙卑工作。 

86.是的，我是上帝誰，作為精神或最高效力，不想獨自在創作裡; 

87.我是上帝誰想成為父親，並希望看到充滿愛心的孩子圍繞他誰，雖然能夠認識他的能力，卻

只愛他！ 

88.這是原因為什麼我現在不停地提醒你一次又一次地呼招： 

89. “不要忘記你的出身！你是我創造的生命，屬靈的產品！為了成為我的孩子，請努力通過

你的行動來成為我的孩子！“ 

90.這就是為什麼我的創造的所有天堂和所有深度都呼喚著你，以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聽到同樣

的呼喚： 



91. “最重要的是愛上帝！因為他是愛，他為愛而創造了我們 - 只為了愛！努力變得配得上他，

這樣他的話對你可能不會浪費！“ 

92.這個呼招響起到無處。喚醒在你的心中同樣的感受，用你的愛取悅你的父親，並向他證明在

與你的同胞打交道時 。這是你父親的願望！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