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19 第三聖約 - 第 19 章 - 的神聖的三位一體 

耶穌基督的啟示 

上帝與基督和聖靈的統一 

耶和華如此說： 

1. 在第三個時代，我的道的亮光會使所有的人團結起來。我的真理將啟發每一個心靈，從而消

除信條和崇拜的差異。 （1,66） 

2. “今天，雖然許多人愛耶和華，無視基督，但有些人在基督裡愛我，無視耶和華;有些人認為

我的存在是聖靈，有些人因為我的三位一體而辯論和分裂。“（1,67） 

3. 現在，我問這個人類以及那些在靈性上引導它的人：為什麼你們彼此偏離，當每個人都認識

到真正的上帝？如果你在耶和華愛我，你就屬於真理。如果你通過基督愛我，他就是道路，真

理和生命。如果你愛我作為聖靈，你就會接近光明。 （1,68） 

4. 你只有一個上帝，只有一個父親。在上帝中不存在三個神聖的人，而只有一個神聖的靈，他

在三個不同的階段向人類和人類表現出來 ; 在它的渺小中，雖然穿透了深淵，但據信見過三個

人在只有一個靈存在的時候 。因此，當你聽到耶和華的名字時，要想到上帝是父和審判官。當

你想到基督時，在他裡面看到上帝是主，就是愛，當你試圖理解聖靈的起源時，要知道上帝正

是向那些最高級的門徒顯示他無限的智慧。 （1,68） 

5. 如果我發現古代的人類在靈性上進化，就像現在的那樣，我會像父親一樣表現出來，作為主，

作為聖靈，那麼人們就不會看到三個人神只有一個存在。然而，他們無法解釋我的課程，因此

根據他們的想像，他們會混淆自己並採取另一條道路並繼續創造可接近和微不足道的神。 

（1,69） 

6. 當人們理解並接受這個真理時，他們會後悔生活在拒絕一個或另一個錯誤完全可以通過一點

點愛而避免的。 （1,70） 

7. 如果基督是愛，如果我是愛，你相信他會獨立於耶和華嗎？ （1,73） 



8. 如果聖靈是智慧，當我是智慧時，你相信聖靈是獨立於基督的嗎？你相信聖經和聖靈是彼此

不同的嗎？ （1,74） 

9. 只要知道耶穌教給人類的話語就足以讓你明白只有一位上帝存在而且永遠只有一位。這就是

為什麼我通過他說：“知道聖子的人會認識父，因為他在我裡面和我在他裡面。”然後宣布他

將在另一個時間回到人間，他不僅說：“我會回來，“但他也答應送聖靈，安慰之靈，真理之

靈。 （1,75） 

10. 基督為什麼要與聖靈分開？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聖靈裡面不會有真理，光明和安慰嗎？ 

（1,76） 

11. 我是你的主，但不要把我視為與父分開，因為我是父。 

12. 聖子與聖靈之間沒有區別，因為聖靈和聖子是一個單一的靈，我就是那靈。 

13. 從我的表現中看到一個單一的上帝，他就是指導你完成許多不同課程的上帝，[就像]一本有

很多頁面的書。 （256,4） 

上帝啟示的三種形式 

14. 現在你知道父在三個不同時期表現出來的原因，你也知道人們與三位一體有關的錯誤信念。 

（39,42） 

15. 不要試圖以物質形式來思考我，因為我的精神缺乏形式，就像智慧，愛和智慧也缺乏形式

一樣。 （39,44） 

16. 我告訴你這個，因為許多人在想到天父時，都以老人的形式代表我。我不是老人，因為時

間不會影響我。我的靈沒有衰老。 （39,45） 

17. 當你想到基督時，你立刻就會記住耶穌的身體形象。我告訴你們，基督是神的神聖話語和

愛情在地上化身。當基督將他的物質遺體留在地上時，他就與我的靈魂從他所出現的地方聯合

起來。 （39,46） 



18. 當你談到聖靈時，你利用鴿子的象徵試圖以某種形式想像它。但是，我告訴你，標誌的時

間已經過去了。因此，當你感到自己被聖靈感動時，要接受這種靈感，作為你靈魂的啟蒙，去

除所有的不確定性，神秘和黑暗。 （39,47） 

19. 從時代到時代，人類逐漸對我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那些通過基督認識我的人，比那些只通

過摩西律法認識我的人，對我的看法更接近真理。當基督之愛的種子在他們心中萌芽時，眾人

因害怕他的正義，而后來遵循並順從尋求作為父神和主人。 （112,3） 

20. “我超越時間，超越所創造的一切  ; 我的神聖精神不受進化。我是永恆和完美的 ; 對於那些

有開端的人，他們肯定受到進化規律的約束，除此之外，你還會感受到時間的流逝在你的存在

“。 （66,43） 

21. “不要說父親屬於一個時代，基督屬於另一個時代，聖靈屬於另一個時代，因為主是永恆

的，不屬於任何時代，但時間屬於他，而基督屬於他作為一個人失踪了，他就是上帝自己，以

及正是同一位父親的聖靈，他在你們面前準備了他最高尚的表達 ; 換句話說，現在不需要任何

物質要素。“（66,43） 

22. 我已經解釋過，你所稱為父的存在是上帝的絕對權力，是宇宙創造者，唯一的存在者一直

存在。你稱之為兒子的存在，就是基督，他表現了父親對孩子的完美愛心 ; 你所稱為聖靈的存

在，代表著人類在第三個時代所接受的上帝屬靈啟蒙的智慧，當人的精神有能力更好地理解我

的啟示時。 （293,20） 

23. 聖靈的亮光，這是上帝的智慧，將在這第三個時代即將統治。它將闡明理解對那些非常需

要靈性的人，他們渴望愛和渴望真理。 （293,21） 

24. 如此之多，人們，只有一個上帝向男人表現出來，儘管在三個不同的方面，如果你在第一

時代的父的作品中尋求愛，那麼找到它，如果你尋找智慧之光，你也會發現 ; 正如在基督的言

行中，你不僅會發現愛，還會發現力量和智慧。如果在這個時候你在聖靈的作品中發現權力，

律法和力量，以及愛，溫柔和治療的香脂，為什麼會奇怪呢？ （293,20-21 和 25-26） 

25. 法律，愛和智慧 ; 這些是我向男人展示的三個方面，使他們在進化的道路和對造物主的全面

了解充滿信心。這三個方面彼此不同，但都是從單一原則出發，並且它們的結合是絕對完美的。 

（165,56） 



26. 在我裡面是法官，父親和主人，一個存在的三個不同方面，三個權力和一個單一的本質：

愛。 （109,40） 

27. 我是耶和華，一直將你從死亡中解救出來的人。我是一直跟你說話的上帝。基督是我的話

語通過耶穌說的。他對你說，無論誰認識聖子，都要認識父。我也是今天與你說話的聖靈，因

為只有一個聖靈存在，只有一個聖言，那就是我的。 （32,22） 

28. 聽著，我的門徒，在第一個時代，我給了你律法，在第二個時期，我向你展示了你應該詮

釋這些誡命的愛，現在在第三個時代，我送你光為了讓你理解我向你啟的一切。 （32,23） 

29. 因此，你為什麼要努力找到只有一個神聖靈存在的三個神，這是我的？ （32,24） 

30. 我把法律給了第一批人。然而，我向摩西宣布我將派遣彌賽亞。基督，我賜給你我的話，

在他的使命即將結束時告訴你，“我要回到我來的父那裡”。他還對你說：“我和父是一體

的”。在此之後，他答應向你發送真理之靈，這將根據我的意願和你的進化來澄清我的啟示之

謎。 （32,25） 

31. 但誰可以闡明我的秘密並解釋這些奧秘？如果不是我，誰能解開我的智慧之書？ （26,32） 

32.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現在發現的與耶和華和基督截然不同的聖靈，只不過是我向你的靈

魂所表現出來的智慧，以便讓你們明白，思考和感受真相。 （32,27, ） 

33. 在你的思想和精神上團結我作為上帝的表現，向你揭示律法，我作為父的表現，表現我無

限的愛和我作為主的教訓，揭示我的智慧，你將從所有獲得一個單一的本質，一個神聖的意圖：

你通過精神之光的道路來到我身邊，那多於僅是與你溝通。我想帶你到我自己的王國，在那裡

你將永遠有我，永遠在你裡面。 （324,58） 

34. 這不是第一次男人們難以定義一個神聖的啟示，或者在他們的眼中作為一個神秘的事物清

楚地表現出來。在第二個時代，在我在世界上講道之後，人們已經審視了耶穌的人，希望知道

他是否是神，以及他是否與父在一體，或者是另一個人 ; 他們以各種方式審視和判斷我的教義。 

35. 今天，我將成為分析，討論，鬥爭和審查的對象。 



36. 他們應當判斷基督的靈何時表現他自己，他是獨立於父的靈的，並且會有其他人說這是聖

靈所說的，而不是父或子。 

37. 但你所謂的聖靈，就是上帝之光，你稱之為聖子，就是他的話語 ; 因此，當你聽到這個詞時，

當你從第二時代的我的學說中取出，或者想到法律和第一時代的啟示時，要知道你在一個神面

前，聽到他的話語，接受他的精神的光（216,39-42） 

上帝作為創造的靈和父 

38. 我是一切創造的本質。一切都是通過我無限的力量生活的。我在每一個身體和每一種形式，

我都在你們每一個人身上，但是你們必須做好準備並使自己變得敏感，這樣你才能感覺到並找

到我。 

39. 我是每一個人的氣息，因為我是生命。這就是為什麼我讓你明白，如果你有我出現在你的

所有作品中，就沒有必要用粘土或大理石來塑造我的形象來崇拜或感覺我親近你。這種不理解

使人類成為偶像崇拜。 

40. 通過我的話，你預感到父與所有創造之間存在的和諧，你明白我是維持眾生的本質，你自

己也是我的一部分。 （185,26-28） 

41. 父的靈是看不見的，但卻以無限的形式表現出來。整個宇宙只是神性的物質表現。所有創

造的都是對真理的反映。 

42. 我已經包圍了存在的靈魂，他們是我的神性的孩子，根據他們居住的住所，有一系列形式，

我把它放在智慧，美麗，本質和良好的感覺上，這樣每一個住宅有我存在的最明顯的證據，以

及我的權力的想法。我展示你，生命的本質包括愛，智慧和掌握真理。 （168,9-10） 

43. 門徒：從我身上湧現出三種性質：神聖，屬靈和物質。作為創造者和所有創造的擁有者，

我可以用神聖而又易於理解的方式與你交談。如果物質性質源於我，我也可能實現我的聲音和

我的話語，使我自己可以被人理解。 

44. 我是完美的科學，萬物的開始，一切事業的起因和照亮一切的光。我高於一切創造，高於

所有的智慧。 （161,35-36） 



45. 這是理解的時代，是精神和心靈的照明時代，人類終將在靈性上尋求我，因為他會認識到

上帝既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形象，而是宇宙精神，無限和絕對。 （295,29） 

基督：上帝的愛和話語 

46. 在父在耶穌面前向人類顯現之前，他通過使用標誌和物質事件來表達他的啟示。以基督的

名義，你認識那位在人間顯現上帝之愛的那位，但當他來到世上時，他已經表現出他自己作為

父，因此，你不應該說基督出生在世上，它是耶穌的出生，基督住在他身體裡的。 （16,6） 

47. 冥想，你將結論通過理解我，接受在耶穌面前，他已經是基督，因為基督是上帝的愛。 

（16,7） 

48. 我和你在一起，給你力量為你的精神永恆的和平而戰 ; 但我真的告訴你，在人類認識我之前，

我已經從無限中賜予了他們光，並已經在你心中說話了，因為正如你和父親在一起，我一直在

其中。它是必要的因時間過去是為了讓世界能夠接受我作為耶穌並聽到上帝的話語，儘管我必

須告訴你，並非所有在那個時代聽過我的教義的人都有必要的精神進化來感受到上帝在基督裡。 

（300,3） 

49. 在耶和華，你相信看到了一個殘忍，可怕和復仇的上帝。然後主，為了使你免於錯誤送來

基督，他的神聖的愛，以便通過認識聖子，你也會認識父。“然而，人類無知並再次捲入其罪，

相信看到生氣和冒犯耶穌只等待那些冒犯了他的人在屬靈回歸向他們說話：“離開我，因為我

不認識你”，然後讓他們在永恆中忍受最不人道的苦難。 （16,46） 

50. “現在是時候理解我的教導的意義，這樣你就不會感到困惑 ; 如果你不為自己的缺點而償還，

神聖的愛不會阻礙你回歸我，那將是你良心的不可阻止的審判者會說你不值得穿透光明王國。

“（16,47） 

51. 我希望你像你的主人一樣，這樣我才能理所當然地稱你為我的門徒。我的遺產是愛和智慧。

是基督來到你這裡，是基督在這一刻向你說話，但不要試圖將我與上帝分開，也不要在祂之外

看見我，因為我是與父一體並且永遠與父同在。 （19,57） 

52. 我告訴過你，基督是神聖的愛，因此不要試圖將我與父分開。你相信他是一個沒有愛他的

孩子的父親嗎？你怎麼看待他？是時候認出他了。 （19,57） 



53. 任何人都不可羞於稱上帝為父，創造主，因為這是他的真名。 （19,58） 

54. 在耶穌裡，世界看到了他們的上帝人性化 ; 從他那裡，人們只接受過愛的教訓，無限智慧的

教導，完美正義的證據，但從來沒有一個暴力的話語，或一個複仇的行為或示範。相反，看看

他是如何被冒犯和嘲笑的。他掌握著所有的權威和力量，其多於全界世存在的，但有必要讓世

界認識他的父親的真正的本質，正義和慈善 。 

55. 在耶穌裡，世界看到一位父親為他的孩子們獻上一切，為他自己什麼都不要求。一個父親，

他甚至會以無限的愛情赦免最糟糕的罪行，而且從不尋求報復 ; 還有一位父親，他不是剝奪那

些冒犯他人的生命，而是寬恕他們，用他自己的血來追尋屬靈的救贖之路。 （160,46-47） 

56. “在物質上，耶穌是你的理想，是對完美的認識，所以在他裡面你會有一個值得模仿的榜

樣 ; 我想告訴你人類必須成為什麼樣才能像他的上帝一樣。“（21,33） 

57. 上帝是唯一的，基督是唯一與他同在，雖然他是神性之道，是你唯一的道路通向創造所有

一切的父親。 （21,34） 

58. 門徒，基督是神聖之愛的至高無上的表現，那就是靈魂的生命之光 ; 撕去黑暗，揭示真理的

為每一個精神凝視，摧毀神秘之光的光，打開了門，顯示了通往智慧，永恆和靈魂完美的道路。 

（91,32） 

聖靈：上帝的真理和智慧 

59. 在智慧是你內心渴望的潤膏和舒適，這就是為什麼在那個時候我應許將真理之靈作為安慰

之靈。 

60. 但是，必須有信心不要在路上停下來，也不要在試探前感到恐懼。 （263,10-111） 

61. 這是光明的時代，在這裡，作為聖靈之光的神聖智慧將照亮心靈和精神最親密的角落和靈

魂 。 （27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