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28 第三聖約 - 第 28 章 - 死亡，頻死和覺醒 

耶穌基督的啟示 

聖靈的不朽之中 

主如此說: 

1. 這是人類喚醒美麗的精神時代，在此它成為感興趣對永恆，並問它自己：“死後等待我們的

生命將會是什麼樣的？” 

2. 無論何種不信的人，都沒有問過他自己內部存在的東西是否能夠在物質形式中存活下來？我

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沒有人能夠感受到神秘或在深不可測的某個時刻默想。 

3. 關於到目前為止的精神生命，並且在你的眼前實際存在，有些人會問，有些人會混淆他們自

己，有些人會否認 ; 有些人說話，相信他們知道一切，而其他人則保持沉默並等待。然而，很

少有人真正了解超越的內容。 

4. 在第三個時代，我離開了人類所擁有我的被遺忘的墳墓，以便復活人類，因為我就是生命。

沒有人能死 ; 即使是那個靠他自己的手奪走他自己生命的人也會聽到他的良心要求他解釋他缺

乏信仰的原因。 （52,63） 

5. 我的教義不僅是為了在你們在世上的途中給你力量和安寧，而是教導你離開這個世界，超越

超的門檻閾值，進入永恆的豪宅。 

6. 所有宗教都在通過這個世界時安慰了精神，但是它們在向超越之旅中展示和準備的程度是多

麼少。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將死亡視為一個結局，不知道從那裡你可以看到真實生命的無限視

野。 （261,52  -  3） 

7. 死亡只是一種象徵。那些不了解真理的人會有死亡 ; 對於他們而言，死亡仍然是一個幽靈背

後的神秘或者什麼都不是。我說：睜開你的眼睛，明白你也不會死 ; 你將與物質材料分開，但

這並不意味著你會死。你和你的主一樣，擁有永生。 （213,5） 

準備從這個世界中分離  



8. 你必須明白，你有被賜的靈，是天父在他的創造中最敬愛的工作，因為在你裡面，他沉積了

本質，屬性和不朽。 

9. 精神不存在死亡，而不是你所知道的死亡，存在的停止。身體的死亡不能是死亡或精神的終

結。恰恰是當器皿永遠地閉上眼睛對這個世界時，精神就會睜開眼睛看到更高的生命 ; 它只是

在路徑上的瞬間過渡導致完美。 

10. 如果你還沒有這樣理解它，那是因為你仍然非常愛這個世界，並且你覺得與它密切相關。

它讓你擔心放棄這個住所，因為你覺得你是所有的你的擁有者，而且還有那些人對我的神聖正

義有一種含糊不清的預感，並且害怕進入精神世界。 

11. 人類過分地愛這個世界 ; 太多了，因為它的愛已被壞指導。有多少人因此而屈服於此！由於

同樣的原因，靈魂的物質化程度有多大。 

12. 只有當你感到死亡的腳步聲在你附近，當你感到嚴重的疾病和痛苦時，當你認為自己距離

超越之後只有一步之遙：從你擔心的那種正義，只有在那些困境中，你才能做出承諾並且誓願

對父要愛，侍奉並順服祂在地上。 （146,46-49） 

13. 人們非常熱愛這生命，以至於當他離開地球的時候，他們反抗我的意志，而忽視我在呼召

他們。他們拒絕我國的和平，並要求父在地上有更多的時間來繼續擁有他們的臨時財富。 

14. 學會敏感，這樣你才能直觀地意識到屬靈的生命 ; 不要滿足於你在地球上的生命 ，這標誌

著你的精神進化的開始，因為超越這個世界有超凡的創造。 

15. 因為我的意志，不要試圖拒絕接近你的死亡。而且，你不應該尋求科學家試圖奇蹟般地延

長你的存在，從而反對我的意志，因為你們都會對這個錯誤痛苦地哭泣。在這生命中做好準備，

你沒有理由擔心自己進入超越。 （52,55-57） 

16. 當你在地球上時，你應該愛這個世界的事物只到它能幫助你實現它的規律程度。但是你應

該始終受到啟發，來到高尚的靈性宅邸中居住，這樣當你的靈魂與物質的身體分離時，它就不

會被它所愛的那些東西所迷惑或誘惑 ; 如果它屈服，它將成為它們的奴隸並留在這個世界，它

不再屬於的，也不能享受的。 （284,5） 



17. 要善待你自己。沒有人知道他的精神什麼時候會與肉體分離。沒有人知道第二天他的眼睛

是否會向光敞開。每個人都屬於所有創造之主，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被召喚。 

18. 請記住，即使是頭上的毛也不屬於你，甚至連你所踩的地也都不屬於你 ; 你自己不屬於你，

你不需要擁有短暫的財產，因為“你的王國”也“不屬於這個世界。”。 

19. 靈性化你自己，你將擁有一切在公平和衡量的根據你的需要，當宣稱你放棄這生命的那一

刻到來時，你將提升你自己充滿光明，佔有你在超越中屬於你的東西。 （5,95-97） 

通往另一個世界 

20. 在每一刻我的聲音都會呼喚你走向和平存在的正義道路，但你的聾子在那個聲音之前只有

一瞬間的敏感。那一刻是你生命的最後一刻，當痛苦讓你注意到身體的近乎死亡。然後就是當

你想要開始你的生活來糾正你的錯誤，在你的良心判斷之前冷靜你的精神，並能夠為父提供一

些有價值和有成就的東西。 （64,60） 

21. 如果你尋求精神的不朽，不要害怕結束人類生命死亡的到來，等待它的準備。它在我的命

令之下，因此總是公正和恰當，儘管人們常常相信。 

22. 嚴肅性不是在於人死亡，而是在於精神上缺乏光明，並且無法看到真理。我不希望罪人的

死亡，而是希望他的悔改 ; 然而，當死亡變得有必要解放一個精神，或者阻止一個人陷入深淵

時，我的神聖正義就會切斷人類存在的主線。 （102,49-50） 

23. 請注意，在你命運的書中，我指定了果世以後的門將打開的日子和時間，讓你的精神進入。

一旦你進入，你將看到你在地球上的所有工作和你的所有過去。那時你不應該聽到對你抱怨或

那些指責你對他們的麻煩負責和指責的聲音。 （53,59） 

24. 不要停下來，以為你永遠不會到達因道路長久 。繼續前進，一會兒你失去了你的精神會後

悔的。誰告訴你目標是在這個世界？誰告訴過你死亡是結束，和那時你可以到達我的王國？ 

25. 死亡就像一個短暫的夢想，在此之後，恢復了力量，精神喚醒了我的光芒的愛撫，正如為

它自己新的一天的開始。 



26. 死亡是鑰匙打開監獄大門你發現你自己在通過存在限制物質裡的，同時也是打開永恆之門

的鑰匙。 

27. 這個被人類的不完美轉化為贖罪谷的行星，一直是囚禁和流放精神的地方。 

28. 真的，我告訴你，地球上的生命是生命階梯上的又一步。你為什麼不以這種方式理解它以

利用你所有的課程？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回歸它，因為他們不理解也不利用

他們以前的生命。 （167,22-26） 

29. 它是有必要你知道那因為精神要經受長期而且有時是艱難的考驗，所以在成為肉體之前，

它有很大的準備。然而，感謝這種準備，它不會受到干擾通過進入這生命 ; 它閉上看過去眼睛，

打開它們進入一個新的存在，並以這種方式從第一個瞬間適應它到達的世界。 

30. 你的精神呈現出來的形式有多麼不同精神生命的門檻或最近離開它的身體和世界之前 。因

為它缺乏回它的家的真正準備，感覺不安，物質材料的感覺仍然占主導地位，並且它不知道去

哪里或做什麼。 

31. 這是因為它不知道那也是必要的在最後一刻知道如何閉眼對這個世界 。只有通過這種方式，

它才能打開它們的精神世界之前留下，它的所有過去都等待著它的新體驗重新團聚，並為之前

的所有經驗增添新的優點。 

32. 當他恢復光明時，一層緻密的面紗遮住了他的思想：他所留下的所擁有的頑強影響抑制了

他的良心的震動，因為陰影消失，讓他重新融入他的真實本質。那有很多困惑和痛苦。 

33. 聽到或閱讀此消息的人是否會將其視為無用或錯誤的教訓？我告訴你，只有那些人在極端

等級的唯物主義或盲目的狂熱主義中被發現的就會拒絕這種光，如果他的精神沒有被感動 。 

（257,20-22） 

“永恆的” 安息 

34. 靈魂安息正如它被理解和被接受通過你的物質世界，它不存在 ; 其餘等待精神的部分是活動，

通過做好事來增加自己，而不是消失瞬間 。那就是精神休息的時候，它的遺憾和悲傷都被照亮

了，它通過行善來享受自己，並且依賴於愛它的造物主及其兄弟。 



35.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如果精神保持不活動就像你在地球上想到的那樣，沮喪和痛苦的黑

暗會克服它，對於精神的生命和光明也是如此。作為最大的幸福，是工作，掙扎和不斷的活動。 

36. 從地球回歸精神山谷的精神，在其上印上了肉體的疲憊，並尋求超越將作為一個可以休息

的床，在那裡它可以沉淪為遺忘，以消除掙扎的疤痕，必須消除感到它自己最不幸，和不會遇

到平安或幸福，直到它從昏昏欲睡中醒來，從錯誤中恢復，併升到精神生命，正如我已經描述

的那樣：愛，工作和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不斷奮鬥。 （317,12-14） 

在超越中重新出現 

37. 我希望你們成為有信仰的人，相信屬靈的生命 ; 如果你看到你的弟兄們離世以後，不要覺得

他們疏遠，也不要相信你已經永遠失去了他們。如果你希望與他們團聚，活躍，做好事，當你

到達過世以後，你會發現他們等著教你生活在那個屬靈的領域。 （9,20） 

38. 誰對未來的生命沒有感到不安？在這個世界上失去親人的人中誰還沒有感到渴望再次見到

他們或者至少知道他們在哪裡？你會知道這一切 ; 你會再見到他們。 

39. 但是你現在應該獲得優點，因為當你離開這個世界時，你會在精神領域詢問你期望找到的

人在哪裡，你會被告知你看不到他們因為他們在更高的水平 ; 不要忘記，很久以前我告訴過你，

在父的家裡有很多豪宅。 （61,31） 

通過自己的良心對聖靈的審判 

40. 當一個偉大的罪人的精神離開這個物質生命進入屬靈的山谷時，很驚訝發現地獄，正如它

曾經想像的那樣，卻不存在 ; 以前曾被告知過的火只不過是其良知嚴厲判斷其作品的本質。 

41. 永恆的審判和啟示存在在罪人周圍的黑暗中，將比你想像中最強大的火更痛苦。但這並不

是預先準備的酷刑，因為這是對冒犯我的人的懲罰。不，這種折磨起源於一個人開始理解自己

的錯誤，當精神開始感到非常悲傷因為冒犯了創造他的那個人，並且沒有更好地利用它的時間

和它從主那裡得到的許多禮物。 

42. 你是否相信我應該懲罰那些因罪孽得罪我的人，當我知道罪更多於犯罪的人？難道你沒有

看到罪人為誰做惡，是對他自己？並且我不會通過懲罰他來增加他對他自己的不幸？我只是讓

他們看到他們自己，聽到他們良心的無情聲音，審問和回答他們，恢復他們失去的精神記憶在



物質形式的，並記住他們的開始，他們的命運和他們的承諾。在那個審判中，他們會感受到消

滅邪惡的火焰的影響，並將他們像坩堝中的金子一樣重鑄，將他們與有害或多餘的東西分開，

將所有不屬於精神的東西分開。 

43. 當一個靈魂停止傾聽他的良心的聲音和判斷時，我實在告訴你，那時他發現他自己在我面

前。 

44. 那個安息，平靜和清晰的時刻並沒有達到所有人的精神在同樣時間 ; 有些人很容易進行自我

反省，這樣做可以避免太多的悲傷 ; 因為他們喚醒現實並認識到他們的錯誤，他們做好準備並

準備修復他們最後的壞事。 

45. 雖然其他人是盲目的，無論是惡習，是因為某種怨恨，還是因為生活在罪中，所以遲遲不

能擺脫他們的傷害。 

46. 其他人，更不滿意，相信他們在時間之前已經被地球撕裂，當所有人對他們都笑，詛咒和

褻瀆，推遲他們擺脫困惑的能力，並且像這樣，有很多案例知道只有我的智慧。 （36,47-51） 

47. 你必須回答為所有的，你的作品越邪惡，你從你自己那裡得到的判斷就越精力充沛 ; 因為我

不判斷你，這是錯誤的，在你清醒的狀態下，你自己的精神既是你可怕的檢察官又是你可怕的

審判者。我是誰來保護你免受混亂，誰來赦免和來拯救你，因為我是淨化和赦免的愛。 

48. 想想你很快就會在精神上，而你在地球上播下的，也將是你收穫的。從這生命的過世到另

一個人不是對精神的嚴格和嚴厲的判斷。沒有人逃避這種判斷，即使是認為他自己是最有價值

的僕人的人。 

49. 我的意志是從你進入那個無限居所的那一刻起，你就不再感受到地球的痛苦，開始感受到

在路上又邁進了一步的甜蜜和愉悅。 （99,49-50） 

50. 人類解釋的最終審判是錯誤的 ; 我的判斷不會是一小時或一天，它已經壓了你一段時間。 

51. 然而，我真實地告訴你，死者的屍體已經死了，並且已經回到融合他們自己盡入他們自己

的自然，因為地球上的東西將回歸地球，就像精神會尋求它的住所一樣地方，是在我的懷裡。 



52. 然而，我告訴你，在你的判斷中，你將成為你自己的法官，因為你的良知，知識和直覺會

告訴你你有什麼價值，你應該居住哪個屬靈的居所。你將清楚地看到你必須走的道路，因為在

接受了我的神性之光時，你應該認出你的行為，並判斷你自己的優點。 

53. 在精神山谷中有許多困惑和不安的生物 ; 承擔我的信息和光明對他們當你進入那裡時。 

54. 從現在開始，你可以通過禱告來練習這種慈善形式，你可以通過禱告與他們建立聯繫。你

的聲音會在他們居住的地方產生共鳴，並讓他們從沉睡中醒來。它會讓他們用悔改的淚水哭泣

並潔淨他們自己。在那一瞬間，他們將獲得一絲光芒，因為在那一刻他們將了解他們過去的虛

榮，他們的錯誤和他們的罪惡。 

55. 當良心喚醒它時，精神的痛苦有多大！它如何在最高法官的凝視下謙卑它自己！是多麼謙

卑從他親密的深處，請求寬恕，承諾和祝福我的名字！ 

56. 在那裡，靈魂認識到它無法接近父的完美，並將目光投向地球，在那裡它不知道如何利用

它的時間和機會接近它的目標，要求另一段時間的肉體，以彌補其缺點和完成未完成的任務。 

57. 然後誰進行了正義？ 不是精神它本身制定判決的嗎？ 

58. 我的精神是一面鏡子，你必須你自己看，並告訴你你所保持的純潔狀態。 （240,41-46） 

59. 當你的靈魂離開它的人體之殼，並在精神生命的聖所回憶其內心的深處來審視它的過去及

其結果時，它在世界上的許多行為都有它似乎是完美的，值得被呈現給主並且值得一些獎勵，

在冥想的瞬間似乎很小 ; 精神會明白世界上似乎很好的許多行為的意義，僅僅是虛榮，虛假的

愛，以及心靈沒有感受到痕跡的慈善 。 

60. 為了判斷它自己，你認為是誰給啟蒙精神 一個完美法官的？是良心， 正義在那個時刻似乎

會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發光，將告訴每個人從地球上的作品中是好的，公正的，真實的，真理

的，以及什麼是邪惡的，錯誤的或者說它沿途播種是不純的。 

61. 我剛剛告訴你的庇護所是良心：那個沒有人可能褻瀆的聖殿，上帝居住的聖殿，以及他的

聲音和光明所發出的聖殿。 



62. 在這個世界上，你從未知道如何進入那個內心的庇護所，因為你的人格總是尋求方法逃避

每個人內心的智慧聲音 。 

63. 我告訴你，當你的靈魂放下它的外殼時，它最終能夠在那個聖所的門戶前停下來準備進入 ; 

在靈魂的祭壇前，俯伏它自己在地，傾聽它自己，在良心的光中審視它的作品 ; 聽到上帝的聲

音，作為父親，作為主，和作為審判者。 

64. 任何凡人都不能想像，在它的完全莊嚴，那一刻每個人必須經過的，以便知道你所承受的

好處，以及如何保存它，以及你必須拒絕的那一刻，因為它不能攜帶在精神。 

65. 當精神感到自它自己站在良心面前時，良心使它自己以真理的清晰度呈現，那就是沒有力

量聽到自己 ; 它希望它從未存在過，因為在它的眼前，它的一生都通過去了：留下的東西，它

所擁有的東西以及屬於它的東西，以及它現在必須最終解釋的東西。 

66. 門徒，人道： 為自己做好準備在這一瞬間，這樣當你的靈魂出現在良心殿堂的門檻上時，

你就不會把那座聖殿當成法庭，因為靈性的痛苦會如此之大沒法可比與身體疼痛。 

67. 我希望你冥想我在這個教導中對你所說的話，以便你明白你的審判是如何在屬靈的領域中

進行的。通過這種方式，你將征服形象那存在你想像法庭上帝主持的以一位老人的形式，將他

的好孩子放在他的右邊，以便他們可以享受天堂，而在他的左邊則是壞人這樣他們就可能會受

到永恆的懲罰。 

68. 現在是光明來到你靈魂和你的理解的最高部分的時候了，以便真理可以在每個人身上發光，

並且他被準備好有尊嚴地進入屬靈的生命。 （334,5-1 和） 

14-15 精神良心被恢復 

69. 我的創造中沒有任何東西像身體的死亡一樣，向每個靈魂顯示它在生命中達到的高度，也

沒有像我的話語那樣提升到完美。在那裡，你有理由為什麼我的法律和教義一次又一次地堅持

穿透內心，為什麼痛苦和變遷來幫助人們逃離那道路，它不是提升它們，而是將精神帶到深淵。 

70. 如果你的良心告訴你在地球上播下了愛的種子，你的精神會在超越中感到有多麼幸運。過

去所有的一切都將呈現在你的眼前，你作品的每一個圖像都會帶給你無限的快樂。 



71. 我的律法的規則，你的記憶並不總是知道如何保留，也將通過你的精神，充滿清晰和光明。

獲得的優點將使允許您滲透未知用睜大眼睛看到真理。 

72. 有許多神秘事物是男人徒勞地試圖解釋。無論是人類直覺還是人類科學都不能滿足人們提

出的許多問題，原因在於，保留知識只對那些精神已經滲透到精神神靈中的 。等待它的那些驚

喜，那些奇蹟，那些啟示，應該是它的獎勵的一部分，但是，我真的告訴你，如果一個精神來

到精神世界蒙著眼睛，它將看不到任何東西，並繼續看到之前它只是所有應該清晰的奧秘。 

73. 我帶給你的這個天體學說揭示了許多美麗，並為準備你以便當你在永恆的正義面前表現你

自己在精神時，你就知道如何面對那個瞬間圍繞著你的奇妙現實。 （85,42 和 63-66） 

74. 接受我的亮光，以便照亮你存在的道路，在你死亡的那一刻，你就可以擺脫困惑 ; 一瞬間，

只要你通過超越的門戶，你就會知道你是誰，你曾經是誰，以及你將成為誰。 （100,60） 

75. 雖然你的屍體，即使在死後繼續提供營養和生命，也會沉入地下，在它們的懷抱中，它們

將被融為一體，以增加它的成果，你的良心，是高過你的存在，不會留下來在地上，但要伴隨

著精神，並像一本書一樣被展示給它，其深刻而明智的教訓將由它來研究。 

76. 你的靈性眼睛應該向真理敞開，瞬間，你將會知道如何解釋在一生中你無法理解的東西。

那時你就會明白成為“上帝的孩子和你的同胞兄弟”意味著什麼。那時你就會明白你所擁有的

一切的價值，並為所犯的錯誤感到悲傷和懺悔，為失去的時間，改革和賠償的最美好目的將在

你身上誕生。 

77. 從現在開始，你們都走向同一個目的，調和和諧你的精神生命。不要讓任何人相信他們走

的路比他們的兄弟更好，也不要有人認為他們比其他人走得更高。我告訴你，在死亡的最高時

刻，我的聲音會告訴你關於你的升高的真理。 

78. 那裡，那個短暫的光明時刻在良心之前是許多人得到了他們的獎賞，也是許多人看到他們

的偉大逐漸消失。 

79. 你想拯救你自己嗎？在兄弟般的道路上來到我這裡，它是唯一的，沒有別的，它是以格言

為標誌的：“彼此相愛。”（299，4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