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30 第三聖約 - 第 30 章 - 通過轉世的聖靈的發展 

耶穌基督的啟示 

進化的律法 

主說： 

1. 我告訴你們，人類必須知道它的精神已經多次來到地球和他們仍未能沿著我的法律路徑升起，

以便到達山頂。 （77,55） 

2. 為什麼，如果人類看到科學的發展和他們以前不會相信的事物的發現，它是否會抵抗精神的

自然演化？為什麼他們頑固地使他們保持靜止和昏昏欲睡？為什麼他們不想瞥見永生？ 

（118,77） 

3. 明白，雖然創造似乎已經完成，但所有事物都在不斷發展，變換，變得更加完美。你的靈魂

能逃脫神聖的法律嗎？不，我的孩子，沒有人能說出關於精神，科學或生命的最後一句話，因

為它們是我的作品，沒有結局。 

4. 根據他們所取得的知識，有多少人相信自己擁有偉大的精神，但對我而言，就像有些孩子站

在他們進化的道路上 ; 他們應該認識到，不僅要通過思想的發展來實現精神的提升，而且要通

過他們的存在的全面發展 ; 為了達到完整性，進化需要許多禮物。 

5. 這就是為什麼我將精神轉世為我的愛與正義法則之一，以便為它提供更長的道路，使其獲得

實現其完美所需的機會。 

6. 每個存在只是一個簡短的教訓 ; 否則，一個人在其中包含我所有法律的實現的機會將非常短

暫。然而，你必須理解今生的意義，才能從中汲取它的本質，實現它的和諧，這是人類完美的

基礎 ; 那麼你將能夠通過一個更高的星球，直到你到達精神生命。在那裡，我保留了許多必須

教給你的課程，以及我必須給你的許多啟示。 （156,28-29） 

7. 為什麼在所有事物成長，不斷變換，發展和變得更完美的同時，你的精神在幾個世紀中一直

停滯不前？ 



8. 既然你已經通過科學發現並學到了很多東西，那麼你就不要忽視所有創造生命中不斷存在的

進化。我希望你們明白，你們不要把你們的精神放棄到那種落後的狀態，也不要讓你們長期停

滯不前;並且你必須努力與周圍的一切實現和諧，這樣才有可能來到大自然，而不是隱藏其秘密，

揭示它們，而元素，而不是敵對，成為你的僕人，合作者和兄弟。 （305,6 和 8） 

“肉體的複活” - 正確理解 

9. 現在世人將知道肉體復活的真理，這是靈魂的再生。 

10. 轉世：回歸物質世界，重新成為一個男人：人體內精神的延續，繼續執行使命：這就是你

的長輩所說的肉體復活的真相給它的解釋就像他們荒謬一樣扭曲。 

11. 輪迴是上帝對你的靈所承認的禮物，因此它不會受到物質形式的微小，地球短暫存在或其

天然弱點的限制 ; 但是，因為精神源於優越的性質，它可以使用盡可能多的物質形式來執行其

在世界上的偉大使命。 

12. 通過這個恩賜，精神表現出其對肉體，死亡，以及所有地上，擊敗死亡，從一個身體到另

一個身體，以及可能被委託給它的多少人的巨大優勢：征服者時間，障礙和誘惑。 （290,53-

56） 

13. 你怎麼能相信在審判的那一天，死者的屍體會復活並與他們的靈魂聯合起來進入上帝的國

度？你怎麼能以這種方式解釋你以前教過的東西？ 

14. 肉體屬於這個世界，在這裡它仍然保留，而精神升起自由而且回歸存在從它出現的地方。

從肉體所生的是肉體 ; 由我的靈誕生的是精神。肉體的複活*）是精神的轉世，如果有人認為這

是一種人類理論而其他人認為它是一種新的啟示，我實實在在告訴你，自從開始我向世人告知

自人類的開端 ; 你可以在聖經的文本中找到它的證據，這是我作品的見證。 

*）這個術語，從古老的基督教信條中得知，是由尼卡議會寫下來的，當時部分接受的轉世教義

在基督之後 553 年被皇帝查士丁尼（！）譴責為異端邪說。有了這個，“肉體”中精神的轉世

變成了“肉體的複活”。 

 



15. 然而，在這個時代，啟示已經在更大程度的進化中達到了你的精神。很快，它將被公正地

視為創造者最合法和最愛的法則之一。無視你對“審判日”的看法，這不是一天像你的，因為

它是一個時期，世界末日不是你所居住的星球的終點，而是你的自負的生活在它上面創造了的。 

（76,41-43） 

16. 通過對靈魂轉世，澄清了啟示肉體復活的奧秘。今天你意識到，這種愛與正義的律法的目

標是完美精神，它永恆不會丟失，因為它總能找到一扇敞開的大門，作為父為它拯救的機會。 

17. 根據這項法律，我對每一種精神的審判是完美和無情的。 

18. 只有我知道如何評判你，因為每個人的命運對人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沒有人在其他人

面前被譴責或被暴露。 

19. 在罪惡中迷失他們自己之後，經歷瞭如此多的掙扎，滄桑和徘徊，靈魂將來到我面前，通

過他們的經驗充滿智慧，通過痛苦得到淨化，被他們的優點所提升，疲憊不堪從他們長途朝聖，

但簡單而且像孩子一樣快樂。 （1,61-64） 

靈魂發展的分化狀態 

20. 自從你的靈魂從我發出以來，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沿著精神的道

路以同樣的方式取得進步。 

21. 所有命運都是不同的儘管它們引導你走向同一個目標。對某些人來說，保留了一些考驗，

並保留給其他人不同的。一個孩子走一條路，另一個走一條路。你們所有人都不會在同一時刻

出現在這個存在中，也不會在同一時刻回歸。一些人前進，其他人落後，但目標等待著每個人。

沒有人知道誰在附近，誰在遠方，因為你仍然很小，沒有這種知識 ; 你是人，你的虛榮會讓你

誤入歧途。 （10,77-78） 

22. 在任何時候，即使是最遙遠的人類歷史，你也有過精神昇華的人的例子。你如何向你自己

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如果在他們沒有通過連續轉世幫助他們提升自己之前，已經有進化精神的

人從最早的時候？ 



23. 這是因為精神不是與體殼同時誕生的，人類的開始也不與精神的開始一致。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沒有一種精神來到這個世界而沒有在超越中首先存在。你們中間誰可以衡量或知道他

在居住其他住宅中的時間在他住在地球上之前？ （156,31-32） 

先前地球生命和你自己發展的知識 

24. 雖然精神與物質身體聯合在一起，它卻沒有意識到它在前世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它確實

知道它擁有永恆的生命，並且它將在追求頂峰會時不斷發展，但目前還沒有意識到它達到了什

麼程度。 （190,57） 

25. 你的思想沒有接受過去對你精神的印像或回憶，因為這種材料就像一層厚厚的面紗，不允

許進入靈魂的生命。什麼思想可以接受精神在其過去的軌跡中聚集的圖像和印象？什麼智力可

以與不可理解的人類思想相協調？ 

26.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讓你知道你在靈性上是誰，也不知道你的過去是什

麼。 （274,54-55） 

27.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由我在一本名為“生命”的書中寫的。頁數是無數的，它的智慧是無限

的，而不是別人是上帝，是作者，它可能不會被任何人獲得。但是，在每一頁上都有一個有限

的總結，其中父已經描繪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以便將其置於每一種理解的範圍之內。 

28. 你也是，是寫著你生命中的書，裡面寫著你所有的作品，以及你在漫長的進化道路上的每

一步。那本書將用你的良心寫成，這將是知識和經驗的光明，明天你將照亮你弟弟的道路。 

29. 你還不能把你的書呈現給任何人，因為即使你不知道它的內容，但很快就會有光在你的存

在，你將能夠向你的兄弟展示你的發展，你的歸還的頁面 ，和你的經歷。那麼你將成為一本開

放式書為人性。 

30.祝福那些人佔有他們使命，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己正在提升雅各在夢中所看到的階梯，這是靈

性道路帶領眾生到造物主呈現。 （253,6-8） 

愛作為對精神發展的要求 



31. 就像你的身體需要空氣，陽光，水和麵包生活一樣，同樣精神也需要環境，光和營養它自

己的生存。存在。當它被剝奪了為尋求營養而自我提升的自由時，它就會變弱，枯萎，變得暗

淡無光，就像一個孩子一直待在嬰兒床上並被封閉在臥室裡一樣 ; 它的四肢變硬，變得蒼白，

感覺減弱，其功能萎縮。 

32. 看看精神如何變得癱瘓？如果我告訴你世界充滿了癱瘓，瞎子，聾子和精神病患者怎麼辦？

生活封閉的精神，沒有自由發展它自己，是一種不會成長的生命，不在智慧，也不在力量和美

德。 （258,62  -  63） 

33. 我實在告訴你，能使你昇華的是愛，因為它存在智慧，情感和高尚。愛是神性所有屬性的

彙編，上帝在每一個屬靈生物中點燃了火焰。 

34. 我給了多少課，以便你學會愛？神聖憐憫提供了多少機會，生命和轉世！在學習之前，必

要時多次重複這一課程。一旦服從，就沒有必要重複上課，因為它不能被遺忘。 

35. 如果你快速學習我的課程，你將不再需要忍受苦難，也不會為你的錯誤而哭泣。利用地球

上收到的教訓可以回歸世界，但每次都有更多的進步和在更好的條件。在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生

命之間，總會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在開始新任務之前，這是必要的冥想和休息。 （263,43-45） 

轉世的各種原因 

36.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在人類生活的沒有時代人類缺乏對我律法的認識，因為他從未缺乏一

絲光在他的精神，一種直覺在他的思想，或者他內心對神聖火花的預感，這是他的良心。 

37. 儘管如此，你的精神已經轉向超越黑暗蒙上眼睛，我告訴你，那些沒有利用這個世界生命

中所包含的教訓的人，這個試驗的谷，必須回到它身上。完成他的歸還，最重要的是，要學習。 

（184,39） 

38. 在其他世界中，靈魂也享有自由意志，他們犯罪並迷失方向，或堅持善行，因此設法提升，

就像你在地球上一樣。但是在指定的那一刻，那些注定要來到這個世界的人，無論是為了履行

一項崇高的使命，還是為了贖罪在歸還。 



39. 根據他們想要看到這個地球的願望，它似乎對一個是天堂，而其對他人則是地獄。這就是

為什麼當他們明白天父的憐憫時，他們只看到一種奇妙的生命為精神播下了祝福和教導：一條

讓他們更接近應許之地的道路。 

40. 有些人離開後希望回歸這世界，其他人則害怕必須這樣做 ; 這是因為你的生命還沒有學會理

解你必須與主同住的和諧。 （156,33-34） 

41. 讓任何人都不要反對不得不在另一個身體回到這個星球的想法，也不要認為轉世是對精神

的懲罰。所有註定要生活在地球上的靈魂都必須通過輪迴法則才能實現它們的進化，並履行我

賦予它們的使命。 

42. 不僅僅是小高度的精神必須再次轉世，升高的靈魂也會一次又一次地回歸，直到他們的工

作結束。 

43. 以利亞是來到地上的最偉大的先知，儘管他所做的偉大工作和他所經歷的偉大考驗，他不

得不在另一個時間以另一種物質形式回到這個世界，和以另一個名字。 

44. 這種愛與正義的法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人類所不知道的，因為如果他們以前知道它，

它們可能會陷入混亂 ; 還有，父對你做了一些啟示，並且給了你一些跡象，這些都是這個時代

的前景，這是所有神秘事物解決的時代。 （122,25-28） 

通往完美的道路 

45. 漫長的道路是你來到那充滿光明。沒有比精神更長的道路，父親，塑造和磨練你的精神的

神聖雕塑家，給出了完美的形式。 （292,26） 

46.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為了完成清潔，你的靈魂必須在這個世界和精神的山谷中淨化它自己。 

47. 你將根據需要多次返回這個星球，你越失敗利用你父親給你的機會，你的最終進入真實生

命的時間越長，你在這個世界的逗留時間越長。淚流滿面。 

48. 在每一個世俗的存在中，每一個精神都必須展示其進步和進化的成果，每次都向前邁出堅

實的一步。 



49. 請記住，唯一好處反彈為自己的利益的就是出於對他人的真愛和慈善所做的事情，這是無

私的。 （159,29-32） 

50. 在人類中，有兩種力量總是處於鬥爭中：他的人性是暫時的，他的靈性是永恆的。 

51. 永恆的存在很清楚，很長一段時間才會使他能夠達到他的精神完美 ; 他預計他會有很多存在，

而在他們身上，他會經歷許多考驗，然後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精神預見到，在他的眼淚，痛

苦和多次經歷身體死亡之後，他將會到達他一直追求渴慕完美的巔峰。 

52. 另一方面，肉體，弱者和小人，哭泣，反叛，有時拒絕遵循精神的指令，只有當後者進化

時，才能在與肉體，周圍環境掙扎及其掙扎中表現出強大和經驗。它是否能夠控制肉體並通過

它表現出來它自己。 

53. 長期是精神的朝聖，廣泛他的道路，很多和且變化很大的他的存在，他的苦難在每時每刻

都是不同的，但是當他遵守它們時，他會提升，淨化和完善他自己。 

54. 在他的生命過程中，他留下了一絲光明，這就是為什麼肉體的衝動興趣與精神無關，因為

他知道他們是暫時的，並且他不能拘留他的旅程。他認為那是無足輕重的。 

55. 他暫時將注意力集中在他身體的弱點上，但他知道他不會非常愛那些短暫而且很快就會消

失在地球內部的東西。 （18,24 和 27-28） 

宇宙的生命學院 

56. 自人類開始以來，精神的轉世作為一種愛與正義的法則存在，是父親表現出無限的慈悲。

輪迴不僅是在這個時代，而且在所有時代，但不要以為這個神秘事物在此之前還沒有被揭示過 ; 

從第一次開始，人類就存在著關於靈魂轉世的直覺。 

57. 然而，這人類，尋求物質科學和世界的財富，使它自己被肉體的激情所支配，堅硬了精神

被感知的那些感官，使它自己失明和籠對精神。 （105,52） 

58. 在你被創造之前，你在我裡面 ; 後來，作為一個精神生物，從一個完全和諧振動的地方，生

命的本質和真光之源被發現，我來給你營養。 



59. 父親沒有創造痛苦。在我說話的時候，你沒有理由嗚咽，也沒有什麼可悲的，你感受了榮

耀在你自己的，因為在你完美的生命中，你是這種存在的象徵。 

60. 但是當你離開那個住所我給了靈魂一個外衣，你越往後走。從那時起，你的精神一直在不

斷發展，直到它到達現在佔據的星球，在那裡父神的光芒閃耀。 （115,4-5） 

61. 每一種精神的最終歸宿就是在被淨化並達到完美之後與神聯合。這就是為什麼我用啟蒙填

補你的道路並給你的精神力量，這樣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提升。當你離開地球時，你將在精神

山谷中居住的豪宅將由你的精神高度決定，因為宇宙被創造為精神的完美學校。 （195,38） 

62. 如果我今生已經賜給你所有，你現在不希望再提升一步，但你在一個存在中沒有實現，在

另一個存在中尋求，你在另一個存在中尋求的是在更高的一個承諾給你的，所以它在無盡的精

神之路上無限地繼續下去。 

63. 當你聽到我的話時，它似乎你的精神不可能達到這樣的完美，我告訴你，今天你懷疑精神

的高命運，因為你只看你用物質眼睛看到的東西：小，無知和邪惡。然而，這是因為一些人的

精神生病了，而在另一些人則精神癱瘓。有些人在精神是盲人，還有一些人在精神上死了。在

這種精神痛苦之前你必須懷疑命運那永恆為你保留的。 

64. 因此，你生活在這個物質主義和愛世界的的時代，然而我的真理之光已經到了你的身上，

消散了已經過去的黑夜，在黎明之光的宣告下宣告到來一個新的時代，精神將接受我的教學的

照明。 （116,17-18） 

65. 你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沒有機會來到地上來修復你們的錯誤 ; 你不會擁有今天擁有的那種儀器，

它就是你所擁有的身體，也是你所依賴的身體。你有必要明白，來到這個世界是對精神的特權，

而不是懲罰，因此，你必須利用這種恩典。 

66. 在此世之後，你將去其他世界接受新的教訓，並找到新的機會繼續上升階梯並完善你自己。

如果你已經完成了作為男人的義務，那麼將你離開這個世界有滿意完成使命，承擔安寧在你的

精神。 （221,54-55） 

67. 我的聲音呼喚眾人，因為許多靈魂即將結束他們在地球上漫長的朝聖之旅。 



68. 那種沮喪，那種厭倦，以及他們心中所帶來的悲傷，都證明了他們渴望更高的居所，一個

更美好的世界。 

69. 然而，它是必要你在地球他們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們必須服從他們良心的指令生活，以便

他們在地球上最後一步的軌道留下祝福為後來的世代人。執行他們在世界各地的使命。 

（276,4） 

70. 這個世界不是永恆，也不需要它。當這個住宅不再具有它現在存在的原因時，它就會消失。 

71. 當你的精神不再需要這生命帶來的教訓時，因為在另一個世界中等待它的更高級的教訓，

然後，憑藉在這場掙扎中獲得的光，它會說：“我現在明白了所有的滄桑這一生經驗和教訓只

是我需要的更好地理解。在這段旅程出現了多久痛苦消耗我的力量 ; 但現在，相比之下，當一

切都在過去了，它在永恆之前表現的短暫和流失。 （230。47） 

72. 要高興，人性 ; 把你自己想像成穿越這個充滿淚水，貧窮和痛苦的世界的移民鳥。很高它不

是你永恆的居所。更美好的世界在等著你。 

73. 因此，當你告別這個世界時，你會毫無怨恨地這樣做，而這裡仍呼喊將是痛苦，工作和眼

淚。你會向這個世界說再見，然後升到那些等待著你的世界。從那裡，你會看到地球是你在愛

情中記憶的空間點。 （230,51） 

轉世教義的定罪能力 

74. 屬靈的啟示向世人揭示了真理，正義，理性和愛那存在輪迴的屬靈恩賜。然而，在一開始，

世界將激烈地與這一啟示作鬥爭，將其標記為一種奇怪而錯誤的教義，以使人善意的信仰不信

任它。 

75. 宗教努力保持忠誠舊的信仰和方法將是徒勞無功的在超越他們的時代，因為沒有人可以阻

止神聖之光滲透到理解的深處，將精神喚醒到一個啟示的時代。神聖的信心，澄清疑惑和神秘，

以及精神解放。 

76.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人類在尋求思想，精神和信仰自由時興起的洪流。 （290,57-59） 

精神轉世的階段 



77. 我呼召所有旅行者傾聽我的聲音，邀請他們在靈性上提升並擁有永恆的生命。 

78. 在這一天神聖的話語使它自己被聽到，要從這個詞學習，並用它來啟發你自己，因為在智

慧就是亮光和你的救恩。 

79. 如果我的法律在你生命的一切行為中教導你道德，正義和秩序，為什麼你會尋找那帶來痛

苦的不利路徑，當你離世以後，離開你的身體留在地上，你會哭泣因為你非常喜歡那個肉體？ 

80. 當你覺得物質身體不再屬於你，並且你必須沿著這條路走到我的身邊時，我問你：我的孩

子，什麼禮物你帶給我？你是否遵守我的命令在地球上生活？ 

81. 你感到羞恥和沮喪，因為你沒有愛那麼愛你的人並給予你如此多的愛。你創造了摧毀你精

神的鎖鏈。失去了它的恩典，你的精神似乎沒有光明，哭泣和悲傷。它聽到父親的聲音，但是

由於它沒有進化，也沒有感覺值得來找他，它猶豫不決並等待著。 

82. 時間過去了，精神又一次聽到那聲音。在它痛苦的過程中，它會問誰說話，聲音說：覺醒！

你不知道你來自哪裡，也不知道你去哪裡？然後靈魂抬起眼睛看到巨大的光芒，在它的輝煌之

前，它看起來微不足道。它認識到，在被送到地上之前，它已經存在並且被父親所愛，這是聲

音來自的父親，現在，在這種痛苦的情況下看到他的人，就會受苦。精神知道它已經被送到不

同的世界，在艱難的道路上旅行，並且必須通過它的優點獲得獎勵。 

83. 那孩子問，如果在被送到地球之前，我一直是你心愛的動物，為什麼我不能保持善良？為

什麼我不得不下降受苦和工作為了回到你身邊？ 

84. 聲音回答：所有的靈都已經接受了進化的律法，在那條道路上，父的靈總是保護你，並為

他兒子的善行感到高興。真的，我已經把你送到了地球，以便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為精神完美

而掙扎的住所，而不是戰爭和痛苦的山谷。 

85. 我已經告訴過你繁殖而不是無子女，當你回到精神山谷並且沒有帶來任何收穫時，你只會

在沒有我覆蓋你的恩典的情況下哭泣。這就是為什麼我再給你發一次並告訴你，清理自己，尋

找你失去的東西，並培養你的高升。 



86. 精神回歸地球，尋求一個小而溫柔的人體，以便在其中休息並開始新的旅程。它找到了指

定給它的小孩並與身體聯合起來，以便為其失敗做出賠償在我的法律中。知道它必須做什麼，

並意識到它屬於父，精神來到地球清楚地意識到它的使命。 

87. 在最初幾年，它是無辜的 ; 它保持純潔，並與精神生命保持聯繫。然後它就開始認識罪了。

它很近看了驕傲，傲慢，以及人類的反叛在父的正義律法之前，而肉體本性就是頑固的，開始

用邪惡污染它自己。陷入誘惑之後，如果忘記了它帶到地球上的使命並且做了違反法律的行為。

精神和物質的身體吃禁果，當他們落入深淵時，最後一時刻讓他們感到驚訝。 

88. 再一次精神發現它自己在屬靈的山谷中，疲憊不堪，背負重它的缺點。然後它會記住在另

一個時間內仍然呼喚它的聲音。經過多次哭泣，感到迷茫，不知道它是誰，它記得它曾經在那

個地方。 

89. 然後那位以如此多的愛創造它的父親出現在它的道路上，問道：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去

哪裡？ 

90. 兒子認出那個聲音那個話賦予了它存在，智慧和恩賜的人 ; 父的聲音總是寬恕，淨化，消除

黑暗，領導致光明。孩子顫抖，因為它知道它在法官面前，說話，說：父親，我的沒有服從和

我對你的債務非常大，我不能渴望住在你的家裡，因為我沒有任何優點。今天，當我回到精神

山谷時，我看到我只有累積的錯誤，我必須恢復原狀。 

91. 但是，慈愛的父親再一次指出了道路，精神再一次投胎體現並成為人類的一部分。 

92. 現在經驗豐富，力量更大，然後製服物質身體以控制它並遵守神聖的命令。戰鬥開始了。

精神對抗導致人類墮落的罪惡，並希望利用救恩而獲得的機會。它從頭到尾都在掙扎。當白色

的頭髮在太陽穴上閃耀，之前強壯健康的身體開始慢慢地在多年的重壓下彎腰並失去能量，那

麼精神感覺強壯，更發達，更有經驗。那種存在的罪惡是多麼偉大和令人作嘔，它離開了罪並

到達了旅程的盡頭。現在它只等待父會稱它的那一刻，因為它已經得出結論，神聖的律法是公

正的，上帝的旨意是完美的，而父的生命是為了給他的孩子生命和救恩。 

93. 當最後一天到來時，它感到它的肉體死亡並且沒有痛苦 ; 它默默地，恭敬地離開了。它冥想

它自己在精神中，彷彿它在它之前有一面鏡子，它看起來像光一樣美麗而容光煥發。然後聲音

對它說話，問孩子，你要去哪兒？知道它是誰，它接近父親，允許他的光進入它的存在並且這

樣說：哦，創造者，哦，宇宙的愛，我來到你的身邊休息並且給你我完成的使命。 



94. 該賬戶已經結清 ; 精神是健康的，潔淨的，沒有罪的鎖鏈，並在它面前看到等待它的獎賞。 

95. 然後它感覺它與那位父的光合併，它的喜樂更大，它冥想著一個和平的殿堂，一片聖地，

一個深刻的沉默 ; 然後它仍然在亞伯拉罕的懷抱中休息。 （33，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