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32 第三聖約 - 第 32 章 - 道成肉身，人類性質和責任 

耶穌基督的啟示 

在地球上道成肉身 

主如此說 : 

1. 當你的一個親人離開去精神山谷時，你會哭泣而不是充滿和平，意識到他向著他的主邁進了

一步。另一方面，你慶祝一個新生寶寶來到你家時，卻沒有意識到那個精神已經來到了這個淚

水山谷中恢復原狀。那時你應該為這個精神哭泣。 （52,28） 

2. 你生下你的肉體的孩子，但我是他在家庭，民族，國家，世界中分配精神的人，以及對男人

來說難以穿透的正義，我的愛顯現出來。 （67,26） 

3. 你生活在現在，不知道我為你的未來注定了什麼。我正在準備一大批精神生物，它們必須以

微妙的使命來到地球上居住，你必須知道你們中的許多人將成為這些孩子們的父母，在谁我的

使節道成肉身。你的職責是準備接受和指導他們。 （128,8） 

4. 我想向你們講述許多屬靈的教導，但你們還不會理解它們。如果我向你透露了你降落在地球

上的居所，你將無法想像你是如何在這些地方生活的。 

5. 今天，你可以否認知道靈性的山谷，因為我已經關閉了你的精神，被化身，它的過去使你在

面對你的新生活時不會假設，屈服，也不會感到沮喪当你面对你新的存在，這應該像新開始生

活。 

6. 即使你想要，你也記不起來了 ; 我只向你承認我向你揭示保留的思想或直覺，以便你在面對

试探時堅持挣扎和同意。 

7. 你可能懷疑我告訴你的一切，但當你是一個靈魂時，那個山谷真的是你的居所。你曾经是在

你不知道痛苦的豪宅中居住的人，在那裡你感受到了父的榮耀在你生命中，因為它裡面沒有污

點。 



8. 儘管如此，你沒有獲得任何優點 ; 你有必要離開天堂，下到世界，以便你的精神通過自己的

努力征服這個王國。 

9. 然而，一點一點地，你從道德上下來，直到你感覺離你的神聖和精神，離你的起源很遠。 

（114,35-36） 

10. 當靈魂降臨地球時，它的最大動力就是將其存在奉獻給父，使他在萬物中取悅，並對他的

同胞有用。 

11. 但是，一旦被囚禁在材料中，在旅途中以一千種不同的方式受到誘惑和嘗試，它會削弱，

屈服於肉體的衝動及其誘惑，變得自私，最终愛自己超越萬物，只有在瞬間傾聽良心，那里寫

下它的命運和承諾。 

12. 我的話可以幫助你記住你的精神契約，克服誘惑和障礙。 

13. 沒有人可以說他們從未偏離我追踪他們的道路，但我原諒你，以便你可以學會原諒你的兄

弟。 （245,47-48） 

14.  一個偉大的靈性教訓是需要的使人行走按照它的良心的聲音，因为 物質世界圍绕他的 。儘

管所有人都充滿了神聖之愛，並且為了人類的美好和幸福而被明智地構建，但它構成了對精神

的考驗，從它來到一個不屬於它的世界，團結到一個身體其性質與自身不同的。 

15. 在那裡，你可以找到精神忘記過去的原因。從它在一瞬間無意識的中被成為肉體，新生的

生物，並融合它，它開始與那個存在共同生活。 

16. 精神中只剩下兩個屬性：良心和直覺，但個性，行为作品和過去都是暫時隱藏的。這是由

父親決定的。 

17. 如果它記住它的過去，那麼來自更高住所的精神居住這個世界的苦難中，會變成什麼樣的

精神？如果在他們的另一個[前]生命中存在的偉大被揭示給他們的話，那麼男人中會有多少虛

榮心！ （237,18-19） 

身體的真正價值及其被精神引導 



18. 我不會告訴你只淨化你的靈魂，但也要加強你的身體，以便來自你的新一代人可能保持健

康，他們的精神將能夠完成他們的微妙任務。 （51,59） 

19. 注意身體的健康，尋求保護和加強它。我的學說勸告你要对你的靈和你的身體有慈善，因

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並且需要彼此來完成託付給他們的微妙的屬靈成就。 （92,75） 

20. 不要讓你的身體比它實際更重要，也不要讓它佔據只有你的靈魂相對應的地方。 

21. 明白身體只是你需要的工具，以便精神在地球上顯現它自己出來。 （62,22-23） 

22. 看看如何這個教義是为精神的，因為雖然物質的外殼每天都在接近地球的懷抱，但相反，

精神卻越來越接近永恆。 

23. 身體是靈魂棲息在地球上的支撐物。為什麼要讓它成為限製或監禁你的鏈條？為什麼要讓

它成為你生命的指導力量？盲人是否適合引導一個在他眼中有視力的人？ （126,15-16） 

24. 這種教導很簡單，正如是純粹的，神聖的，因此容易理解。然而，有時把它付諸實踐對你

似乎很難，精神的作品需要你身體的努力，放棄和犧牲，當你缺乏教育或精神紀律時，你必須

受苦。 

25. 從一開始時間，在精神和物質之間就已經存在著掙扎，試圖理解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正確

和善良，以便創造一種符合上帝所提出的律法的生命。 

26. 在那場戰鬥中，似乎一股奇怪而惡毒的力量誘使你在每一步都讓自己遠離掙扎，邀請你繼

續沿著物慾主義的道路運用你的自由意志。 

27. 我告訴你，沒有比你身體虛弱更多的誘惑，它對圍繞它的那個很敏感，並且很快就會屈服，

容易墮落和投降 ; 然而，設法控制他的衝動，激情和肉體的弱點的人，已經征服了他在他自己

內部的誘惑。 （271,49-50） 

28. 地球是一個戰場，需要學習很多東西 ; 如果不這樣的話，在這個星球上生命幾年就足夠了，

你不會被一次又一次地轉世。對於靈魂而言，沒有比自己的身體更暗和更陰沉的墳墓了，如果

在其中有浮渣和唯物主義。 



29. 我的話提升使你從那個墳墓，然後給你翅膀，以便你可以飛往和平和精神之光的區域。 

（213,24-25） 

精神的重要性和人的良心 

30. 身體可以活在沒有精神，只有生活的物質生命，但它不會是人。它可以擁有一種精神和缺

乏良心，但它不能由它自己引導，它也不是優秀存在誰通過良知，知道律法，區分善惡和接受

每一個神聖啟示。 （59,56） 

31. 讓良心照亮靈和靈引導肉體。 （71,9） 

32. 雖然世界上有些人追求虛假的偉大，但也有人說人在上帝面前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生物，並

且有些人將他們自己與土壤中的蠕蟲相提並論。當然，你的物質形態在創作中對你來說可能看

起來很小，但對於我而言，它並非如此，由於你被創造的智慧和權力，。 

33. 你如何根據身體的大小來判斷你的存在的尺寸？你能不能感受到你靈魂的存在嗎？它比你

的身體更大，它的存在是永恆的，它的道路是無限的，它的發展你無法看到它的結束或它的開

始。我不希望你小。我形成你來成就偉大。你知道我什麼時候看到男人那麼小嗎？當他在罪中

迷失時，因為他失去了他的高貴和尊嚴。 

34. 你已經很久沒有和我在一起了，自從你忽略了實際你是誰，因為你允許許多屬性睡在你的

存在那造物主存放在你的力量和禮物。你對你自己的精神和良心都是睡著了，正是這些精神屬

性是人類的屬靈偉大被建立。你模仿這個世界的存在因為在它裡面他們誕生並且死亡。 

（85,56-57） 

35. 憑著我的話語的愛，我向你展示了你的靈魂對我的價值。物質創造中沒有任何東西存在的

比你的靈魂更大的東西：不是太陽的光，不是地球有它的奇蹟，也沒有任何其他生物比我給你

的靈更大，因為它是神聖的粒子，它是神聖之靈的火焰。 

36. 在上帝之後，只有精神擁有精神智慧，良心和自由意志。 

37. 在肉體的本能和傾向肉體之上，會產生一種光，就是你的靈魂，在那光之上，一個導遊，

一本書和一位法官，這是良心。 （86,68） 



38. 人性，在它的唯物主義，問我：“聖靈的王國存在嗎？”並且我回答：哦，不信的人，你

是第三時代的托馬斯。要感到可憐，同情，溫柔，善良或高貴不是材料的屬性，也不是你內在

的隱藏的恩典和禮物。你所承受的所有那些情感都銘刻在你的心靈和思想，所有這些權力，都

源於精神，你必不能否認它。肉體是有限的工具，但精神不是。它很偉大，因為它是上帝的原

子。 

39. 在你存在的深處尋求靈魂的豪宅，在偉大的愛中尋求偉大的智慧。 （147,21-22） 

40. 我真的告訴你，從人類的最初幾天開始，人就有了直覺，在他內心有一種屬靈的存在，一

種雖然看不見，但卻在他生命的各種作品中表現出來 。 

41. 你的主已經不時地揭示了靈魂，它的存在和它的奧術，因為即使你承受它在你裡面，物質

面紗包裹你是如此密集，你不能看到在你的存在中最高尚，最純潔的。 

42. 許多是真理男人敢否認的。儘管如此，信仰精神存在不是最戰斗反對的，因為人類已經感

受到並且已經明白，否認精神就像否定你的自我。 

43. 人類因其激情，惡習和唯物主義而墮落，變成了一條鏈條，黑暗的蒙上眼睛，監獄，以及

精神發展的障礙。儘管如此，您從未缺乏內部光線來幫助您在您的測試時。 

4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最純粹，最高尚的靈魂表達是它良心：神聖的內部光線使它成為第

一個，最偉大的，最高貴的，所有的都生物圍繞它。 （170,56-60） 

45. 對所有人我說：人類擁有的最高和最美麗的頭銜是“上帝的孩子”，儘管它是必要那它是

值得的。 

46. 這就是法律和教義的目的：激勵你學習我的真理，以便使你成為神聖之父的有價值的孩子，

父是完美的總和。 （267,53） 

47. 你知道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和相似被創造的，當你說，你想到你的人形。我告訴你，你與上

帝的相似不是肉體的，而是屬靈的。為了把你自己比作我，你必須通過實踐美德來完善你自己。 

48.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正義和善良，所有這一切都來自神聖的愛。你現在明白你應

該如何成為我的形象和相似嗎？ （31,51-52） 



49. 在你身上有神聖的反映 ; 事實上，你承受我。你所擁有的智慧，意志，能力，感官和美德，

說到一種本質優秀於你所屬的，並且是你所崛起的父的活生生的證明。 

50. 有時你帶著我的形象，你設法玷污並褻瀆不服從和罪惡。因為你不像我，因為它是不夠僅

僅擁有一個人體和靈魂成為造物主的形象 ; 你與我的真實相似之處在於你的光明和你對所有同

胞的愛。 （225,23  -  24） 

51. 我在以我的形式和形象造你，如果我是三位一體中的一體，那麼在你裡面也存在三位一體。 

52. 你的物質身體代表著它的形成和完美的和諧。你的化身精神是神聖之道的形象，那被倒成

人來追尋愛的道路為世界上的人類，你的良心是聖靈神聖之光的光芒四射的火花。 （220,11-

12） 

53. 你的精神在沒有自由意志和感性傾向的物質身體中成就出什麼樣的優點？精神的掙扎在它

的物質體是權力反對權力之一。在那個坩堝中，精神必須測試它的優越性和高度。那是試探精

神經常屈服於肉體誘惑。對精神施加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似乎超自然和邪惡的力量將它拖向深

淵，導致它在激情中迷失。 

54. 在上帝面前靈的責任有多大啊！肉體不受這種責任的約束 ; 注意一旦死了，肉體將永遠停留

在地球上。你何時會取得足夠的優點，使你的精神值得住在比你現在居住的住宅更完美？ 

55. 世界為你提供的王冠只是虛榮，傲慢和虛假偉大的冠冕。對於那些知道如何忽視這些虛榮

心的精神，在我的智慧中保留了另一個王冠。 （53,9  -  11） 

56. 生命應首先在精神中表現出來，然後在肉體中表現出來。有多少生命住在地上，但是他們

中有多少人在屬靈上活著，並向人類表現出他們屬靈的恩典，那創造者賜給人類的神聖之火。 

57. 如果男人能夠保持良心的透明度，通過他們，他們就能夠思考他們的過去，他們的禮物和

他們的未來。 

58. 精神與我的神秘相似，哦，包含多少！在每一步，每一瞬間都有一些東西可以向你揭示，

有時表現得非常深刻，以至於你無法理解。 



59. 每個人身上存在的光明之火是將人與精神聯繫在一起的紐帶 ; 正是這使他與超越的和他的父

親接觸。 （201,37-40） 

60. 哦，如果只有你的物質形式可以接受你的精神通過千里眼得到。因為精神永遠不會停止看，

即使身體，由於其物質性質而無法察覺。你什麼時候才能知道如何詮釋你的精神？ （266,11） 

61. 你不愛生命因為你認為它是殘忍的，只要你不認識良心在人身上的重要性或讓自己受到它

的引導，你就什麼都不會發現真實的價值。 

62. 它是良心將精神提升到優越生命那超越肉體和激情。當你成功地實踐它時，靈性將使你能

夠感受到上帝的大愛 ; 那麼你就會明白生命的重要性，你會思考它的美麗，並會發現它的智慧。

然後，你一定會明白為什麼我稱它為生命。 

63. 在了解並理解了這種教導後，誰敢拒絕它，說這不是真理？ 

64. 當你明白在良心中是你的真正價值時，你就會與你父親所創造的一切和諧相處。 

65. 然後，良知將美化可憐的人類生命，但首先，人類必須退出一切將他與上帝分開的激情，

以便走正義和智慧的道路。這將是你真實生命的開始，今天你對這種生命漠不關心，因為你沒

有意識到你在鄙視什麼，也沒有想像它的完美。 （11,44-48） 

神的殿人類中 

66. 人類對我的概念是幼稚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滲透我不斷給予他們的啟示。對於知道如

何準備的人，我是有形的，可觸摸的，到處都是 ; 相比之下，對於那些因為物質主義使他變得

堅硬而沒有感性的，他幾乎不了解我的存在，並感到我非常遙遠，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被感受或

被看到。 

67. 它是必須的人知道他承受我在他自己內心，在他的精神和他良心的光中，他有神的存在。 

（83,50-51） 

68. 痛苦壓迫這個時代的人的是引導他們一步一步地，在沒有意識到它，進入內部聖所的大門，

在此之前，他們無法走得更進，他們會問： “主啊，你在哪裡？”從內的部殿，主甜美的聲音

會回答說：“我在這裡，我一直住在你的良心裡。”（104,50） 



69. 你出生了在我 ; 你從父那裡獲得了屬靈的和物質的生命，並且在比喻的意義上，在你出生在

我的那一刻，我出生在你身里。 

70. 我出生在你的良心中，隨著你的進化而成長，我在你的愛的作品中充分錶現我自己，這樣

你就會充滿樂趣：“耶和華與我同在。”（138,68-69） 

71. 今天，作為初學生，你並不總能理解我的教義。現在，用你的心和思想與上帝說話，他會

在你內心深處回應你。你會在你的良心中聽到他的信息。這將是一個清晰，明智，充滿愛心的

聲音，你將逐漸發現並習慣於聽到。 （205,47） 

72. 在第三個時代我必須在我的門徒的心中興起聖靈的教會。上帝創造者，強大的上帝，上帝

在第二時代倒成肉身的人，無限智慧的上帝，將制造祂的住所。他活在你裡，但如果你想听到

並感受到他的話語的迴聲，你必須做好準備。 

73. 誰做善良，感覺我在他們裡面，正如謙卑的人，或在他的每一個同胞中看到他的兄弟一樣。 

74. 在你的靈裡存在著聖靈的殿。這個圍場是堅不可摧的，沒有強風或颶風能夠摧毀它 ; 它對人

類的凝視是無形的和無觸的 ; 它的柱子是用戰勝自己的慾望，它的圓頂是父親傾注在他的孩子

身上的恩典，以及它的門神聖之母的愛，因為所有敲我的門的人都觸動了天界母親的心臟。 

75. 在這裡，門徒，是聖靈教會的真理，所以你不要被那些因錯誤解釋而迷惑。大理石的寺廟

只是一個像徵，其中，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 

76. 我希望在你的內祭壇上，信心的火焰永遠燃燒，並且你明白，通過你的作品，你正在建立

基礎那有朝一日偉大庇護所站立。我把所有的人性都置於試探之中，並在各種各樣他們的想法

中做好準備，因為對所有我將給一部分在建造我的聖殿。 （148，4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