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34 第三聖約 - 第 34 章 - 自由意志和良心 

耶穌基督的啟示 

良心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主如此說 : 

1. 聽啊，哦門徒：人的精神禮物是自由的意志和良心。每個人，在出生時，都被賦予了美德，

並可以利用它們。在他的精神中，他的良心之光 ; 但與此同時，肉體的發展，激情的展開：惡

劣的傾向，這些是與這些美德作鬥爭的。 

2. 上帝允許這樣做，因為在沒有掙扎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優點，這就是你在精神道路上提升所需

要的。如果他們不掙扎，上帝的兒女會有什麼功勞呢？如果你生活充滿幸福，你會怎麼做，就

像你希望一樣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你被舒適和財富所包圍，你會期待精神上的進步嗎？你會處

於停滯狀態，因為在沒有掙扎不存在功績。 

3. 但不要混淆，因為當我談到衝突時，我指的是你為了掌握你的弱點和激情而發展的。那些戰

鬥是我允許在男人中唯一能夠支配他們的自我主義和他們的唯物主義的戰鬥，以便精神在其良

知的照亮下佔據其應有的地位。 

4. 我確實授權的那場內戰，但不是那種男人高舉他們自己的慾望，被野心和邪惡蒙蔽了。 

（9,42-44） 

5. 精神奮鬥為實現它的提升和進步，而物質形式在每一步都屈服於世界的吸引力 ; 然而，精神

和物質可以協調一致，給予每一個與它合法相關的東西，這就是我的教義所教導的。 

6. 在每種情況下你如何練習我的法律？通過傾聽良心的聲音，這是你行為的判斷。我不是來指

揮你無法執行的 ; 我來說服你，幸福的道路不是幻想，它存在，旅行的方向就是我向你展示的。 

7. 你可以自由選擇道路，但是它是我的責任作為父親向你展示真正的和最短的道路，這道路一

直被神聖的燈塔照亮，這是我對你的愛，因為你是口渴的門徒總是聽到新的話來肯定你的知識，

恢復你的信仰。 （148,53-55） 



8. 我已經將良心放在你的存在中，所以它可以在你所有的步驟中，因為良心能夠區分好與壞，

以及什麼是公義什麼不是。有了那種光，你就不會被欺騙，也不能被稱為無知。如果他知道真

理，精神追隨者怎麼可能欺騙他的兄弟或試圖欺騙他自己呢？ （10,32） 

9. 地上的人是一位王子我的愛和我的正義賦予了這個頭銜，而他從一開始就接受的命令就是統

治地球。 

10. 在你的自由意志的神聖禮物上，我放了一個燈塔照亮你生命的道路：良心。 

11. 行動的自由，以及區分善與惡的良心之光，是父所賜給你靈魂的兩個最大的愛的恩賜。他

們在出生前和死後都是男性。良心引導人們，並不會在絕望的時刻離開他們的身邊，也不會在

失去理智的時刻，甚至在痛苦中離開他們的，因為它與精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92,32-34） 

12. 精神擁有自由意志的禮物，為了拯救自己，它必須通過這種禮物獲得獎勵。 

13. 誰在自由流浪期間引導，定向或勸告精神，以便它能區分是非，從而不會迷失？良知。 

14. 良心是神聖的火花，更高的光，是幫助人們不要犯罪的力量。如果良心有強大的力量迫使

他們站在善的一邊，那麼男人會有什麼樣的優點呢？ 

15. 我希望你知道，優點包括傾聽那個聲音，說服你自己說這個聲音從來沒有謊言，也沒有錯

誤的忠告，並忠實地遵守它的命令。 

16. 正如你可以理解，聽到這個聲音顯然需要準備和集中在一個自我中。誰在當今實行這種服

從？問問你們自己？ 

17. 良心總是在人身上表現出來，但人卻沒有實現必要的進化來指導他的一生通過神聖的聲音。

人類需要法律，教義，戒律，宗教和建議作為指導 

18. 當人們開始與他們的靈魂交談，而不是向外尋找，而不是在他們自己內部尋求，他們可以

聽到溫柔，有說服力，明智，公義聲音一直在他們內部振動而沒有被聽到，他們逐漸明白良心

是上帝的存在，而且這是人們應該與他們的父和創造者交流的真正方法。 （287,26-30） 



19. 所有人都承受我的光 ; 每一種精神都擁有這種恩典，然而，在某些人那光已經成長並增加以

向外顯示，在其他人光它已經被潛伏，隱藏和忽略。儘管如此，我真實地告訴你，無論一個人

在靈性上多麼倒退，他總能區分善惡，所以你們在我面前對你的行為負有責任。 

20. 我必須告訴你，根據你理解的發展，你的責任會增加，因為你對良心的指示越來越敏感。 

（310,69-70） 

21. 我希望你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中，你們人是最喜歡的，有精神和良心 ; 我已經

賜給你意志自由，以便你可以自己選擇通往我的直路 ; 它不是我提供給你的華麗道路，而是祈

禱，懺悔和掙扎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你的良心將引導你。 （58,42） 

22. 被剝奪了意志自由的精神會變成什麼樣？首先，它不會是一種精神，因此它不會是一個值

得至尊存在的創造物 ; 它就像你創造的那些機器 ; 沒有生命，沒有智慧，沒有意志，沒有抱負的

東西。 （20,37） 

23. 我給了男人自由的意志，但如果在他的混亂中他抱怨它，我會告訴他我也給了他選擇和領

悟的能力。與此同時，我向他揭示了我的律法，這是不絆倒或迷失的道路，點燃了他的良心之

光，這是一個內在的燈塔，照亮了靈魂的道路並引導它進入永生。 

24. 為什麼罪存在，邪惡占主導地位，為什麼戰爭爆發？因為人不聽他良心的指示而嚴重使用

他的自由意志。 （46. 63  -  64） 

25. 世界並沒有傾聽，因為這些物質形式的聲音我所傳達的幾乎無法觸及。然後是良知的聲音，

這是我的智慧，它向人類說話，令許多人感到驚訝，他們被他們的自私所包圍，對那個聲音的

呼喚充聾不聞，只關注崇拜和世俗的崇拜，享受他們的偉大和權利。 （164,18） 

濫用自由意志 

26. 今天，我發現自己的人性因屬於濫用自由意志的恩賜而在精神上被削弱了。我追尋了正義，

愛，慈善和善良的道路 ; 人類創造了另一種明顯的光明，使他們進入了深淵。 

27. 在回頭的時候，我的話語向你顯示了你以前不希望採取的同一條道路，並且如果說這種教

義混淆或延遲，他將是不公正和糊塗的。 （126,5-6） 



28. 看到人類在摧毀和憎恨彼此的過程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在不停止犯罪，盜竊或背叛的情況

下搶奪了對方的權力。在那裡，你有男人屈服於數百萬人，他們的同胞的受害者和其他因邪惡

的影響而死亡的人。這一切都有光嗎？他們內心的精神是否能說出來？什麼存在的是黑暗和痛

苦，因為濫用意志自由的禮物和不聽內心的聲音，沒有看到上帝之光那每個人在他的存在攜帶

的和神聖之光芒你稱之為良心的光。 （79,31） 

29. 自由意志是最高的表達，是人類在生命道路上承認的最完整的自由禮物，以便通過堅持善

良通過忠告和掙扎克服它的試探，你到達了父親的懷抱。但自由意誌已被自由主義所取代，良

心聞所未聞，只有世界的指令得到遵守，靈性已被物質主義所取代。 

30. 面對這種混亂和如此多的偏離，我的學說似乎是荒謬的對於這個時代的人 ; 然而，我告訴你，

這正是需要的教導，以便男人擺脫他們發現他們自己的嗜睡。 （157,15-16） 

31. 我的話就是道路，它是神聖的律法引導你走向完美，是提升精神的亮光，但是肉體由於它

的僵硬而強加於它自身，已經變得遲鈍了，不能聽到良心的聲音。 

32. 禍對精神那麼已經屈服於物質衝動並讓它自己被周圍世界的影響所支配，將它的指導職位

交換作為一個無助的人被從一方傳到另一方，通過人類的激情和弱點，就像被風亂吹散的干樹

葉一樣。 

33. 人最愛他自己的自由，害怕屈服於神聖的意志，因為他害怕精神會馴服他，剝奪了他所知

道會傷害他的許多人類滿足，並導致他放棄道路那通向真實的生命。 （97,36） 

34. 男人拿他們的自由意志，用它在快樂，低級情趣，仇恨和復仇中的時間即將結束。我的正

義正在關閉罪惡的道路，而開通和解與再生的道路，以便他們能夠找到通往和平的道路那他們

通過其他方式是虛無的。 （91,80） 

35. 我給了你自由意志的禮物，和我尊重承認給我孩子們的自由 ; 但我也把神聖之光放在你的良

心中，所以在它的引導下，你開通你的禮物，我告訴你，在精神和肉體之間的掙扎中，精神遭

受了失敗，痛苦的墮落一點一點地把它與真理的來源隔開，那我是。 

 



36. 它的失敗不是最終的，而是暫時的，因為從深淵的深處，當它再也無法容忍飢餓，口渴，

赤裸和缺乏光明時，精神就會升起。痛苦應該是它的救贖，並聽到它的良心的聲音，它將會變

得強大，開悟，熱情和鼓舞，再次接受它的恩賜 ; 但不再將自由應用於善或惡，而是將它們嚴

格奉獻給神聖的律法，這是你能提供給我靈的最好的敬拜。 （257,65-66） 

最重要的是需要服從良心的衝動 

37. 與現實相距甚遠的是數百萬隻以物質存在為生的眾生！他們怎能睜開眼睛看現實呢？只有

通過傾聽良心的聲音：要聽的聲音需要集中註意力，冥想和禱告。 （169,16） 

38. 總是當你想知道你所遵循的道路是否是你的進化之路時，你可以諮詢你的良心，如果它有

平靜，並且有對你的弟兄的慈善和良好意願寄託在你的心，你可以肯定你的光仍然閃耀，你的

話舒適和治愈。 

39. 然而，如果你發現在你的內心有萌發的貪婪，惡意，物質和慾望，你可以確定你的光變成

了黑暗和欺騙。你是否願意為父提供一個污穢的收穫而不是金色的糧食當他呼喚你時？ 

（73,45） 

40. 門徒，如果你不想遭受錯誤或誤會，根據你的良心檢查你的行為，如果有什麼東西使他們

失去光澤，那就深深地檢查你自己，你會發現污漬，從而能夠清潔它們。 

41. 在你的內部有一面鏡子，你可以看到，你是否清潔。 

42. 靈性主義者應該被他的行為所認出，並且這些行為可能是清潔的，他們必須由良心決定。

誰的行為因此會覺得他自己值得稱為我的門徒。 

43. 誰可能欺騙我？沒有人。我不來判斷你做了什麼，而是為你的行為意圖。我是在你的良心，

和超越它。你怎麼能想像我可能對你的行為和他們的動機一無所知？ （180,11-13） 

自由意志與良心之間的掙扎 

44. 當第一批人類居住在地球上時，造物主將他的愛放在他們，為他們配備一種精神，同時在

他們的良心中點燃他的光芒那他們被給自由意志。 



45. 雖然有些人掙扎堅持正義，反對所有的試探，使他們保持清潔，配得上主，並且與他們的

良心一致，其他人，從犯罪到犯罪，從過錯到犯錯，都是偽造束縛，通過他們的聯繫罪惡，只

有感官的聲音引導，以他們的激情為主，並在他們的兄弟中播下錯誤和誘惑。 

46. 然而，在這些困擾的靈魂的一面，我的先知們也來作為我的神性的天使使者喚醒人類，警

告他們的威脅，並宣布我的到來。 （250,38-39） 

47. 肉體是頑固的，不願意跟隨你稱之為良心的內在光的聲音，它更容易跟隨那些衝動導致其

本能和激情的自由主義。 

48. 人類走了大部分生命道路在地球上，在公開的戰鬥在尚未安靜的良心與希望使唯物主義成

為崇拜和法律的肉體之間展開 ; 沒有任何材料或精神上的勝利，因為掙扎仍在繼續。 

49. 你問我哪個會勝利嗎？我告訴你，它不應久直到良心的絕對勝利會工作通過靈魂在肉體。 

50. 你能不能預見到，在經過如此多的鬥爭和這樣的戰鬥之後，人類和稍縱即逝的物質必須在

良心之前屈服，這是我永恆的光？ 

51. 明白：經過長時間的戰鬥，人類最終會達到他以前從未表現出的那種敏感和溫順，以及在

他的存在中震動和悸動的精神生命。 

52. 你們所有人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走向這一點。然而，當你看到地球上正確和正義的勝利時，

你就會明白掙扎，戰鬥和審判的原因。 （317,21-26） 

53. 你沒有看到那個男人在他周圍的一切之上，他是唯一被給予自由意志和良心的人？從自由

意誌中流出了人類的所有錯誤，墮落和罪惡，但在造物主的正義和永恆面前，它們是短暫的錯

誤，因為良心將在時間上戰勝物質形式和精神的弱點。勝利將帶來光明，這是智慧勝過無知的

黑暗 ; 它應該是善的勝利，即愛，正義，和諧，勝過邪惡，即自私，自由主義和不公正。 

（295,49） 

54.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我的意誌已經完成，並且將永遠都會完成，即使有時候

似乎是人的意志，而不是我的意志。 



55. 在人類自由意志的道路上，它對地球的統治，其傲慢的勝利，以及它有時強加的力量的統

治，與永恆相比如此短暫，以至於絕對不能強迫改變神聖的計劃 ; 所以明天或在他們成就的過

程中，我的聖靈對眾生的旨意就會顯現出來，拯救善良，抹去不潔之物。 （280,9-10） 

56. 時間將到來，這個世界的邊界被愛所抹去，世界通過靈性相互接近。 

57. 在那之前，鬥爭將在良心和自由意誌之間繼續進行，人們利用這種按照他的意願去做。 

58. 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鬥爭將達到頂峰，勝利將落在精神上，在向父親的絕對之愛的投降中，

他會對他說：“主啊，我放棄了我的自由意志 ; 只有你的意志在我身上工作。“ 

59. 我將祝福他來到我面前的人以這種方式，並將他包裹在我的光中 ; 更重要的是，我要讓他知

道，祝福自由被給予他的永遠不會被撤回，因為那位忠於順從的父的旨意的人，是值得他的主

信靠的。 （213,61  -  64） 

通過上帝的新話語的良心 

60. 我的教訓，充滿光明和愛心，來加強精神，這樣它可以施加它的權力在肉體，使之敏感，

這樣使良心鼓舞越來越明顯。 

61. 靈性是人類必須追求的目的，因為通過它，它將確認它自己地與良心相稱，並最終區分是

非。 

62. 由於缺乏精神上升的男性，這種明智和深刻，正直和正義內心的聲音並沒有被聽到和解釋

正如它本來應有的 ; 因此，人類還沒有達到絕對理解那允許他真正區分是非的。 

63. 這不是全部，因為他也需要找到在他自己必要的力量來追隨每一個好的衝動，和服從每一

個開明的靈感，同時拒絕任何不純的或邪惡的誘惑，思想或感覺。 （329,56-57） 

64. 他們彼此理解是多麼容易，當男人冥想並傾聽他們更高理由的指示時：他們不願意聽到的

法官的聲音，因為他們知道它會命令他們要做的就是相反的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 

 



65. 我告訴你，如果你不願意傾聽良心的聲音，那麼你一直不順從，缺乏練習我的教義的謙虛。

你在理論上認識到我的學說，但你沒有真正實踐過。雖然你承認它擁有神聖的本質，並且基督

真的很偉大，而且他的教導也很完美，但沒有人願意真正模仿神聖大師來實現他的偉大。沒有

人願意與他聯繫，真正地模仿他。你需要意識到我沒有進入第二個時代，只是為了讓你意識到

我的屬靈偉大，但也是為了讓你在靈性上變得偉大。 （287,35  -  36） 

66. 我將在我的新信息周圍團結所有人和所有人民 ; 我會稱他們為牧羊人對他的羊，為他們準備

一個平安的庇護所，在那裡他們可以避開邪惡和暴風雨。 

67. 你應該看到，雖然許多人似乎沒有最小的信仰或靈性，但他們在靈魂最純粹的部分保存了

不朽的屬靈生命原則 ; 而且你會看到有多少人似乎根本就沒有宗教信仰，承擔最親密的地方在

他們的存在一個堅不可摧的祭壇。 

68. 在那個內在祭壇之前，人們必須跪拜他們自己在靈性上，並真誠地悔改他們的悖逆，為他

們的錯誤，他們的惡行和他們的罪行而哭泣。在那裡，在良心的祭壇之前，人類的傲慢將會下

降，人們將因種族原因而不再認為自己是優越的。然後將放棄，恢復和最後的和平，作為愛，

謙卑，信仰和善意的合法結果。 （32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