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41 第三聖約 - 第 41 章 - 這個世界與超越之間的聯繫 

耶穌基督的啟示 

靈感和援助來自精神世界  

耶和華如此說： 

1. 每個人都沿著屬靈完美的階梯行進 ; 有些人已經達到了目前你無法想像的進化，而其他人卻

在你身後。 

2. 偉大的靈魂，因為他們的掙扎，他們的愛和他們的努力而偉大， 尋求與他們的小弟兄，與遠

方和疏忽的人和諧相處 ; 他們的使命是高尚和提升的，他們對我的神性的愛，你也很偉大。 

3. 那些靈魂知道它們是為活動，為提升，而建造的 ; 他們知道不活動不適合上帝的兒女。在創

造中，一切都是生命，運動，平衡，和諧 ; 因此，那些無數的生物工作，茁壯成長和歡樂在他

們的掙扎中，用知識以這種方式榮耀他們的父，並幫助他們的弟兄們進步和完善。 

4. 今天，當你發現你自己超出了我的律法所指的道路時，你忽略了那些弟兄對你施加的影響，

但是當你敏感地感知到他們所傳達的散發，靈感和信息時，你就會有預感。他們獻身的無數職

業和高尚事蹟。 

5. 它是必要你知道那些精神，在他們對創造者的律法的愛和尊重中，永遠不會拿不屬於他們的

東西，他們也不接觸被禁止的東西，也不會滲透到他們知道不應該被禁止的地方，以免不和諧

創作的元素。 

6. 如何的不同地球上人的行為，誰在他們的渴望在世界上變得偉大和強大，而很少尊重我的教

義，尋求科學的關鍵破壞性的元素，打開未知力量的大門，並以這種方式擾亂圍繞著他們的自

然和諧！ 

7. 人們何時會準備他自己傾聽靈性世界的明智忠告，並以這種方式受到他們靈感的指導？ 



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它是足夠引導你沿著安全的道路走向屬於你的山頂 的 ; 在那裡，你會

看到在你之前一條直線而光輝的道路，靈魂已經走過這條道路目前存在的只是為了確保你的幸

福並幫助你在你麻煩，吸引你一步一步走到路的盡頭，那裡你的父親在等待你們所有人。 

9. 既然我已經和你談過這些生命的善良和高度，我必須告訴你，他們和你一樣，從一開始就擁

有了意志自由的禮物，也就是說，真正的聖潔自由的行為證明造物主對他的孩子的愛。 

（20,28  -  36） 

10. 你不是一個人旅行，因為我的鼓勵和我的光明與你們每個人一起去 ; 但是，如果這看起來很

少，我已經與每個人類一起放置了一個光明的精神存在來監視你的步伐，讓你預見到某些危險，

並在你的孤獨作為陪伴或在旅途中作為工作人員為你服務。他們是眾生你稱為守護天使或保護

者的。 

11. 永遠不要忘恩負義，也不要對他們的靈感充耳不聞，因為單靠你的力量不足以在生命的所

有考驗中前進，你需要那些領先於你並且知道的人 - 因為我向他們揭示了它 - 你的未來。 

12. 這些存在的掙扎是非常艱鉅的，在你獲得靈性之前，因為你很少幫助他們完成他們的微妙

使命。 

13. 當你的靈性允許你感受並證明你的兄弟姐妹的存在，他們是無形的，沒有任何炫耀，為你

的福利和進步而努力，你會因為你的罪過而使他們工作並遭受如此多的痛苦而感到悲傷。然而，

當你在這種理解中提升時，它就會這樣做，因為光照在你的理解中，並從它發出慈善，感激和

理解。 

14. 當你看到他們的努力得到你的支持並且他們的靈感與你的提高相協調時，你的監護人會感

受到多麼幸福！ 

（14-18：帕斯卡/傑基翻譯） 

15. 在你不知道的“精神之谷”裡，你有這麼多兄弟姐妹和許多朋友。 

16. 明天，當關於精神生命的意識遍布整個地球時，人類將認識到這些生命在你身邊的重要性，

和人們將會祝福我的保護。 



17.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如果你的信仰強大，你就不會覺得有必要用肉體的感官來感知精神

的存在，因為那時精神的敏感就是靈魂。感知那個不斷在你周圍搏動的世界。 

18. 是的，人性，如果你覺得遠離精神世界，那些生物仍然感覺不到他們自己遠離人民，因為

它們沒有距離，界限和障礙。他們生活在精神領域，因此，他們離人類的生命不遠，人的終極

目標和命運是他們精神的向上發展和完成。 

19. 你和上帝之間，或你與屬靈之間存在的唯一距離，不是物理距離，而是精神距離源於你缺

乏準備，缺乏純潔或缺乏意志接受靈性啟示和影響 。 

20. 永遠不要把這種距離放在你們自己和你們的主之間，或者你們自己和精神世界之間，你們

將永遠享受受益著我的愛傾倒那些知道如何尋求它的人。你將永遠感受到精神世界與那些準備

他們自己感受它的人的心靈一起振動。 

21. 距離是多大這個時代的人放置他們自己與精神生命之間的，如此偉大，以至於為什麼今天

的人感到上帝與他們無限距離，想像天堂要遠離開，無法到達。 （321,76-78） 

22. 我告訴你，沒有一個人的思想不受靈性世界的影響。 

23. 有許多人可能否認這一點。然而，沒有人能夠證明人類的思想不是不可能接受思想和靈感

不僅從靈性存在和人類同胞，甚至從我。 

24. 這是全人類的一種啟示，一種啟示，當它被傳播時，應該找到打開的心，接受它非常高興，

就像它必須找到人類的對手和迫害者一樣。 

25. 然而，他們能做些什麼來阻止屬靈王國的光照在人的生命中呢？非信徒可以利用什麼方法

來防止這種振動？誰相信他自己不受上帝創造和生命力量的宇宙影響？ 

26. 我對你的良心說，對你的精神和對理智的力量 ; 然而，我再說一遍，那來自其他住所的人們

你們所有都會收到信息，想法和靈感 ; 正如你不知道你的精神來自哪裡在你所擁有的那個身體

的肉體，你也不知道那些人與它交流的是無形的和激怒的。 （282,33  -  37） 

不安和惡意精神 



27. 這個時代與第一和第二不同 ; 今天，你生活在混亂的無鏈元素中，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對

於沒有註意的人有禍了，因為他必須屈服，即使是準備好的人也必須掙扎。 

28. 成千上萬的看不見的眼睛正在看著你，有些人在路上伏擊你，還有其他人要保護你。 

（138,26-27） 

29. 大軍不安的精神，利用人類的無知，以及他們的不敏感和缺乏屬靈的視野，對他們發動戰

爭，而且人們沒有準備好他們的防禦愛的武器這些攻擊，在這場掙扎中，他們似乎毫無防禦能

力。 

30. 我的靈性教義必須來到你身邊，教導你如何準備好自己從衝突中勝出。 

31. 從那個在你自己的世界中悸動和震動的無形世界中，出現了觸動人的影響，無論是在他們

的思想，情感或意誌中，使他們成為順從的僕人，奴隸，工具和受害者。在任何地方，精神表

現都浮出水面，然而世界仍在繼續，不希望意識到它周圍的精神是什麼。 

32. 它是必要接受戰鬥並摧毀黑暗，以便當光照在人類內部時，所有人都會在真正的交流中團

結起來，並在禱告中勝利，在他們開始的鬥爭中取得勝利。長期統治他們。 

33. 在人類沒有意識到這種影響的情況下，人民和人民已經屈服於這些影響的力量。由他們製

造的奇怪和未知的疾病使，人類受到重創並使科學家感到困惑。 

34. 人類給它自己帶來了多少不和，多少混亂和痛苦！缺乏祈禱，道德和靈性已經吸引了不純

潔和不安的精神。那些離開的人沒有光明或準備有什麼可以期待呢？ 

35. 有些人欺騙和壓迫你，你被他們混淆和羞辱 ; 他們只會給你帶來困惑和黑暗，行使只能報復，

並且到你只是向你提出要求反對你。 （152,22-2836。） 

36. 在人類軍團中黑暗生物來，像風暴的雲彩一樣，引起動盪，使人思想發昏，使人心中迷惑。

雖然男人有武器來保護他們自己免受這些攻擊，但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在他們中間做出選擇，而

有些人甚至不會想像他們有這些攻擊。 （240,53） 



37. 今天的人性，正如你認為的數量大，但與圍繞它的靈性存在的數量相比是非常小的。這些

軍團在沒有他們感知的情況下侵入人類的小道有多強烈，因為男人既感覺得到也聽不到這個周

圍激動的世界。 （339,29） 

38. 一個被給罪孽生命的人能夠在他身後拖著一大群黑暗生命，那使他留下一系列惡毒的影響。 

（87,7） 

39. 如果從這裡開始，你就能看到屬靈的山谷，在那裡，那些唯物主義精神沒有做任何準備為

精神之旅在跟隨這一生的，你會感到驚訝 ; 但是你不會說，“上帝的正義是多麼可怕！”相反，

你會驚呼：“我們自己是多麼忘恩負義，不公正，殘忍！我們對我們的靈魂是多麼漠不關心，

以及我們作為耶穌的門徒是多麼無動於衷！“ 

40. 這就是為什麼父允許那些生命有時在你的生命中表現他們自己，並給你痛苦，苦澀的信息

他們的黑暗與和平剝奪了生命。他們是一個世界的佔有者，他們沒有靈性住所的光芒，也沒有

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地球的美麗。 （213,52-53） 

41. 靈魂軍團漫無目的地在世界各地遊蕩在人類心靈門口以各種方式呼喚，很多時候是想要告

訴你醒來的聲音，你睜開眼睛對現實，懺悔你的錯誤並使你自己再生，以便以後，當你將物質

身體留在地球的懷抱中時，你不必哭泣，正如他們做的，孤獨，無知和唯物主義。在這種情況

下，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會出現光明，因為沒有一棵樹的葉子運動是沒有我的意志 ; 這些表現形

式每天都在增加，最終會壓倒人，使他們最終克服人類的懷疑。 （87,65） 

42. 禱告為那些人從你們中間離開起超越，因為並非所有人都找到了道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如何提升他們自己，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迅速找到平安。 

43. 有些人在精神上生活在走火入魔的物質生命中。有些人遭受了極大的懺悔，有些人在地球

與他們的身體一起被埋沒了 ; 其他人不能將自己與那些與他們親近的人，與那些留在世界上的

人分開，因為悲傷，自私和人類的無知控制他們和物質化他們，剝奪了他們的平安，光明和進

步。 

44. 放手那些人居住在這個世界但不再屬於它 ; 讓他們放棄他們今生所愛和擁有的物品，這樣他

們就可以將他們的精神提升到無限他們真正等待的遺產。 （106. 35-37） 



45. 當你到達屬靈的山谷時，你的靈將很高興被他們接受，並對你向他們展示的慈善表示感謝 ; 

當你看到它們被光淹沒時，你的喜悅將會很美好。 

46. 但是，多麼痛苦它將是發現他們與眾生存在因混亂而變得黑暗，知道他們久等待你的慈善，

但你沒有把它給他們。（287,58） 

47. 如果我以這樣的愛和慈善對待你，人類，我真實地告訴你，我尋求同樣的溫柔為那些在山

谷中精神為過去的過錯而贖罪的人們。對於那些生物，我發出了我的光，使他們擺脫了像黑暗

一樣的困惑，以及像火一樣的悔恨 ; 後來在男人中間被送去，以便那些昨天在心中種痛苦的人，

現在被光照，成為他們兄弟的恩人和監護人。 （169,6） 

人類靈魂的鬥爭靈魂 

48. 超越你的人類生命之外，存在著一個精神的世界，你的兄弟，人類看不見的生物，他們之

間為了征服你而鬥爭。 

49. 他們之間的掙扎源於他們之間的進化差異：光明的存在，完美的理想被愛所提升，和諧，

和平和完美，在人類的道路上傳播光明，永遠鼓勵他們。並揭示一切為了人類的利益 ; 那些人

仍然保留著地球唯物主義的，他們無法放棄他們自己的自私和對世界的愛，或者無限期地迎合

人類的傾向和傾向，是那些人播下混亂在人性的道路上，蒙蔽思想，眩目的心靈，奴役意志，

利用男人，將他們變成他們計劃的工具，或者把他們當作他們自己的身體。 

50. 與此同時，光明的精神世界掙扎征服人類的精神，以便為他們打開突破口那通向永恆。雖

然那些被祝福的軍團工作不停在愛情中成倍增長，在痛苦的床邊成為護士，在負有重大責任的

男人的右邊擔任輔導員，為年輕人提供輔導員，為兒童提供監護人，以及獨自生活和被遺忘的

人的成為同伴，沒有智慧之光精神，沒有愛的崛起，眾生的軍團也在人類中不停地工作;但他們

的目的不是讓通往精神領域的道路更容易：不，這些生命的想法完全相反 ; 他們的意圖是統治

世界，繼續作為其主人，在地球上永久存在，支配人類，將他們轉化為他們自己意志的奴隸和

工具，換句話說：不要讓他們自己被剝奪。他們一直都在考慮他們自己：世界。 

51. 所以，門徒：在一些人和其他人之間，有一場激烈的掙扎，一場你的肉體眼睛沒有看到的

掙扎，但是那些反射被感受到每天都在你的世界。 



52. 因此，這個人類可以自衛，並擺脫它自己免邪惡的影響，它必須知道圍繞它的真理，它必

須學會用精神祈禱，並知道它被賦予了多少禮物，所以它可以僱用他們自己用作武器在這場偉

大善良與邪惡的戰鬥，光明反對黑暗，以及靈性對立唯物主義。 

53. 確切地說，光的精神世界在工作和掙扎，為所有人做好準備，以便世界有朝一日能夠走上

靈性的道路。 

54. 反思所有這一切，你可以想像多麼激烈是你的屬靈兄弟的掙扎為拯救人類多工作：為他們

喝杯子的掙扎，每時每刻你都會給他們忘恩負義苦澀膽汁喝，因為你很滿意從他們那裡得到他

們所做的一切好事，但卻沒有盡你的力幫助他們。 

55. 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加入他們，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對他們的靈感敏感並順從他們的指示，但

是多麼強大那些少人走過生命，多麼安全他們感到，以及多麼強烈高興和靈感他們的精神享受。 

56. 大多數人都陷入了內在辯論中在兩種影響之間的，沒有決定任何一種影響，沒有完全屈服

於唯物主義，但也是沒有努力擺脫它，以使他們的生命精神化：也就是說，提升他們自己通過

善良，智慧和精神力量。 

57. 那些人完全屈服於唯物主義，不再擔心良心之聲，無視所有涉及精神的事物，不再掙扎 ;他

們在戰鬥中被打敗了。他們相信他們已經取得勝利，相信他們是自由的，並且沒有意識到，他

們已被俘虜，並且它是必要因光的軍團必須進入黑暗中解放他們。 

58. 我把這個光明的信息發送給地球上的所有人民，作為對人類警醒的呼招，以便他們可以理

解誰是敵人他們必須掙扎反對直到在勝利，以及在不知不覺中，什麼武器他們已經承受了

（321,53-63） 

與上帝的靈魂的聯繫 

59. 門徒：醒來並認識發現你自己在的時代。我告訴你，正如沒有人可以阻止我的正義一樣，

任何人都不能關閉後世之門我的慈善為你。沒有人能阻止光明，希望和智慧的信息在這些世界

的人中間傳播。 （60,82） 



60. 我允許你在超越中與你所愛的人進行簡短的交流，這是在第二時代我不允許的，因為你和

他們都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在這個時候，我已經打開了那扇門，並且隨之而來的是我對先知的

宣言和我自己的一些承諾的實現。 

61. 在 1866 年，那個看不見的門向你敞開，就像所選擇的人的思想，表明信息光明之靈必須帶

給人們的。 

62. 在那年之前，在地上的國家和民族中，屬靈存在已經表現作為我前來的跡象。 （146,15） 

63. 如果這些時代的人不那麼堅硬和麻木不仁，他們肯定會接到來自屬靈世界的不斷信息，並

且有時會看到他們自己被眾多存在為了人類覺醒而不斷工作的生命所包圍。然後他們會證明他

們從不孤單。 

64. 有人稱這個世界，“看不見的”別人稱之為“超越”。為什麼？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信仰必

要去看屬靈的，而且因為他們的人性小，使他們感到遙遠和陌生對一個世界他們心中應感受到

的。 （294,32-33） 

65. 令你驚訝的是，一個靈魂表現出來或與你交流，卻沒有意識到你也表現出來，甚至與其他

世界，其他居所交流。 

66. 你的身體並沒有意識到你的精神，在禱告的時刻，與我交流，不知道如何感受到你與主的

親密關係通過這個禮物，而不僅是與我的靈，也是與那些屬靈的弟兄們，你在禱告的時刻記得

的。 

67. 你也不明白，在你的休息中，當你的物質身體睡覺時，精神，根據它的進化和靈性，與身

體分離，呈現它自己在遙遠的地方，在你無法想像的精神居所中。 

68. 不要讓任何人對這些啟示感到驚訝 ; 明白你已接近完全的時間。 （148,75-78） 

69. 我希望純粹的思想成為語言你與住在屬靈裡的弟兄們交流的 ; 它是在那種形式，你們彼此離

解，你的優點和善行對他們真正有用，以及我的孩子們的影響，他們的靈感和對你的保護，是

一個有力的幫助在你的旅程到達和我聯繫。 



70. 要使自己屬靈，你將體驗在你的生命中歡迎那些存在的出現：將她的兒子留在地上的母親

的搖籃曲，以及父親的溫暖和忠告，他們也必須離開。 （245,7-8） 

71. 當許多人知道其中所包含的是屬靈生命的表現時，他們就會批評和拒絕這項工作。不要害

怕，只有最無知的人才會反對我教導的那部分。 

72. 有多少次使徒，先知和主使節對世界說話在在精神世界的影響下人類沒有意識到？有多少

次在你生命你們每個人在精神的意志下行動和說話沒有知覺？而且，這一直發生，我現在向你

證實了。 （163,24  -  25） 

73. 如果只有好奇心導致你嘗試與超越交流，你就不會發現真理 ; 如果你的內涵包含虛榮，或者

渴望偉大，那麼你就無法實現真正的溝通 ; 如果試探以虛假的目的或低級利益摀住你的心，那

麼你也不能與我聖靈的亮光進行交流。只有你的尊重，乾淨的祈禱，你的愛，你的慈善和你的

精神提升，才能影響你的靈魂的神童，展開它的翅膀，越過空間，進入精神大廈，到達我的意

誌所允許的地方。 

74. 這就是聖靈為你預備的恩典和安慰：你可以看到一個地方，並確信死亡和距離不存在，即

使我的一個生物也不會死在永恆生命 ; 因為在這第三個時代，你可以為那些你已經知道和所愛

的眾生提供一種精神上的擁抱，和在這個世界中迷失，但你不會失去他們在永恆。 

75. 你們中的許多人通過我的工人與這些人進行了溝通，但是，真的我告訴你，這不是完美的

溝通，但是時間到來的時候，化身的靈魂和那些沒有肉體的靈魂可以交流在他們之間精神對精

神，不使用任何其他材料或人類手段：通過靈感和通過精神感受的禮物，通過啟示或思想。你

的靈魂的眼睛將能夠感知到超越的存在，然後你的心會感受到逝去的眾生在靈性山谷中存在。

那時，你的靈的喜樂就會偉大，正如你的知識和父的愛。 

76. 然後你就會知道你靈魂的生命：它是誰，它是誰，認識到你自己，而不是指那些與你的物

質形式相對應的限制，因為父對你說：雖然你的物質形式是，實際上，小，你的精神偉大非常

類似於我自己的神聖之靈。 （244，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