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46 第三聖約 - 第 46 章 - 壞的引導和唯物主義的人 

耶穌基督的啟示 

靈魂的嗜睡，人的無知和傲慢 

主如此說 : 

1. 創造世界的目的是人 ; 為了他的快樂，我把所有其他生物和元素放在那裡，以便他可以利用

它們為他的保存和享受。 

2. 然而，如果他愛和認識我從第一次，他的靈性初期，今天他將成為一個偉大精神世界的一部

分，在這個世界裡，無知是不存在的，也不會有區別：在一個世界你們所有將是平等在知識和

提升你的情緒。 

3. 但是，哦，人類進化的速度有多慢！他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少世紀而尚未抵達理解他的精神使

命和他的真正命運？他一直無法在他自己身上發現永不死的精神，他不知道如何與之和諧相處

因為它有永生 ; 也沒有認識到他自己的權利，被剝奪的精神權利，沒有發展它的禮物而且停滯

不前。 （4.15,244。） 

4. 人，與我的律法的實現保持距離，創造了思想，理論，宗教和多種教義，使人類分裂和混淆，

將其精神與唯物主義聯繫起來，並阻止它自由地提升。然而，“聖靈”之光照亮了所有人，向

他們展示了真正生命的道路，只有一個嚮導，即良心。 （46,44） 

5. 唯物主義者只愛人類生命，但認識到它是短暫的，他試圖強烈地生活。 

6. 當他的計劃或野心沒有實現，或者某種形式的痛苦使他感到驚訝時，他變得絕望，褻瀆和詛

咒他的命運，指責他沒有得到他認為他有權利的回報。 

7. 他們是弱小精神在頑固的物質形式 ; 他們是道德上的小生命，他們在很多方面受到考驗，使

他們明白行為的真正價值，在他們的唯物主義中，他們歸因於一點點功績。 

8. 哦，唯物主義者希望如何改變他們的命運！他們希望一切都按照他們的理想和意願來完成。 

（258,48-50） 



9. 現在你可能會明白，如果我一直表達我自己在我的智慧向人類，那是釋放囚禁的靈魂通過有

限理解。 

10. 即使在這個時代，也存在著思想緩慢而沒有靈感的思想。在時代男人應該已經擁有清醒頭

腦通過進化來清理的，許多人仍然像在原始時代那樣思考和生活。 

11. 其他人在科學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卻將自己包裹在虛榮和自私中，並相信他們已經達

到了智慧的高峰。他們在精神進化的道路上停滯不前。 （180,32-33） 

12. 如果人們醒著對高級生命那存在並在他們身上振動的，如果他們知道如何提出精神問題，

他們就會避免許多絆腳石，並從許多深處拯救他們自己 ; 但是他們一生都在向科學家們求助，

他們研究了物質性質，卻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和不確定性。他們不懂精神生命，因為在他們內

心，他們的精神已陷入沉睡。 

13. 人類的精神需要醒來，以便它能夠找到它自己，並發現禮物那被給予它以幫助它的掙扎。 

14. 今天，人就像一片從生命樹上落下的小乾葉，受到風的擺佈，受到一千個麻煩的影響，在

自然元素之前是脆弱的，在他應該做的之前在死亡之前是小而脆弱的。他應使地球他的統治就

像一個由我派來的王子來完善他自己在這世界。 （278,4-6） 

15. 審判的時候，我會問一些“你為什麼拒絕我”，以及其他的，“你為什麼迫害我”，已經

到了。那些無法穿透自己的人是否有權否認我的王國的存在？不知道我的真相不同於不知道你

能夠設想的事情 ; 我告訴你，你的無知是很多的，你的傲慢是偉大的。 

16. 在事實，我告訴你，無論誰否認上帝和他的王國都否認了他自己。那些希望獨自從他自己

身上獲取力量，相信他自己是絕對的，並能夠在不需要上帝的情況下成為偉大而感到驕傲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會有短暫的步伐，他很快就會迷失，他的困難將會非常痛苦。 

17. 真正明智在哪裡？ 

18. 要知道是要感受到我的存在 ; 要知道就是要讓自己受到我的光的引導並遵行我的旨意 ; 要知

道就是理解法律 ; 知道是愛。 （282,19  -  22） 



19. 今天，你的精神上的無知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當你還記得那些離開去了超越的人時，你會

說，“可憐的人。他死了，不得不離開這一切並永遠離開。“ 

20. 如果你只知道什麼同情心那些靈魂在他們聽到你這樣說話時從精神世界中看。可憐是他們

對你的感受面對你的無知，因為如果你能看到他們，雖然只是瞬間，你會說不出話來，被真相

震驚。 （272,46-47） 

21. 你被給予了更多的價值對物質的東西而不是它們真正擁有的，相比之下，你現在卻不知道

屬靈的東西 ; 你對這個世界的愛已經變得如此以至於你掙扎盡可能地忽略所有關於精神的東西，

因為你相信知識阻礙了你在地球上的進步。 

22. 我告訴你，對屬靈的知識並不妨礙人的道德或科學進步。相反，這種光向人們展示了一種

無限渠道的知識，而這知識現在不為他的科學所知。 

23. 只要人抵抗在靈性的階梯上提升他自己，他就不能接近在父的懷抱中給予他的真正的偉大，

通過最高幸福作為上帝的孩子，一個孩子值得的我的靈因為他的愛，他的高度和他的智慧。 

（331,27-28） 

缺乏意願棄權，努力和責任 

24. 如果人類在他們的無知中不頑固，他們在地上的存在應該是另外的，但是人們反抗我的誡

命，否定他們的命運，而不是與我合作在我的工作中，尋找逃避我的法律的方法，以便按照他

們自己的意願行事。 

25. 我也告訴你，如果人類仔細觀察他們所有的行為，他們會意識到他們在每一步都是如何反

抗我。 

26. 如果我把我的祝福傾注在人身上，他們就會變得自私 ; 如果我允許他們品嚐快樂，他們就會

過度行事 ; 如果我為了鍛煉他們的精神來測試他們的堅韌，他們就會抗議 ; 如果我允許苦杯到達

他們的嘴唇以便他們可以淨化，他們就會背離生命並感到失去信心。如果我放他們肩負著一個

大家庭的負擔，他們會變得絕望，當我從地球上提升他們所愛的人時，他們指責我是不公正的。 

27. 我從來沒有看到你辭職，從來沒有聽到你在你的試探中讚美我的名字，也沒有看到你試圖

通過你的生命參與我的創造工作。 （117,55-57） 



28. 我把偉大的人放在人身上，但不是他在地上尋求的人。我所說的偉大是犧牲，愛，謙卑和

慈善。人不斷逃離那些美德從他的真正偉大和父所賜給他作為他兒子的尊嚴中退出的。 

29. 你避免謙卑，因為你認為它意味著小。你逃避折磨，因為痛苦嚇唬你，卻沒有意識到它們

來只是為解放你的精神。你也避免了靈性，因為你相信通過深入研究知識意味著浪費你的時間，

而不知道你鄙視的光優於所有人類科學。 

30. 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有很多人，即使他們發誓他們愛我，他們也不愛我，說他們相信我

他們沒有信仰 ; 他們來告訴我他們已經準備好跟隨我了，但是他們想要在沒有十字架的情況下

跟隨我。我告訴他們：任何想要跟隨我的人，讓他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隨我。任何以愛情擁抱

他的十字架的人都會到達山頂，在那裡他會呼吸在地球上最後的嘆息，為了復活到永生。 

（80,37-39） 

31. 今天，不是消除世界各地的苦難，人們自私地試圖利用它為他的利益造。 

32. 為什麼人們沒有尋求一種理想來幫助他提升他的情感並追求與他的精神相稱的目標？這是

因為人類不想超越他的身體需要，也就是說，超越他的痛苦，他的塵世快樂和他的物質科學。 

33. 他把時間花在地上，積累財富，尋求快樂，相信一旦他去世，他就會不復存在。 

34. 人，在他無知的驕傲，而不是提升自己和视他自己是上帝的孩子，而是降到一個低等的存

在的水平，如果他的良心向他講述神性和屬靈生命，他就害怕上帝的正義壓倒了他，他更喜歡

沉默那內心的聲音，將他的思想從這些警告轉移開來。 

35. 他沒有冥想存在在它自己，也沒有在他的精神和物質條件上進行冥想。 他怎麼能停止是灰

塵和痛苦，當他生活和思考那方式时。 （207,18） 

36. 我的教義，在任何時候都是對律法的解釋，來到你們面前作為道路的光，作為靈魂的安全

開放 ; 儘管如此，男人們使用他们被给的自由意志，並希望為他們的生命選擇一條道路，總是

選擇物質主義的輕鬆道路 ; 他們中的一些人完全拒絕聽到他們良心的呼喚，這種呼喚總是領導

他們的精神 ; 而其他那些創造邪教和儀式以便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堅定地走在精神道路上的人，

實際上就像那些將我的名字和我的話從他們的生命中排除在外的人那樣自負。 （213,51） 

37. 道路被準備，大門敞開為所有希望來到我身邊的人。 



38. 道路狹窄，你早就知道，你們中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我的律法和我的教學”是無限的乾淨

和嚴格任何人都不應該根據他們自己的方便或意願來改革它們。  

39. 寬闊的道路和寬闊的門並不是那種將你的精神引向光明的道路。寬闊的道路是自由主義，

不服從，傲慢和唯物主義：大多數人追求逃離他們的精神責任和他們良心的內心判斷的道路。 

40. 那條道路不可能是無限的，因為它既不是真實的，也不是完美的，因為，就像所有事情的

人類，它是有限的，有一天，人類會走到那條路的盡頭，在那裡他會停下來，嚇壞了，傾斜走

出標誌著那條道路盡頭的深淵。那麼，那些長期偏離真正道路的人的心中就會出現混亂。 

41. 在某些人中會有悔改，為了這個目的，他們應該找到足夠的光來拯救他們自己 ; 在面對他們

認為不公平和不合邏輯的目的時，在其他人中會產生混亂 ; 在其他人中，褻瀆我和叛逆，但我

真的告訴你，這將是回歸光明的開始。 （333,64  -  68）人 

屬靈的苦難 

42. 我沒有弄錯我所做的事 ; 男人肯定弄錯了他的路線和他的存在，但很快他會回到我身邊像浪

費他所有遺產的浪子一樣。 

43. 憑藉他的科學，他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虛假的王國。他已經制定了法律，他已經建

立了他自己的寶座，並為他自己挪用了王冠和權杖。但他的輝煌是多麼短暫和欺騙！我的正義

的一陣微弱的風就足以讓他們的基礎動搖，所有他們的的帝國都崩潰了。儘管如此，和平，正

義和愛的王國與人類的心靈相距甚遠，而人類卻無法征服它。 

44. 快樂和滿足，那他們的工作為男人提供的是虛構。在他們的心中有痛苦，不安和失望，隱

藏在他們微笑面具的背後。 

45. 這就是人類生存所做的事情，關於精神的生命和管理他的法律，它們被扭曲忘記了還有力

量和元素使人類的精神活躍起來。應該接觸忍受磨難和誘惑，並抵抗所有障礙和失望在他沿著

向完美提升的道路。 

 



46. 來自無限到達每一種靈魂的光不是來自太陽 ; 精神從超越中獲得的力量不是地球的散發;愛，

真理和健康的泉源，平息了對靈的知识的渴望，不是你的海水或泉水。圍繞著你的環境不僅是

物質的，它是一種散發，呼吸和靈感，人類精神直接從 創造者一切那裡獲得，來自創造生命並

用他完美和不變的律法統治它的人。 

47. 如果人們有一點善意回到真理的道路上，他們會立即感受到和平愛撫的動力。但是，當精

神通過物質的影響變得物質化時，精神在戰爭中屈服，而不是作為生命之主，舵手引導他的船，

成為人類傾向和傾向的奴隸，在暴風雨中間被拋棄。 

48. 我已經告訴過你，靈魂在肉體之前，因為身體在衣服之前。你擁有的那個身體只是精神的

傳承方式。 （80,49-53） 

49. 哦，如果只有所有人都希望看到這個時代出生的光，那麼心中會有多少希望！但他們睡覺，

甚至不知道如何接收每天被太陽送來的光，第一道光，就像造物主的光芒照射的行像。 

50. 太陽照顧你，喚醒到你的日常挣扎，沒有男人，對創造的美麗不敏感，停下來片刻謝謝我。

榮耀可以在沒有他們意識到的情況下通過他們，因為他們總是醒來時專注，忘記祈禱在我身上

尋求屬靈的力量。 

51. 他們也沒有尋找能源為物质在自然界提供的資料。所有人都匆匆忙忙地跑來跑去，不知道

他們到底要去哪裡，並鬥爭不知道，為什麼， 在那無知的盲目和聾人鬥爭中他們使他們的精神

變得物質化和自私。 

52. 根據精神法則，那是生命之光，現在被遺忘的，人們在沒有聽到良心的聲音的情況下摧毀，

互相殺戮，從另一個人手中偷走麵包，而没有停下地考慮他們的行為，没有停下冥想。 

53. 然而，如果有人問他們如何判斷他們的生活，他們會立即回答過去從未像現在這樣光在人

類生命中如此輝煌的光芒，並且科學從未透露過如此多的秘密。但是他們不得不說所有這些都

在他們的面前舉著幸福的面具，因為在他們的心中他們會隱藏他們所有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悲伤。 

（104,33-34） 

54. 我把精神送到地上化身成為人類，以便它成為所有存在的王子和領主，而不是作為奴隸，

受害者或乞丐，就像我看到的那樣就是現在。人是他的需要，他的激情，他的惡習和他的無知

的奴隸。 



55. 他是受害者他的痛苦，他的絆腳石和他在他穿越地球過程中缺乏精神上的高度導致的滄桑。

他是一個乞丐，因為他不知道生命中與他相對應的繼承部分，他不知道他是什麼主人，並且什

麼都不屬於他。 

56.它是必要這個人類醒来開始研究精神生命的書，並將這一思想代代相傳，這樣很快就會產生

祝福的種子，使我的話語得以實現。 

57. 我告訴過你，這個人類有一天會達到靈性，並且會知道如何與所有被創造的和諧相處，並

在心靈，精神和理解上和諧地團結在一起。 （305,8-1） 

地球上的不端行為及其後果 

58. 當我看到人們在戰爭中佔領，為了擁有世界的財富而互相殘殺時，我不得不繼續將人類與

那些為無價值的物體作戰的兒童進行比較。男人仍然是爭奪一點权力或金錢的孩子。與其他男

人珍惜的美德相比，這些財產意味著什麼呢？ 

59. 你無法比較那些通過播下仇恨在他們心中來分裂人民的人，以及那些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

澆灌宇宙兄弟情誼的人的人。你無法比較那些導致他兄弟遭受痛苦的人，以及那些獻出他自己

生命來減輕同胞痛苦的人。 

60. 每個人都夢想著地球上的寶座，儘管從一開始他們就已經看到了地上寶座的價值是如何小。 

61. 我在我的王國里為你提供了一個地方，但很少有人接受了 ; 他們不希望明白天上最小的主比

地球上最強大的君主更大。 

62. 男人仍然是孩子，然而接近的偉大试探將使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嬰儿期到成熟期，並且

憑藉這種經驗，他們會大聲呼喊：“耶穌，我們的父，是對的。讓我們加入他。 （111，3-7） 

63. 人們在世上尋求永生，試圖通過物質作品來達到它，因為雖然地上的榮耀是短暫的，但它

是有形的 ; 他們忘記了精神的榮耀，因為他們懷疑那種生命的存在。它是缺乏信仰和靈性那使

懷疑面紗蒙上了人的眼睛。 （128,45） 

 



64. 人類的進化，它的進步，它的科學和它的文明從來沒有達到提升精神的目標，這是人類存

在的最高和最高尚那存在於人的。他的灵感，他的野心和他的渴望，一直是他在這個世界的目

標。正是在這裡，他們尋求智慧，在這裡他們積累了寶藏，在這裡，他們追求快樂，榮譽，獎

勵，權力和讚美。他們希望在這裡找到他们的榮耀。 

65. 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雖然大自然一步一步地前進，但是不停地向不斷進化的方向發展，

朝向完美，人類仍然落後，靜止，因为那个原因他在地球上遇到了麻煩，因為這個原因他在他

的路上發現的試煉，絆倒和打擊。 （277,42） 

66. 我希望你有渴望和野心，並且你夢想成為偉大，堅強和智慧，但卻在精神的永恆之物中。 

67. 為了達到這些商品需要所有的美德，例如：慈善，謙卑，寬恕，耐心和高尚 ; 一句話：愛。

所有這些美德都提升，淨化和完善了精神。 

68. 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裡，在這個短暫的住所裡，人要偉大，有權有錢，有智慧，不得不自私，

報復，殘忍，漠不關心，不人道，自豪 ; 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引導他走向相反的方向，實現真理，

愛，和平，真正的智慧和正義。 （288,32） 

69. 當人們在靈性上發現他们自己是在他們自己感覺到父的存在的時候，但他們不知道他們是

誰，也不知道他們從何而來，他們覺得我是遙遠的，陌生的，無法到達的 - 或者他們仍然在激

怒。 

70. 只有被喚醒，精神才能進入真理的國度 ; 男人不能僅靠科學來了解它。 

71. 我看到人們希望擁有知識，榮耀，力量，財富和力量 ; 我來為他們提供實現所有這些的手段，

但在他们的本質上，他們的精神真理，而不是世俗的膚淺和巧妙的方式，而不是短暫的或欺騙

性的。 

72. 當人把他自己放在物質上，將他自己封閉在像你的世界的狹小空間裡時，他使他的精神變

得貧窮，限制和壓迫 ; 此後，除了他所知道和擁有的東西之外，那么它是必要那他失去一切以

便他可以睜開眼睛看到真理，並且一旦確信他的錯誤，就把他的目光投向永恆。 （139，40-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