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T/50 第三聖約 - 第 50 章 - 文化和科學 

耶穌基督的啟示 

知識的驕傲和虛榮 

耶和華如此說： 

1. 我問這個時代的男人，誰考慮他們自己是世界歷史上最先進的人。難道你沒有用你所有的才

能找到一種方法來實現和平，獲得權力，獲得財富並不意味著殺害，摧毀或奴役你的同胞？你

是否相信你的進步是真實和現實的，在道德上，你是在拖著自己穿過泥濘，在靈魂徘徊在陰影

中？我不與科學鬥爭，因為我在人類中激發了它 ; 我所譴責的是你有時提出的目的。 

2. 人性，光之女兒，睜開眼睛;看你生活在聖靈的時代！ 

3. 為什麼你忘記了我，為什麼你想把你的力量與我的比較？我告訴你，有一天，一些學者用他

的科學塑造了你的形象的存在，並賦予他精神和良心，我會把我的權杖放在他手中。然而，現

在你的收穫將是不同的。 （125,16-17） 

4. 為什麼現在一直有人，他們用造物主所賜給他們的才能學習人文科學，用它們來掙扎反抗或

否定神聖的科學？答案是他們的虛榮心不允許他們以謙卑和尊重的方式進入主的奧秘，所以他

們在這個世界上尋求寶座和其他目標。 （154,27） 

5. 如今，男人覺得他們自己很偉大 ; 他們高舉他們自己的品格，不好意思宣告上帝，用其他名

字稱呼上帝，以免損害他們的驕傲或使他們自己陷入他們自己的基座。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稱我

為“宇宙智慧”或“宇宙的建築師”，但我教你在第二時代說“我的父親”或“我們的父親”。

為什麼男人認為稱我為“父親”會降低他們或降低他們的身份？ （147,7） 

6. 人們在物質主義中落下了多遠，甚至否認唯一創造所有人的人。人類的思想如何能夠如此混

淆它自己？你的科學如何能夠否認我並褻瀆生命與自然？怎麼樣？ 

 



7. 我是在你的科學發現的每一個創造物中，在每一項工作中我的律法都表現出來，我的聲音被

聽到了。這些男人怎能不感受到，看到或聽到它？是否偶然證明你的進步和文明否認我的存在

以及我的愛與正義？那麼，你不比那些原始人更先進，他們知道如何在自然的每一個元素和每

一個奇蹟中找到一個明智的，公正的，強大的神聖存在的工作，他們將所有存在的好處歸於祂 ; 

和他們為之崇拜的人（175,72-73） 

8. 我又來了，給男人我的話，所以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所以他們喚醒對他們良心的聲音，

並且知道在這一生之後，偉大的神聖奇蹟在等待他們的精神。 

9. 我已經向人們講述了這些奇蹟，並且它是驗證通過他知道如何祈禱放置他自己與精神接觸，

就像它是通過科學深入研究自然之謎的人一樣。通過這兩條道路，思想和精神，找到更多的，

他們尋求的越多。 

10. 然而，男人的學習和研究什麼時候受愛的啟發？只有那時，他的作品才能在世界上是牢固；

只要雄心，驕傲，唯物主義和仇恨是科學的動機。人們將繼續負責對稱為懲罰他們魯莽行為的

非法釋放的元素 。 

11. 有多少人被邪惡，驕傲和虛榮所吹大！有多少裝滿了冠冕的人在精神上赤身裸體而痛苦。

在我的真理和你認為是你的真理之間的對比有多麼偉大。 （277,31-32,36） 

唯物主義推理的後果 

12. 如果人們感受真正的愛對弟兄們，他們就不必遭受他們所處的混亂，周圍的一切都會和諧

祥和 ; 但是他們不明白神聖的愛，他們只想要到達思想的真理，而不是那個觸及心靈的真理，

在那裡他們有他們唯物主義的結果：一個自負，虛偽和充滿苦毒的人性。 （14,42） 

13. 不要因為你的科學成果變的徒勞無功，因為雖然通過它取得瞭如此大的進步，但是當人類

受到最大的痛苦，有更多的苦難，騷動，疾病和破壞性的戰爭時。 

14. 人類仍然沒有發現真正的科學，這是通過愛的道路獲得的。 

15. 看哪，虛榮使你蒙羞閉 ; 每個國家都希望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智者。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科學家並沒有深入探索主的秘密。我可以告訴你，人類對生命的認識仍然是膚淺的。 （22,16-

18） 



16. 在這些時刻，你最想要的是什麼？和平，健康和真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這些禮物不

會像你想像的那樣通過你的科學給你。 

17. 聰明人質疑大自然，她回答每個問題 ; 但這些問題背後並不總是有崇高的目的，善良的感情

或慈善。男人是小而愚蠢的，她從母親身上撕下她的秘密，褻瀆她的親密關係，而不是為了尊

重她，從她的噴泉中取出元素善待彼此，作為真正的弟兄，但是有自我主義的目的，有時候邪

惡。 

18. 所有的創造物都向他們講述了我和祂的聲音是愛，但是很少有人能夠傾聽並理解這種語言！ 

19. 如果你認為創世是我居住的一座寺廟，你是否不害怕耶穌會出現在那裡揮舞著鞭子趕走交

易者和那些褻瀆它的人？ （26,34 37） 

20. 我向人類揭示了科學禮物那是光明的，用它人類創造了黑暗並造成了痛苦和破壞。 

21. 人們認為他們自己處於人類進步的頂峰 ; 所以我問他們：你們在地球上有和平嗎？家中是否

存在兄弟情誼，道德和美德？你尊重同胞的生命嗎？你對弱者有什麼考慮嗎？我實實在在地告

訴你們，如果你們中存在這些美德，那麼你們就擁有了人類存在的最高價值。 

22. 人類之間存在混淆 ; 因為你把那些引領你深淵的人帶到了基座 。因此，不要問我為什麼要

進入男人之間，也不要問我為什麼要通過罪人和愚昧人的渠道進行交流，因為並非一切如此都

是你判断不完美的 。 （59,52-54） 

23. 智者尋求原因所有發生的和所有存在的，並希望用他的科學證明在自然之外不存在真理和

原則。但我認為這些人是小氣，軟弱和無知的。 （144,92） 

24. 科學家們，充滿虛榮，開始認為神聖的啟示是不值得關注的。他們不希望在靈性上提升到

上帝，當他們找到他們無法理解的東西時，他們否認它，这样他們不需要承認他們的無能和他

們的無知。他們中的許多人不要相信任何他們無法證明的事情。 

25. 什么样的安慰這些人能夠帶給他們同胞的心靈，當這些人不認識愛的原則時，那愛是統治

創造的，也不知道生命的精神意義。 （163,17-18） 



26. 哦，人類離開了我的教義有多少！所有在它都是表面的，虛假的，外在的和炫耀的。這就

是為什麼它的精神力量無效，為了彌補他們缺乏力量和精神的發展，他們把他们自己投入到科

學的懷抱中，發展他們的智慧。 

27. 因此，通過科學，人類感觉變得強壯，偉大，有力 ; 但我告訴你，那種力量和偉大在精神力

量旁邊是微不足道的，你們不能讓它成長或顯現出來。 （275,46-47） 

28. 現在你每天都在吃科學樹的苦果，這些苦瓜是由男人不完美培養的，因為你沒有尋求你們

院系的和諧發展。畢竟，當你只發展了你的智慧，並且放棄了你的精神和心靈，你能如何將你

的作品和發現引導到善良的道路上？ 

29. 所以你們有類似野獸的人，给完全自由地統治他们的激情，对同伴感到仇恨，渴望吸血，

並假裝把他们的同胞變成奴隸。 

30. 如果有人相信我的學說會導致人類的道德墮落，那麼我必須告訴你，你犯了很大的錯誤 ;為

了證明這一點向懷疑論者和傲慢者這個時代的，我將允許他們收穫他們的科學成果，並吃掉它

直到他們已經填滿，直到他們的精神出現了一個懺悔，說：“父親，原諒我們。只有你的力量

才能阻止我們肆無忌憚的力量。“（282,15-17） 

31. 人類科學已經達到了人類可以用他的唯物主義來接受它的極限，但是當受到愛的精神思想

的啟發時，善良科學可以比現有的更進一步。 

32. 證明你的科學進步沒有彼此相愛作為其動機，是人民的道德墮落，自相殘殺的戰爭，以及

飢餓和痛苦到處統治：它是對精神的無知。 （315,53-54） 

33. 你想讓我對你今天的智者說些什麼呢？那些挑釁大自然並藐視力量的元素和那些讓善良看

起來變壞的元素？挑选和吃掉科學樹的未成熟果實， 將會有巨大的痛苦，當它只能用愛成熟時。 

（263. 26） 

34. 如果人類與管理一切創造的宇宙法律不協調，就會出現缺乏控制那體現它自己在元素的力

量。 

35. 人類已經拆除了原子，他的進化大腦利用這一發現來獲得更大的权力和導致死亡。 



36. 如果人類在精神上與他的科學和智慧同步進化，他就會利用發現新元素的為人類造福，但

他的精神落後是偉大的 ; 他的自私心態導致他的創造力不利於人類：使用毀滅的元素，留下耶

穌所教導的愛與正義的原則。所以，當你看到天上的火雨時，不應該是天開了，也不是太陽折

磨你，而是人的工作傳播著死亡和毀滅。 （363,23-25） 

37. 人民在科學知識方面不斷發展，不斷發展壯大。然而，我要問：這是什麼智慧，人穿透越

多，他就越遠離屬靈的真理在那裡 生命的源頭和起源被找到。 

38. 它是人類科學：智慧受孕在一個世界病於自私和物質主義 。 

39. 因此那知識是虛假的，那科學是邪惡的，因為有了它，你就創造了一個痛苦的世界。在光

明地方，它是黑暗，因為它正在推動人們走向毀滅。 

40. 科學是光明的，光是生命，力量，健康和和平。那些東西是你科學帶來的結果嗎？不，人

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当你不允許良心的光線滲透到你理解的黑暗之中，但你的作品永

遠不會擁有崇高或屬靈的原則，永遠不會超過人類作品。 （358,31-34） 

41. 醫生也應該被召喚。我會問他們他們對健康的秘密做了些什麼，那我透露给他們 和我所託

付給他們的香脂 ; 我會問他們是否真的感受到了別人的痛苦，如果他們已經學會下到最卑微的

床，用爱來治愈受苦的人 。那些通過同胞的痛苦獲得偉大，安慰和奢侈的人的反應是什麼，他

們並不總是能夠緩解痛苦？他們所有人都會在心裡質疑他们自己，在他們良心之光之前，他們

必須回答我。 （63,62） 

42. 許多精神上死去的人必須在世界各地徘徊，等待身體的死亡才能到我面前。然後他們會聽

到主的聲音，那愛撫他們並幫助他們升起走向真實的生命！如果他們相信他們的罪行是不可原

諒的，什麼樣的救贖希望他們還有在地球上，並且他們永遠失去即使他們覺得他們能夠真正悔

改並為他們的罪孽恢復原狀， 

43. 靈性生靈已經失去了所有拯救希望在我的面前，正如其他生物被科學家在地球上被判處死

刑了。我，擁有生命的，已經將這些生命從他們的肉體死亡中拯救出來。地球上有些人，我託

付了所有的精神和身體健康。這些人在做什麼？他們是否完全無視主所託付給他們的高命運？

必須我，向他們發送健康和生命信息，並不斷接收他們的受害者？ （54,13-14） 

上帝和精神世界對科學知識的啟示 



44. 如果科學家移動和改變你的世界是受到愛和正義的啟發，他們就已經發現了有多少啟示我

保留為這個時代的科學，而不是那一點點他們已經表現出如此虛榮的。 

45. 所羅門被知道為智者，因為他的判斷，他的忠告和他的決定都披上智慧，他的名聲越過了

他的王國的邊界，從而到達了其他國家。 

46. 雖然他是一位國王，但那個人謙卑地跪在父面前，要求智慧，能力和保護，認識到他只是

我的僕人，在我面前他放置了他的權杖和他的王冠。如果所有聰明人和科學家都這樣做，那麼

他們的知識將會是多麼偉大，而且我的秘密庇護有多少教導，但卻未知，向他們揭示！ 

（1,57-59） 

47. 問你的智者，如果他們是真誠的，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已經向上帝尋求靈感，如果他們要求

對弟兄們更大的愛，為自己減少虛榮，我會給他們更多的靈感。 

4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積累的所有真知識都來自我，所有純潔和高尚的知識都將在這段

時間內用於你的利益，因為我已經為此目的授予了你。 （17,59-60） 

49. 人的精神已經發展，這就是他的科學進步的原因 ; 我允許他學習和發現他昨天所忽視的東西，

但他不應該只把他自己奉獻給物質上的任務 ; 我已經賜予他那光，以便他可以在等待他的屬靈

生命中為他的平安和幸福而工作。 （15,22） 

50. 如果你使用了一些科學來分析和評判我，用它們分析你自己是不是更合理直到你知道你自

己的本質和唯物主義？一個偶然的機會，你相信你的父親無法幫助你走上優秀科學的道路？我

確實說過，如果你能夠感受到神聖之愛的本質，那麼知識很容易達到你的理解而不會讓你思想

疲憊，或者疲倦你自己研究科目你認為是深刻且真正屬於你的能力。 （14,14） 

51. 在人類的偉大作品中，人們發現了更高的靈性存在影響和勞動，他們在男人的理解中不斷

地工作和振動，激勵和揭示未知向他們的道成肉身的兄弟。 

52. 這就是為什麼在任何時候，我都會對學者和科學家說：你不能吹噓你自己理解或完成的東

西，因為這不是你的工作。很多時候，你只是作為我提到的那些靈魂的工具。您的發現無法讓

您驚訝嗎？你有沒有向你自己承認，即使嘗試你已經取得的成就，你也無法或無能？這是你的

答案，為什麼你吹你自己鼓起？要明白你的勞動是由更高的生命引導的，不要偏離他們的靈感，

因為他們總是導致善良。 （182,21-22） 



53. 為什麼當人類目睹了科學的發展並且看到了以前不會相信的時，它是否會抵制相信精神的

進化？為什麼它會使它變得靜止而昏昏欲睡？ 

54. 我的學說和我的啟示在這些時代與你的進化是一致的。不要讓科學家在他的物質工作或他

的科學中徒勞無功，因為在它裡我的啟示一直存在作為幫助精神世界啟示後世的。 

55. 人是創造的一部分，他有使命去實現，就像造物主的所有生物一樣，但他被賦予了屬靈的

本性，智慧和個人的意志，所以通過他的努力，他可以達到精神的發展和完善，這是他擁有的

最高尚的東西。通過精神手段，人可以設想他的造物主，理解祂的益處，以及欽佩祂的智慧。 

56. 如果不是被你的世俗知識所取代，你就會認同你自己所有的工作，沒有神秘的存在，你會

認識到你自己作為弟兄，你會愛我，因為我愛你：在你裡面會有善良，慈善，愛，因此，與父

親結合。 （23,5-7） 

認識科學家為人類善行而工作 

57. 人類科學是人類在這個時代所達到的精神能力的物質化的表達。在這個時代，人們的工作

不僅僅是他們思想的產物，也是他們精神進化的產物。 （106,6） 

58. 物質科學向你揭示了許多奧秘 ; 但是，從來沒有想到，它會告訴所有你應該知道的事情。這

些時代的人的科學也有它的先知，人類嘲笑和判斷他們是瘋了，但是當他們的預言得到實現時，

他讓你震驚。 （97,19） 

59. 我不認識科學家，因為我給了他們的使命他們所完成的，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缺乏祈禱，慈

善和精神的提升那是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領袖所必需的人性（112,25） 

60. 今天，人類擴展了他的領土，統治並在世界各地旅行。沒有大陸，陸地或海洋存在尚未被

探索過的地方。他已經製造通道在陸地，海洋和空中的。然而，他對他在地球上的遺產不滿意，

現在研究和探索天堂以尋求更大的領域。 

61. 我祝福我的孩子們對新知識的渴望。他們有智慧，偉大和強大的雄心使我高興，但我不贊

同他們的野心，也不贊成他們有時自私的目標。 （175,7-8） 



62. 我賦予人們智慧，使他能夠審視自然的構成及其表現 ; 我允許他看到宇宙的一部分，並感受

到精神世界的表現。 

63. 因此，我的學說不會使精神停滯不前，也不會阻止人的進化，相反，它會釋放他們並啟發

他們，以便他們可以分析，推理，調查和工作。但是，人們認為他的智力研究的頂峰是幾乎僅

開始。 （3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