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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们们们们能能能能知知知知道真相道真相道真相道真相吗吗吗吗？？？？    
Can We Know the Truth? 

    

我们经常问自己一些问题。我们是谁？为什么来到人世？人生是否有任何目

标？绝妙的宇宙背后是否有任何的设计？ 

 

宗教、科学和哲学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但往往答案似乎不完整，或不尽人意。

然而，直觉告诉我们答案是存在的。而这答案必须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

法则。生命是否有更深一层的事实？知道了这些事实，能使我们更理解生命

吗？如果是这样，有谁知道？而这些事实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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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与生活艺术生命科学与生活艺术生命科学与生活艺术生命科学与生活艺术的的的的真师真师真师真师    
The Masters of the Art and Science of Living 

 

博大和永恒的法则主宰着生命的进展，这些法则就是‘生命的科学’(Science 

of Living)。 

 

在伟大的生命校舍里，多数人都只是学童，靠着累积经验学习这些伟大的法

则。然而，世上肯定有一些已经谙熟这些伟大法则的人，并与他人分享这种

力量。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

认为，人类不同形式的知识背后, 必然有一个知识的根基。那根基会是什么

呢？肯定是生命元身的伟大艺术和科学。近年来，我们听到许多关于玄秘学 

(Occultism) 的事。玄秘学被一个伟大的玄秘学者定义为“生命的科学与生活

的艺术”。  

 

正如在数学的领域，有正在学习二加二等于四的幼童，也有伟大的科学教授

如爱因斯坦。同样的，在生命校舍里，存在着程度和造诣不一的学生，也有

参透生命科学与生活艺术根基知识的伟大教授。自古以来，伟大的策划者、

圣人以及悟道者掌握了这更深层的知识，并把它世代相传。而现在，他们已

掀开了遮掩着广大知识的面纱一角。他们通过自己的学徒，将主宰生命的宇

宙原则大纲传授予我们。现在我们将尝试解释这些原则，以及他们如何指点

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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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伟大伟大伟大原则原则原则原则之之之之一一一一：：：：生命的一体性及神生命的一体性及神生命的一体性及神生命的一体性及神圣圣圣圣性性性性    
The First Great Principle: The Unity and Divinity of Life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过，宇宙的规则是如此之少，不断以或大或小的规

模重复显现。眼见其一，能有以一斑观全豹的作用。威尔思 (H.G Wells) 写

道，所有宗教同出一元，教义屈指可数。 

 

我们可以用基督 (Christ) 的三句箴言列出。第一句箴言说到“皆从天父”。

他宣告人类的起源是神性的，是我们称为‘上帝’的宇宙生命的一部分。这

跟所有伟大真师所言是一致的。每位“人类之子”(son of man)，包括那些被

遗弃和受耻辱的人，永远都是“至高无上者之子” (son of the Most High)。这

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无法被剥夺的。 

 

每个人怎么都会是至高无上者之子呢？因为外表看来，很多人似乎没有这种

迹象。 

 

我们应该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自己肉体的外壳；同时我们也

知道诸如感受与思想这些主观意识程序的存在。我们是如何思考与感受，又

通过什么媒介来思考与感受？它们似乎随着人的肉体死亡而消失；然而，直

觉告诉我们，它们在冥冥之中继续的表达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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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肉体肉体肉体，，，，灵魂灵魂灵魂灵魂与与与与元神元神元神元神    
Body, Soul and Spirit 

 

人是三重体,同时表达于三个不同的空间。 

 

圣经提到我们有肉体、灵魂与元神。有些人将”灵魂”与”元神”这两个名

词混为一谈，但在原希腊文，他们是不同的名词。 

 

“肉体”来自盎格鲁撒克逊 (Anglo-Sexan) 词源 “bodig”，意为居住所。这也

是英语单词 “abode”（房子） 的由来。我们的肉体只是个外壳，会随着时间

而改变，并会在我们离世时被遗弃。有着这个外壳，我们就能通过五官来体

验周遭无数的事物。但是‘思考’与‘感受’的能力不起源于人肉体的大脑。

人的大脑和神经就像音乐家的琴键。如果它们的状态良好，将是他创作音乐

的好工具。当音乐家走了，钢琴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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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思想世界灵魂的思想世界灵魂的思想世界灵魂的思想世界    
The Thought World of the Soul 

 

肉体之外，音乐家会在哪儿呢？他的灵魂是在一个微细的世界，通过一个微

细的媒介运作，这个微细世界及其表达工具其实就在我们四周。 

 

你可曾想像你的灵魂是什么个样子？它并非附在你身上的某个部位。灵魂一

词，出于希腊词源 "psyche"。“psyche" 是心灵和心理学等名词的词根。心灵

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有实体性，但构成它的不是物质元素。穿梭于物

质世界的原子和分子之间的还有更精细，颤动更快速的元素--我们称它为心

灵实体 (Psychic Matter)。它贯穿了整个宇宙，就像水渗透着一块泡在浴缸里

的海绵。我们的灵魂是由心灵实体组成的，贯穿与环绕着我们的物质肉体。

我们死亡时，它将撤离物质身体，并把意识一起带走。 

 

在心灵世界里，每一个思想与感受是能够发光并有震颤力的能量。这份能量

透过我们的灵魂颤动，表达我们的理想 (Ideals) 与欲望 (Desires)，影响着周

围的人与世界，同时影响我们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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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ought 

 

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思想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人类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彻底

地认识和理解这“无线的思想”。 

 

在思想的世界里，“心想即达”不再是愿望，而是事实，我们能与思想对象

即刻产生“联系”。因此，如果我们想到的是一位朋友，我们便能立刻与他

同在。我们深情的思念可在瞬间传达。即使他已离开人世，我们深情的思念

仍能无时无刻传达予他。 

 

当思想是强烈的崇高的一类，它就会自崇高的境界立即得到回应。无论一个

人想的是什么，他将立即与之接触。凡是他真心爱的事物，他不可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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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灵魂灵魂灵魂构建构建构建构建死后的生命死后的生命死后的生命死后的生命    
The Soul Builds the Life after Death 

 

这微妙的心灵世界大都是由人类无数思想所构成的。死后，我们将在那里停

留很长的一段时间，吸取生活经验中的教训；那是在历经人生种种奋斗后的

歇脚处。在那里过了漫长的一段时日后，我们不仅会感觉更精神，还会更坚

强。前一世所吸取的人生经验，将使我们的品格与能力更有所进展。在那里，

我们也能与亲人和朋友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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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神不灭元神不灭元神不灭元神不灭    
The Spiritual Side of Man 

    

但什么是元神 (Spirit)？它是人的第三、也是唯一永生的因素。它的意识状态

是如此之深，而又如此真实，以致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总

有一天，随着人内在的成长，我们会逐渐察觉到那个神圣的自我 (Divine Self)。 

 

人的元神不为邪恶所影响，它由始至终是纯洁和光明的；它是靠我们人世间

最好、最纯洁的经验培育的；它永远是宇宙永恒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最美的

诗歌也无法表达它的神圣。 

 

基督告诉他的信徒，他们都是“神”，都是“至高无上者之子”。圣保罗美

妙地比喻元神为“隐藏在内心深处那永不腐败的人”；那是“人内心的基督、

希望的荣耀”。它将把人类从无知和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罪恶是无知与茫

然心灵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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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原则伟大原则伟大原则伟大原则之之之之二二二二：：：：人类同宗性人类同宗性人类同宗性人类同宗性    
The Second Great Principle: the Brotherhood of Man 

 

第二个伟大的原则是第一个伟大原则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人类都共享着同一

个宇宙生命，来自于同一个天父，踏着同样的旅程前往同一个终极目标, 那

么，人类皆兄弟便是自然的伟大事实之一。这事实的基础是人类共有的潜在

的神性。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大家庭。不论多愚昧、邪恶或是野蛮的人都不例

外。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为什么有些人天生野蛮无知，而另一些却是

天生明智、纯洁、真诚？为什么有些人天生是白痴、残废或是罪犯，而另一

些却是天才、圣人或是英雄？若伟大的生命动力是慈爱和公正的, 又怎会有

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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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上人在世上人在世上人在世上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还是多次还是多次还是多次还是多次？？？？    
 Many Lives on Earth or One Life 

 

在心灵的苦行道上，如果我们认为生命只有一次，那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答案。

我们究竟在世上会活一次还是会反复重生？哪种理论能最正确地涵盖这生命

的事实？世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们会转世。但在西方，虽然时代不同了，

我们所受的教育却是人类在地球上唯有一次生命--死后不是进天堂，就是下

地狱。这个想法多么不合逻辑呀！永恒不可能只限于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将

得到永生，那我们永生的前提必定是永生。 

 

很明显的，我们的肉体不会永生，而谁希望它会呢？难道我们不希望未来的

身躯会越好、越敏感、越有适应力、越美丽？是的，随着进化，我们得到的

身躯必然更好、更适合于表达我们灵魂逐渐显露的力量。因此，整体而言，

经过漫长岁月，人类将从无知和痛苦的黑暗中挣扎到知识和欢乐的光明中。 

 

人若仅有一个生命，那我们为何有不平等的开始？为什么某些人事事顺利？

而相反的，有些人却事事不剂？有时我们不由感叹：“可怜的家伙，他从生

出来就倒霉！” 事实是，在人类的灵魂大家庭中， 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不同

的年龄，正如在我们的小家庭里，年龄老少不一。不然，我们的世界岂不是

很呆滞？有些人在生活校舍活得比别人次数更多，因此他们更具眼光、智慧、

自我控制能力及才能。无知、愚蠢或邪恶的人则是较年轻的灵魂。人生痛苦

和不幸的经历将教导他们生活的大法则，并且开发他们潜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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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进化的循环性进化的循环性进化的循环性进化的循环性    
Life Evolves in Cycles 

 

生命的进化需要通过反复地在地球上生活；让我们通过比喻来解释。 

 

我们都相信演进，并且不假思索的想像演进是沿着直线进行的。但是，宇宙

中并无直线，进化是循环性的。我们用一天的小循环做比喻。它包含早晨、

午时与平静的傍晚。然后，经过了一夜的歇息，生命又再次从我们搁下它的

前一晚继续展开。一年的循环较大。有春、夏、秋、冬，然后又是春。难道

一个人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青春期、成年期、年老期，然后经过了长时间

的休息后，又捡起我们前世所搁下的生命之线重返青春。 

 

我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当儿，会回过头问自己为何无所成就？ 当年的远大

抱负和理想如今在哪呢？看来，我们寻找的方向错了。我们并不是来此世发

财、争取社会地位或是成名成就。这些只不过是“世间的宝藏”，并不能持

久。“天堂的宝藏”属于那些成长中和发展中的灵魂；包括了品格、能力、

智慧以及理解力的进步，也包括了与其他灵魂所结成的永恒联系。若我们在

生命的尽头，能看到这些收获，将不枉此生。若我们无法接受教训及发展潜

在的力量和智慧，那人生经验的价值何在？一个伟大的法国哲学家曾说：

“但愿年少知此理，但愿年老仍能行”。那么从现实的观点看，当我们再次

回到青年时期, 将能够实践前世所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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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进化天才的进化天才的进化天才的进化    
The Evolution of Genius 

 

天才 (Genius) 和品格 (Character) 就是如此进化的，它们并不是任何神明所

赐的“礼物”。它们代表着我们灵魂的成长阶段以及从以往生命中所经历的

胜利与失败。 

 

我们辞世时不一定比出世时更聪明，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竭

尽所能地发挥潜力并把握机会，相反地也可以忽视机会。我们可以掩埋小小

的机会或能力，甚至永远埋没它们。小机会不抓住，大机会永不会来。一个

人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研究和实践一门艺术或行业, 他的能力会稳步增

长。相同的，人类可以在多次生命中逐步增进能力。总有一天, 将诞生为英

雄、圣人或天才。 

 

或许你会说，遗传定律才是真正的解释。但这解释也同时留下许多疑点 。

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天才无法将他所具的至高无上能力遗传给他的孩子、

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好人家中会出现“害群之马”和败类。它也无法解释为什

么天才能从贫困和污秽的环境中出现。父母亲遗传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更容易

能表达某种灵魂，或心理特征的身躯和神经系统。他们给我们的钢琴或好或

坏，弹奏它的能力来自我们自己。我们才是我们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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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戒律上帝的戒律上帝的戒律上帝的戒律””””    实乃实乃实乃实乃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的的的的法则法则法则法则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the Laws of Nature 

 

我们是如何出生于某一个家庭和某一个国家的阶层，并具有一定的性格和能

力呢？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这个宇宙是依照法则运行的，严格来说，这

世上没有偶然。我们虽然无法看到所有的法则或它们的操作，但我们可以肯

定它们是存在的。 

 

基督徒所信的“上帝的戒律”，据说是上帝在一座山顶交付于摩西的。其实

真正的“上帝戒律”是“自然的法则”。自然法则是根据它自身的本性运转

操作，而漠视我们的身份背景。圣经所说：一成不变，自始至终。神不改变

他的意向 (there ‘is no variableness, neither shadow of turning’; they are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for God does not change His mind)。一个伟

大的玄秘学者曾经说过：“自然法则是神圣心智 (Divine Mind) 在物质界的印

记”。詹姆斯爵士 (Sir James Jeans) 告诉我们， 科学现在肯定宇宙的背后有

一个“主脑”，而科学家认为，那主脑象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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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界与外界的法则内界与外界的法则内界与外界的法则内界与外界的法则    
Law in the Inner As Well As in the Outer World 

    

今天,我们对物质界的自然法则有了相当的认识，科学的普及化也使我们对

种种法则有了深层的意识。我们不再认为自然事件的发生是某个神明的干预

或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我童年时家附近有个农场。那儿住着一位满口粗言的

农夫。有一天, 他被一头公牛顶伤了。我听到保姆对厨师说：“这家伙正在

破口大骂，牛就顶了他，真是老天报应！” 

 

我们进而领悟到在心理世界 (Psychological Realm) 和精神世界 (Spiritual 

Realm) 里也有法则。 

 

倘若我们把手放在热熨斗上，很自然地会被它烫伤。我们不能说自己不知道

熨斗的存在，因而不该被它烫到；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有责任知道或发觉

它的存在。相同地，感觉 (Feeling)、欲望 (Desire) 和思维 (Thought) 也有它

们始终不渝的法则，我们有责任了解并遵守它们。倘若我们遵守身体健康的

法则，我们将获得活力和健康，否则将面临疾病和死亡。同样地，倘若我们

遵守精神和心理界的法则，我们将获得快乐和力量，否则将面临苦难和诸多

限制。 

 

我们的不幸是我们本身的无知和自私造成的，并不是上帝所为。而对我们许

多人都是无知和自私，我们也不需要感到奇怪，因为在心灵方面我们其实还

不是很“成熟”。对于这样自私的行为和动机，大自然的反应是带给我们痛

苦和失望，这恰恰使得我们渐渐和稳步的学习更纯洁的作风。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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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国家国家国家是生活校舍是生活校舍是生活校舍是生活校舍中中中中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Nations are Different ‘Classes’ in the School of Life 

 

如前所说，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灵魂成长阶梯上，如果对这点有普遍的

理解，我们将对国家和国际问题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在一个国家的阶层内，我们不会期望愚昧的人能够在自我控制和理解能力方

面等同于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也意识到，当我们转世时，我们不能总是回到

同一个国家或阶层。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与人相同，也会消失。埃

及 (Egypt)、迦勒底 (Chaldea)、希腊 (Greece) 和罗马 (Rome) 曾拥有过显赫

一时的文明。这些文明消失了，但我们依然还在这里。我们经历过这些文明

并学到它们部分的教训。因此，拥有过于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愚蠢的！每个民

族都有它的位置、其独特的天才和文化，消灭或盘剥它将使整个世界更贫穷。 

 

当我们处身在某一个国家的阶层时，我们受到这个国家的国民观与文化很大

影响，这将发展我们的某一方面，但如果我们不转世于其他国家或民族，那

我们的成长将是片面的。 

 

人类整体的最高利益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别利益更为重要。而互相谅解、尊

重，合作和仁爱比起自私地贪图利益或占领他人的国土，都更加会使地球更

美好。 

 

我们大多数人都转世于许多不同国家的阶层，以“完成”我们的进化。有些

时候，某位伟大的爱国者会反复地出生在同一个国家民族，因为他已经通过

爱与服务的“业力”与这个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 。 

 

 

 

 

 
        



[17] 

 

我们如何来到一个家族我们如何来到一个家族我们如何来到一个家族我们如何来到一个家族    
How We Come to a Certain Family 

    

一个小孩的诞生往往被比喻为一个“小陌生人”的抵达。其实并非如此。事

实上，这小孩与你之间有前世的感情联系。而这联系牵引着他的灵魂，使这

位老朋友出生于你的身边。他将自己那微弱又尚未发育的新身躯交由你呵护。

这样的托付是一种美妙的信任。他并非是你创造的，也不属于你，他属于上

天和他自己。  

 

爱促成一个家庭的关系；有时候，恨也可形成这样的关系，但这是非常罕见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总是相同的，否则怎会从经验中成长呢？父母对

子女的爱、朋友之间的爱、以及恋人之间的爱，都是不同方式的爱。而两人

之间也可有涵盖一切爱的伟大的爱--难道你不曾见过吗？天作之合的美满婚

姻往往由一对前世拥有过幸福婚姻的夫妻所结成的。然而有时候，某些人的

结合纯粹因外表的吸引，而在婚后才发现对方其实是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去了解这个陌生人了。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爱主宰着宇宙。一个人不会失去他真正所爱的。他的所

爱将会在他死后的世界，以及以后的生生世世里，与他碰面；爱永不言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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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何织造命运生命如何织造命运生命如何织造命运生命如何织造命运    
How Destiny is Spun upon the Loom of Life 

 

但是，我们在重生时，为什么会拥有特定的品格 (Character) 与能力 

(Capacities)，又降生于特定的环境并受它考验呢？这是不是自然法则的结果？

我们能否知道它是如何运作？ 

 

我们应整体化地看待生命，并意识到各个人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

影响着。“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人类的命

运有如正在织布机上被织造的地毯，站在地上，是看不出图案的。但是我们

若处在“神”的位置，我们可以从高处看见已开始显示的图案。这图案是用

人类永恒灵魂的生命线编织而成的。又因为人是三重体，他拥有思想

(Thought)、情感 （Feeling）和行动 （Action）这三种活动；而每一种活动

都相对一个更微细并且互相贯通的层面，这些活动会通过颜色和形状表达。

如果我们的眼睛能看到更细微，便能看到人不断地同时在这三个层面发送能

量。 

 

能量的使用必定会产生其相应的结果。我们事实上是无限能源或动力中心，

每当我们思考、感觉或行动时，我们都在发送这些能量。接着，宇宙将根据

不变的法则回应。虽然我们通常不会停下来观察，但我们其实不曾停止发送

这些力量。这是因为我们无时无刻地都在思考、感觉和行动。我们经常目睹

自己的行动会带来结果，并因此在某重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但许多人不曾

意识那些主观能量例如欲望和思想也会引起着同样的效果。它们是被发送到

宇宙中的能量。某时某地，宇宙将根据其法则作出回应。 

 

所以，人的能量犹如一根三缕的羊毛线。思想 (Thought)、欲望 (Desire) 和

行动 (Action) 这三缕密不可分地交织着，对彼此做出反应，并一起编织出他

未来的命运。它们带来了他的朋友和种种关系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机会、品格

与能力。现在让我们解开这三缕来，并一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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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缕思想之缕思想之缕思想之缕    
The Thread of Thought 

 

让我们从思想和思维--也就是最深、最基本的开始 。  

 

“人”(Man) 这个名词在梵文里就是“思想家”(Thinker)。人是思想构造而成

的；一个人在潜意识〔现代“灵魂”的别称)里所思考和渴望的，都塑造着

他的存在。这正是圣经中所提到的：人是其思想的产物 (What a man thinks 

upon in his heart, so is he.)；而印度经文提到的是：今世所想，后世为人 

(What a man thinks upon in this life, that hereafter he becomes.)；这是一切理想

主义的最大力量。许多人认为理想是虚幻和不真实的；他们错了。 

 

如果我们能用我们的“心灵之眼”去看，见到的，其实是由渴望 (Longings) 

与志愿 (Aspirations) 这两种力量利用周遭‘心智界’（Mental World）里的

元素 （也叫‘心智元素’或‘心智实体’）塑造成的各种‘思想形体’ 

（Thought Forms）。这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未来起着动态的影响。这就如一个

人想要完成一件事--不论大小，如果他一开始就抱着不会成功的想法，那试

问，他会成功吗？所以，一个人的理想、志愿和无私的渴望，就像用神圣的

心灵视力,向我们呈现着我们的未来。展望时光的下游，我们可以看到记忆

的画像；但当我们展望上游时，看到的不是过去的我，而是将来的我；也就

是人的渴愿和上帝意愿的影像。每一个真实的理想都恰当的属于它的梦想家，

表达着他独特的本性。正如没有两片雪花会一模一样，没有两个灵魂是相同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过去和独特的未来。的确，“归属上帝”只能等

到每个人都一一踏上光明之路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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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无无线的思线的思线的思线的思想想想想    
The Wireless of Thought  

 

我们不妨考虑这个关于‘思想’的事实和它的力量，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认识

它来改造自己的生活并帮助其他人。 

 

‘思想’是否起源于我们的大脑？当然不是，否则，思想将随着身体的死亡

而停止。不，‘思想’首先在‘心灵躯体’(Psychic Body) 或如第5页所述的

‘灵魂’中产生。它是一个非常生动，富有创意的力量。在那里，每一种思

想都造成某种特定的思想波型 (Thought Wave)，会立即在肉体的大脑细胞里

设立同步振动。 

 

一个人的思想不仅影响着他自己，也影响其他人；那这思想到底对我们有何

影响呢？ 

  



[21]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对我们自己的影响对我们自己的影响对我们自己的影响对我们自己的影响    
What Our Thinking Does to Ourselves 

 

首先来看看我们自己。 

 

每股振动力量都与某种或是物质 (Physical)，或是非物质 (Non-physical) 的实

体 (Matter) 有关联。‘思想’的振动力量是穿行于‘心智实体’(Mental 

Matter)。没人能说出我们的思想的影响范围有多大？也没人能把守着自己的

思想。由于它的肉眼所看不到的影响无时无刻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放射出来，

因此“我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的想法属于我自己”这种观念是站不住。

难道我们不曾感受到彼此的情绪？当许多人的思想被捏造成一致时，所谓的

大众心理或提示就形成了。就比如一位热情的演说家能带动大众的情绪，或

一群干下罪行的群众在事发后如何的感到羞愧。 

 

我们在‘心智界’(Mental Plane) 的智体，与‘物质界’ (Physical Plane) 的肉

体一样，会养成某种习惯。当思路成为习惯性和固定性时，将行成一种有特

性的性格。特性和倾向掺合，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人的性格，也就是命运。

在生活中，一个人的性格比他的环境或他的能力更为重要。难道你不曾见过

一个有崇高性格的人克服了他不幸的环境？或恰恰相反，一位拥有伟大潜力

的人却在困境中屈服？性格并非是万能的神主观的赋予的；与我们的能力一

样，它是透过由我们以往的行动进化而成的。性格是在勇敢和诚实地面对生

活中成长。如果我们逃避生活的教训，让别人做决定和或把责任推给他人，

那么我们无法进化成为“坚强的性格”也不足为奇。有时候，一个坚强的性

格缺乏容忍又残酷， 生命将以神奇的痛苦之旅给予这样的灵魂上怜悯和同

情的课。 

 

一个灵魂犹如一朵花，需要阳光和雨水。人类幸福的阳光使它开放并展现力

量；泪雨则净化它，给予它无私、谅解心和恻隐心。如果我们像一个轻易拥

有一切、被宠坏、未蒙受任何悲伤和失望的孩子，那我们会是怎样的人呢？

生命的目的是锻造大写的人，不是儿童或自动机器。滕尼森斯写了一段美妙

的话：“生命并不是无用的矿，而是掘自黑暗的地底的铁，被燃烧的忧虑加

热，在嘶嘶作响的泪中淬火，再受到厄运之锤的重击，直至成形成材。” 

生命的目的是塑造和进化未来如神一般的、包含和平、幸福和力量的人。唯

有终止无知，痛苦才会结束，而自私就是最大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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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塑造性格重新塑造性格重新塑造性格重新塑造性格    
Re-creating Character 

    

一个人可否改变自己的性格呢？如果我们发挥想象力和下定决心，这是可能

的。 

 

记住，你如果一直沉思于某样事物或目标，你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个事物或接

近这个目标。因此，要时而将我们的思想把持在美丽、真实、英勇和崇高的

境界或行为里；并花些时间观察自己的性格，看看它的主要缺陷所在（别忘

记了，每个人都是不完善的，否则他们不会还处于生活的学舍里），然后想

象这些缺陷的对应面是什么，而你又怎样能在生活中实践它们？ 

 

你会发现有些人很自然地会做到这点，这是因为他们在前世里已经是在刻意

的培养这样的品行的！所以不要因为你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思考这点而感

到惊讶或气馁。不过当你已经想通了要如何去实践的时候，就不要耽搁了。 

 

你会惊讶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当你发现了你可以真正的正视自己，并有

能力在来世里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你会变得快乐并富有青春的热情。而当

你依靠自身的决心发展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接受环境加强于你的的时候，你

将成为足以影响他人的榜样和力量；对于不比你坚强的人，你也会成为他们

的庇护所，成为他们灵感和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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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对别人的影响对别人的影响对别人的影响对别人的影响    
What Our Thinking Does to Others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也一直在将自己的思想传送到别人身上去，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都一直带着这个综合了我们的一般思想 (Thoughts) 和情感 

(Feelings) 的个人影响力；或许这就是我们赠送于世界最大的礼物。爱默生曾

经说过：你的为人（即听不见的）重于你的言语（听得见的）。(‘What you 

are speaks so loudly to me that I cannot hear what you say.’) 

 

如果我们想到某些人、地方或念头，无论他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立即与他

们接触。祈祷会到达宇宙的核心，而深情的思念会环绕着在世或“已故”的

亲人。当然，人是不会死的，他只是改变了他的状态。我们的爱和思绪仍能

传送于他。倘若我们知道这事实并加以培养，便能掌握这伟大的力量。老式

的人会为朋友祈祷，我们则可以用爱和思念诚心诚意祝愿他们 。我们也可

以祝愿人类美好；并且确信这个愿望不会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对别人的成见，也一样的是一股会传达到他们的思想力。但与上述深情

的思念比起来，这种思想力对对方是没有帮助的，它只会潜意识地更突出我

们不想看到的一面。不难想象，当许多人一起想着同样的事物时，将对那个

对象起着怎样的无形作用。 

 

因此，我们本性的第一缕 -- 思想 (Thought)，为我们编织着现在和未来的

性格和能力。让我们重新塑造自己吧，不要等待缓慢的进化过程来为我们做

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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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欲望欲望欲望之之之之缕缕缕缕    
The Thread of Desire 

 
现在让我们探讨第二缕 ，也就是欲望的力量。欲望的力量带给我们机遇、

朋友以及敌人。 

 

圣经上提到，上帝将赐予每个人心中所求。是的，如果一个人是全心全意地

渴望着，他的愿望绝对会实现。因为，这份请求将被送往宇宙，为他带来或

好或坏的结果。爱与恨都是欲望的种种，而它们都具有吸引力。我们终将会

与心中所爱、所恨或所惧的事物相会。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化怨恨为信任、

谅解和宽恕。 

 

由于所有的机遇都是因为经欲望及争取过才出现，而不会自动的降临，因此

说欲望也带来机遇。即使一个人在达成理想或心愿之前逝世，机遇也会在他

的来世提早降临--旁人称之为恩赐。正如布朗宁说过：已展开的工程将不会

随着死亡而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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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之缕行动之缕行动之缕行动之缕    
The Thread of Action 

 
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行动无时无刻都影响着世界和他人，因此第三缕的运作

不难理解。 

 

我们的行动必定对世界和他人产生两种结果 -- 或者促进、或者阻碍他们的

快乐和进步。倘若我们的话与行为带有帮助及鼓励作用，那么在某时某处，

帮助与鼓励将回返于我们。但倘若它们是无益的、自私和残忍的，那返给我

们的将是挫折、悲剧和痛苦；这些必定以他人作为媒体返回于我们，而这些

人将不知不觉成为‘执法者’。依据法则，一个人种什么树，他将获得什么

果，并从中学习。有时候，这些自然的果报会在未来的生命里返回，与其认

为祸从天降，不如认为这是个烈火炼真金的机会。即便这些果报似乎在制约

我们，同时却也带来机会和振兴。大自然的‘复仇行动’是中立和有疗效的，

它通过毁灭进行治愈。 

 

我们的环境和生命中主要的事件就是出自这个缘由。怎样的环境才算‘好’？

是出生于富贵之家吗？不是的。富家子弟往往比任何人更缺乏人生美妙的历

练。何不出生于一群互亲互爱的亲朋好友之中呢？一位皇妃曾经向佛祖询问

如何确保来世能长得美丽、富裕并拥有许多朋友？我只记得佛祖针对最后一

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哦！皇后，如果你想拥有许多朋友，那你必须在此

生学会如何毫无保留地双手付出”。 吝啬、自私又斤斤计较的心灵永远无

法找到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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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原则伟大原则伟大原则伟大原则之之之之三三三三：：：：心灵心灵心灵心灵动动动动力力力力法则法则法则法则    
The Third Great Principle: the Law of Spiritual Dynamics 

 

上文所述的，自然而然的将我们引至生命的第三个伟大原则。就因为我们是

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每个人的每一个思想、欲望和行动都回荡于一个

生命的统一体 ─ 人类，并产生其必然反应。 

 

因此，这种心灵动力法则已被所有大师定为‘黄金法则’ (The Golden Rule)。

耶稣道：“己所欲，施于人。法如此“。 “生命的一体性” 、 “ 人类皆

兄弟”和“心灵动力法则”都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我们无时无

刻地相互影响。人必须学会不去伤害、也不自私地占有。这就是兄弟法则。

无论是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个国家违反它，就会带来无尽的磨难和痛苦。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绝不“反抗”。有时候，还击一个欺负弱小的人是教导

他考虑到那些比他弱小的人的权利的最好方法。  

 

有时，我们可以在几天内感觉到结果。有时却需要几世的时间。我们生命中

的重大事件都可追溯于几世前。每个民族最终必须结算它们的帐户。圣经说，

正义使国家兴盛；这是真的，因为没有民族能够以不公正的方式处理事情后

而不种下祸根。同样的，一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后，必定洒下未来革命

的种子。 

 

 

        



[27] 

 

我们如何记起前世我们如何记起前世我们如何记起前世我们如何记起前世    
How We Remember Past Lives 

 

可是我们会问，若我们记不起这些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往事，那有什么用呢？

(记住，未来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有时候，人们会说他们难以相信自己曾

经活过，因为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记忆。是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这样

的记忆，但有些人却拥有部分或完整的记忆。有时候，记忆会在幼儿时期浮

现，并随着成长而消失。 

 

何为记忆？对于大多数人，这代表往事在脑海里的图像。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甚至今天，已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倘若我们尝试记

住一天里的每一个思绪，每一字一句，还有做过的每一件事，我们肯定记不

起来。然而，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事件会印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而一系列相同的印象会随即产生一股能力的倾向。一个能把钢琴弹得好的人

其实不“记得”他每一次练习的过程，但他的潜意识会带给他综合性的记忆，

使他能够拥有这一项出色的才能或能力。   

 

因此，我们的才能就是记忆。我们的喜好与厌恶，就连恐惧和对某些历史年

代的兴趣，也都是记忆。真正的一见钟情，意味着故友或恋人的相逢；试想

大卫与乔纳森那段王子和牧羊人的故事。故事说，当两人会面时，“乔纳森

的灵魂与大卫的灵魂共鸣”，而“他如同爱自己的灵魂般地爱着他”。但他

对大卫一无所知，为何会如此？显然的，这是两位亲密故友的相逢。 

 

详细的前世记忆是可以恢复的。这力量就是所谓的“瑜伽”，意思是当一个

人已经发展到能够完全地意识到他更高的自我，他将能够记起他所有的前世。

因为这崇高的自我历经过他所有的前世。 

 

在达到那个境界之前，拥有大量对于前世记忆的图像对我们并无益处。因此，

大自然以合成的方式，把它化成我们的直觉和潜意识。这并不否定我们长远

过去的回忆会时尔浮现的事实。如果我们稍加留意，或许会听说过这类的人，

例如吉卜林 (Kipling) 书里写到那个银行职员回忆起自己曾经在罗马时期当厨

奴的著名故事。 

 
  



[28] 

 

死后的生命死后的生命死后的生命死后的生命        
The Life after Death 

 

可称为古老智慧的‘证道学’ (Theosophy) 能否告诉我们关于死亡和死后的

生命？所有宗教都描述天堂和地狱，是否真有这些地方？ 

 

唯有基督教谈到一个永恒的地狱，这是因为在该教形成的几个世纪后，这个

伟大的宗教失去了最初曾有的生死轮回的真理，于是，短暂和有限的‘因’，

他们认为会引来永恒的‘果’。可以安全地说，宇宙中没有这样一个折磨人

的地方，却有多种源自活着的时候创造下来的不愉快的心理状态。 

 

首先要记住的是，死亡后的世界不是很遥远，它就在我们的四周。它是由渗

透和环绕地球的精细与微妙‘心灵实体’ (Psychic Matter) 组成的。我们的

灵魂或心灵体 (Soul or Psychic Body) 也由它组成，它也同样渗透和环绕我们

的物质环境。达到某种高度的心灵视力 (Psychic Sight) 的人可以“看见”它，

而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将会拥有这能力。那时，人类将知道宇宙中只有不断

变化的状态而并无所谓的死亡一说。 

 

当一个人去世时，他从密集的肉体撤离，到那微细的世界开始独立的生活。

他对那处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每次当他入睡的时候，他就是进入这个状态。

雪莱写道：“睡眠是多么地神奇，死亡是他的兄弟”，就因为他们走的是相

同的渠道。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对前往如此熟悉的地方感到害怕呢？ 

 

当我们睡着时，我们仍以一根光链连于自己熟睡的肉体，在死亡时光链消失

了。或许这就是经文里所说的 “折断链子” (“Ere the silver cord be 

loosed”)。 

 

        



[29] 

 

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        
Heaven and Hell 

 

那么我们死后究竟身在何处？ 

 

这很难描述；我们处于一个由思维和欲望的强大创造性力量操纵的世界。在

这里，每个人都在生前建造了自己死亡后的经验。自私、邪恶以及残忍的行

为和思想把我们封闭于自制的监狱里，我们必须设法从中寻找出路，以便能

达到更光明的境界。另一方面，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最纯净无私的行为、最

纯洁的爱以及对美好真实事物的追求，将为我们建立起美妙的生活。对我们

来说，这将是完整的幸福与满足，也代表我们的梦想成真。 

 

朋友和爱人将重逢；理想主义者将能实现理想；个别信仰的信徒们将能与他

们的主同在；艺术家们将能领悟美的真谛。即使是最简单的人，如果想法既

简单又真实，也会有他幸福和开心的时段。这是他灵魂经历过了地球考验后

的休息期，也是吸收经验的时期。人在生前种下的一些因，会在这时期结下

果。而在返回人世前的数百年间，他将经历一系列联串的因果事件，把人生

中的种种教训和经验化为灵魂的力量和知识。 

 

肉身一世又一世，灵界一轮又一轮，我们的不断成长。属于灵魂的东西是永

恒的，而限于肉身的终会消逝。耶稣说过我们必须为自己累积“天堂的宝

藏”，这就是话中的含义。那些只限于肉体的东西，如吃、喝、性愉悦、社

会地位、钱财的累积，都必须在死亡的那一刻舍去。但是，属于灵魂的东西，

如智慧、神圣的追求、及情感，不仅会持续，还会不断地进步并增添力量。 

        



[30] 

 

往生的亲人往生的亲人往生的亲人往生的亲人    
Loved Ones Passed On 

    

不要认为往生的亲人进入凯尔特人所谓“永远年轻的国土”是悲伤的、不愉

快的、甚至是已经失去了你的。他们其实与你最深的灵魂同在，他们甚至可

能在你晚上睡眠中脱离身体的时候看见你。到你去世时，他们也将率先迎接

你。他们并没“死”；比起拖着沉重的肉身时，他们更为“活”。他们拥有

不再体会饥渴、冷热、疾病、疲劳或年老的形体。难道你希望他们回到疼痛、

病疾和疲惫的身躯吗？ 

 

我们应该看清真理；宇宙中没有地狱，只有人自创的短暂地狱，和一个大家

最终以自己的志愿 (Aspiration)和欲望 (Desire)建立的天堂。 
 

        



[31] 

 

等待着我们的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未来    
The Future That Awaits Us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无论我们在哪一个世界，我们都将不再需要任何生活历

练。这时，我们是几乎接近完美的人 (Perfect Man)，是富有知识、力量、爱

心和恻隐之心的大圣 (Adept)。 

 

今天，一些人比起其他人更接近这个阶段。但在将来的某时某处，全人类都

将会到达这个阶段。因为，我们都具有达到完美的潜力。即使是最疲惫的河

流，历经曲折，也终会安然入海。 人是酝酿中的神，有一天，他将完全达

至神圣的境界。 

 

今天的死亡和恐惧，是人类更幸福和新兴时代的前奏。通过现有的痛苦，人

类正迈向更幸福的人生。和睦与宽容将替代敌意、苛政、利益熏心、贫苦及

战乱的时代。生命的意义远超于物质的拥有，人类的幸福甚于支配权和自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