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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藉史威登堡将这大奥秘揭示给

我们，使我们明白天堂与地狱的真实存在，明白我们与灵界的这种如此

紧密，以致合而为一的关系。若不知道这些奥秘，我们仍对自己的危险

处境一无所知，任由恶灵主宰我们，让地狱的流注藉我们的口出恶言、

藉我们的手行恶事；若不知道这些奥秘，仍允许地狱的流注把我们一步

步引入地狱而不自知；若不知道这些奥秘，我们仍自以为大，将一切归

于自己的头脑，不知道自己何等渺小、脆弱、愚痴、悖逆；若不知道这

些奥秘，我们仍不明白您何等地热爱我们世人，为拯救我们而无时无刻

不停懈地作工。主啊，我们赞美您、感谢您，愿您的旨意成就！阿们！ 

关于与人同在的天使并灵人 

AC5846.一般来说，从灵界进入人内的流注具有这样的性质：人所思考

或意愿的任何东西，无一源于他自己；相反，一切都是流入的；良善与

真理皆从主经由天堂，因而经由与此人同在的天使流入；邪恶与虚假则

皆从地狱，因而经由与此人同在的恶灵流入。所流入的东西进入人的思

维和意愿。我知道这一切看上去相当矛盾，似乎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

这与表象相反；但实际经历本身会说明这个问题的真相。 

注：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要反省自己的思维和意愿，追问它们

的出处，因为实在不是我们的。虽貌似凭自己行善，但不可将善归于自

己，从而有邀功和回报的心态，因为但凡有邀功和回报的心思，就会沦

为属灵的盗贼，立刻从天堂坠落地狱。同时也不可将恶归于自己，只要

远离就行了，若硬是归于自己，就和恶灵合而为一了。 

5847.没有哪个世人、灵人或天使拥有来源于他自己的任何生命。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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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或意愿的一切，无一来源于他自己；因为人的生命在于思维和意愿，

其言行则是源于思维和意愿的生命。生命唯有一个，就是主的生命；它

流入每个人，却以各种方式被接受，事实上照着人通过自己的生活所赋

予其灵魂的品质被接受。因此，在恶人中间，良善与真理被转变为邪恶

与虚假；但在善人中间，良善作为良善被接受，真理作为真理被接受。

这好比阳光流入不同的物体，这些物体照其组成部分所取的形式以多

种方式调整和改变这光；光以这种方式被转化为或暗或亮的色彩。当人

活在世上时，他为构成其内层的最纯粹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外在形式，以

至于可以说他给自己的灵魂带来形式，或说他形成自己的灵魂，也就是

塑造或形成它的品质。该形式决定了来自主的生命，就是祂对全人类的

爱之生命如何被接受。生命唯有一个，世人、灵人和天使是生命的接受

者。 

注：TCR470.说得更明确：人并非生命，而是接受神生命的器皿。这一

事实可从以下证据清楚看出来:一切被造物本身都是有限的，人因是有

限的，故只能通过有限物被造。因此，创世记上说，亚当是由地及其尘

土所造，他也由此得名，因为“亚当”表示地土。事实上，每个人都唯

独由诸如地里和从地发散到空气中的物质构成。人通过肺和全身的毛

孔，吸收从地发散到空气中的物质，相对粗糙的元素则以地上产物所制

成的食物形式被吸收。 

至于人的灵，它也是通过有限物被造的。人的灵，不就是接受心智生

命的器皿吗？构成它的有限物是灵界的属灵实质，它们也转到我们地

上并被储存起来。如果这些属灵实质不与物质材料一同存在于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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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就无法通过至内在之物受孕，然后以奇妙的方式生长，正常地从

最初的嫩芽发展到果实，直至结出新种子。幼虫也无法通过蕴含在空

气中的大地所散发的臭气和植被所释放的气体得以生殖。无限者只会

创造有限物，人因是有限的，所以只是被无限者通过生命本身赋予生命的

形式；这就是这些话的意思: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创世记 2:7） 

神因是无限的，故本身就是生命。祂无法创造生命，然后复制到人里面，

因为这样就使人成为神了。认为这一切会发生，是毒蛇或魔鬼的疯狂想

法，它还向亚当和夏娃灌输这种观念，因为蛇说: 

你们吃那树上果子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创世

记 3:5） 

认为神将祂自己注入并复制到人里面的可怕信念，就是走向终结的上古教

会末期之人所持守的，我曾听他们亲口说过。由于他们因此就是神的这一

骇人信念，他们深藏于无人能靠近的洞穴，凡接近者无不受到内在晕眩的

袭击，从而倒下。 

5848.为使主的生命能流入进来，并照着人里面的一切律法被接受，天

使和灵人不断与他同在；天使来自天堂，灵人来自地狱。我听说每个人

都有两个灵人和两位天使与其同在。之所以有来自地狱的灵人，是因为

人凭自己不断陷入邪恶；这是由于他陷入爱自己爱世界的快乐；人陷入

邪恶，或这种快乐到何等程度，来自天堂的天使就在何等程度上无法与

他同在。 

注：AC4307.灵人与世人的同在取决于世人的爱。善灵和天使与那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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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属灵或属天之爱的人同在，恶灵与那些唯独陷入肉体和世俗之爱的

人同在。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以至于仅仅留意一下自己爱欲的性质，

或也可说，仅仅留意一下自己所关注的目的的性质，谁都能知道哪类灵

人与自己同在，因为人皆以自己所爱的为其目的。 

4311.凡处于肉体和世俗之爱，同时未处于属灵或属天之爱的人，只会

有恶灵与他同在，哪怕当他处于神圣外在之时。善灵绝无可能与这种人

同在，因为他们立刻就能发觉人的主导爱是哪一种。从他的内层发出一

种气场，灵人能清楚感知到这种气场，就像人用嗅觉感知周围空气中的

刺鼻臭味那样。 

5849.与人相联的两个灵人使他与地狱交流，而两位天使则使他与天堂

交流。没有与天堂并地狱的交流，人甚至片刻不能存活。如果这些交流

被夺走，此人就会像一根木头那样仆倒死亡。因为如果它们被夺走，与

最初存在或存在的最初源头，也就是主的联系就会被夺走。这一点也通

过大量经历向我证明。与我同在的灵人被挪离了一点，然后随着他们离

开，我几乎快要死了；事实上，如果不把他们送回来，我早就气绝身亡

了。不过我知道，很少有人相信有什么灵人与他们同在，甚至不相信灵

人的存在。这主要是由于如今没有了信仰，因为没有了仁爱；因此，没

有人相信地狱的存在，甚至没有人相信天堂的存在，因而死后生命的存

在。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亲眼看见灵人，因为他们说：“我若看

见，就会相信；我所看见的，是存在的；但我没有看见的，我不知道是

否存在。”然而，他们知道或能知道人的肉眼如此粗糙和有限，以致它

甚至看不见属世创造的可观察的细节，这从使得这类细节可见的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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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明显看出来（一般人的眼睛所能接受的光的波长在 380～760nm之间，

还有一些人能够感知到波长大约在 380～780nm之间的电磁波）。那么，

它又如何能看见存在于灵人和天使所在的更纯粹创造中的事物呢？人

若不用其内在人的眼睛，是看不见这些人的；因为内在人的眼睛适合看

这类事物。但这眼睛的视觉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向活在世上的人打开。由

此明显可知，当今的信仰距离古时的信仰何等遥远。古时的信仰是，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天使与他同在。 

5850.事情的真相是这样：有一个普遍流注和一个特定流注从主经由灵

界进入自然界的物体。普遍流注进入那些处于秩序的事物，特定流注进

入那些未处于秩序的事物。各种动物便活在自己本性的秩序中，所以接

受普遍流注。它们活在自己本性的秩序中，这一点从以下事实清楚可知：

它们一出生就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一切，以致它们不用接受任何训练

来获得它们。但人类并未活在秩序中，或活在秩序的任何法则中，所以

接受特定流注；也就是说，他们有天使和灵人与其同在，流注便通过这

些天使和灵人而来。人类若没有天使和灵人与其同在，就会冲进各种邪

恶，立刻投入最深的地狱。人通过这些灵人和天使被保持在主的眷顾和

指引之下。人被造所进入的秩序是这样：他当爱邻如己，甚至爱邻胜己。

天使就是如此行的。但人类只爱自己和世界，仇恨邻舍，除非他的邻舍

纵容他，让他控制世界，给他这个世界。因此，人的生活与天堂的秩序

完全相反，所以主通过给各人单独的灵人和天使来掌管他。 

5851.与人同在的灵人并非始终是一样的，而是照此人的状态，也就是

其情感的状态，或其爱和目的的状态而更换。之前的灵人被移走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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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灵人便取而代之。一般来说，与人同在的是哪类灵人是由此人自己的

品质决定的。若他贪婪，他们就是贪婪的灵人；若他傲慢，他们就是傲

慢的灵人；若他渴望报复，他们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灵人；或若他具有

欺骗性，他们就是具有欺骗性的灵人。人从地狱给自己召来与他的生活

相匹配的灵人。地狱之间的区别是最为显著的，取决于他们所贪恋的邪

恶，以及邪恶的一切差别。因此，类似他自己的灵人不可避免地被召唤

出来，依附在一个陷入邪恶的人身上。 

5852.与人同在的恶灵的确来自地狱，但当与人同在时，他们并不在地

狱，而是从地狱被召唤出来。那时他们所在的地方在地狱与天堂的中间，

被称为灵人界。被称为灵人界的这个世界也有善灵，这些善灵同样与人

同在。人们死后也直接进入灵人界，在此逗留一段时间后，各人照各人

所过的生活要么被赶到低地，要么被送入地狱，要么被提入天堂。灵人

界是地狱的上界，照主的美意，地狱在那里被封闭或关闭；灵人界也是

天堂的下界；因此，它是将天堂与地狱区分开来的中间地带。由此可知

何为灵人界。当与一个人同在的恶灵在灵人界时，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地

狱的折磨，而是享受爱自己爱世界的快乐，以及从此人自己所喜欢的乐

趣那里所获得的快乐；因为他们就存在于此人的一切思维和一切情感

之中。但当他们被送回其地狱时，就会回到他们之前的状态。 

5853.来到人身边的灵人会进入他的全部记忆和他所拥有的一切记忆

知识。他们以这种方式披上属于这个人的一切，或说取得他的整个人格，

并且如此彻底，以致他们只知道这些是他们自己的。这就是灵人超过世

人的一大优势。正因如此，他们思考此人所思考的一切，意愿此人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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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一切；反之亦然，即此人思考他们所思考的一切，意愿他们所意愿

的一切。因为二者通过联结而行如一体。然而，双方都以为自己所思所

愿的，都是自己里面的某种东西，并且来源于自己。灵人是这么认为的，

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们都错了。 

5854.主规定，灵人当流入世人的思维和欲望，而天使则流入他所关注

的目的，进而通过这些目的流入随目的而来的一切。天使也通过善灵流

入他在生活中所做的好行为和所信的真理；他们利用这些引导他尽可

能地远离邪恶和虚假。这种流注虽悄无声息，不为世人所察觉，但仍隐

密地有效运行。天使尤其转移邪恶的目的，引入良善的目的。不过，他

们若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会退离；并且越无法做到这一点，就退得越远；

他们越不在场，恶灵就越靠近。因为天使不可能存在于邪恶的目的中，

也就是存在于对自我和世界的爱中；即便如此，他们仍旧同在，只是相

距甚远。 

注：《灵界经历》：73.思维以不可察觉的方式流入我的心智，我的行为

受灵人支配。当我的思维指向他们时，灵人就因感觉而被搅动起来。我

能通过灵人的言语来分辨他们。74.灵人因我通过一种内在注视看着他

们而被发动说话。 

主能用全能的力量通过天使将人引入良善的目的；但这会夺走此人的

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就在于与这些目的完全相反的爱中。因此，这条神

性律法是不可违反的，即：人当处于自由；良善与真理，或仁与信当在

他自由的时候，而绝不可在强迫之下被植入。因为凡在强迫状态下所接

受的东西，都不会存留，而是会消散。事实上，强迫一个人做某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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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于将它注入此人的意愿，因为在强迫的状态下，这个人必须按照别

人的意志或意愿去行；因此，当他回到自己的意愿，也就是自己的自由

中时，凡在强迫状态下所注入的，都会被根除。所以，主通过人的自由

掌管他，尽可能地约束他，使他远离思想和意愿邪恶的自由。因为主若

不约束人，人就不断陷入最深的地狱。 

刚才我们说，主能用全能的力量通过天使把人引入良善的目的；因为恶

灵能瞬间被赶走，哪怕人周围有成千上万的恶灵；而这种事只需一位天

使就能做到。但这个时候，此人会经受如此的折磨，进入如此的地狱，

以致他绝无可能承受得住，因为他会悲惨地被剥夺生命。事实上，人的

生命就在于反对良善和真理的恶欲和谬念。如果这生命不通过恶灵来

维系，由此得以纠正，至少被引导，他一分钟都活不下去，而是化为乌

有。因为除了为自己的缘故而对自我、利益和名声的热爱，因而除了凡

违反秩序的东西外，没有什么东西能抓住他。因此，他若不轻轻并逐渐

通过对他自由的引导被带回秩序，就会立刻灭亡。 

5855.在与灵人对话这条路向我打开之前，我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灵人或

天使能知道或察觉我的思维，因为这些思维在我里面，只有神知道。然

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发现一个灵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他同我

聊了几句关于我正在思想的事，并用一种符号表明他在场。我因此，尤

其因以下事实而目瞪口呆：他知道我的想法。由此明显可知，让一个人

相信一个灵人能知道他在想什么是何等困难；而事实上，一个灵人不仅

能知道此人自己所知道的想法，还能知道他所不知道的思维和情感的

最小细节。灵人甚至知道此人活在肉身期间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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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我从多年来的不断经历得知的。 

5856.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交流通过他们所派出的灵人实现，他们通过所

派出的灵人说话。这些灵人被称为使臣。当有社群与我同在时，我无法

知道它的同在，除非他们派一个灵人出来；一旦这个灵人被派出，交流

立刻被打开。这在来世是司空见惯的事，经常发生。由此可见，与人同

在的灵人和天使在那里是为了提供与地狱社群并天堂社群的交流。 

5857.我有时与灵人谈论他们远远超越世人的这种能力,因为人一到来,

他们就能为自己取得他记忆里的一切。我说,即便以前根本就不知道的

各门知识、语言，或从小到老所学习并吸收的其它东西，他们也能瞬间

拥有。因此，在有学问的人中间，他们是有学问的；在聪明人中间，他

们是聪明的；在审慎而明智的人中间，他们是审慎而明智的。听了这些

话，他们得意洋洋，因为他们并非善灵。于是，我被引导又告诉他们说，

在无知的人中间，他们是无知的；在迟钝的人中间，他们是迟钝的；在

疯狂而愚蠢的人中间，他们是疯狂而愚蠢的。因为他们披上他们与之同

在的那个人的一切内层，因而也披上他的每一个幻觉，进而披上他的疯

狂和愚笨。不过，恶灵无法靠近小孩子，因为小孩子的记忆里没有恶灵

能披上的任何东西。因此，与小孩子同在的，是善灵和天使。 

注：《灵界经历》：120.与人同在的灵人就像这个人，在有学问的人里面

是有学问的，在愚蠢的人里面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只能在此人里面唤起

与他们自己的性质相一致的东西。 

5858.大量经历使我得知，凡灵人通过提取人的记忆所思所言的，他们

都以为是自己的，就在自己里面。若被告知他们想的不对，他们就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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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因为这种感官错觉盛行在他们中间。为叫他们相信他们想的不对，

我问他们，他们是从哪里知道如何能以我的母语与我交谈的？毕竟他

们活在肉身期间对我的母语一无所知；他们又如何知道我所掌握的其

它语言？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学习其中的一门。他们真的以为这些语

言是他们自己的吗？此外，我给他们，包括小孩子读希伯来语，他们理

解得和我一样清楚，只是不会超过我。我记忆里的所有知识都在他们里

面。这使他们相信，当来到一个人那里时，他们就会拥有此人所知道的

一切，并且他们因相信这一切是他们自己的而持守一种错误观念。他们

也拥有自己的知识，但不允许提取出来，以便他们能通过人的知识而服

务于人；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事实上，如果灵人真的与他们自己的记

忆一起流入进来，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注：《灵界经历》121.灵人会唤起凡在此人生命里面的任何东西，包括

他过去的行为，在其生活中所做的任何事，以及所思想过的事。 

5859.一些灵人上到我这里，声称他们从一开始就与我同在，并不知道

别的。但当我向他们说明情况正好相反时，他们最终承认，他们这是第

一次来；但他们因立刻就披上或取得我记忆里的一切，故不可能知道别

的。这也向他们证明，灵人一来到人这里，就会立刻披上或取得此人的

一切记忆知识，好像这些记忆知识是他们自己的；而且当许多灵人同在

时，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会披上或取得这些知识，并且都以为这些知识

是他们自己的。人死后立刻拥有这种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何当善灵进入

天堂社群时，他们就会披上或取得并拥有那个社群中所有人的全部智

慧。这就是在他们中间所进行的共享的性质，尽管他们活在肉身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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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该天堂社群所谈论的那类事一无所知。如果他们在世时过着充

满良善的仁爱生活，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这种良善拥有将智慧的全部归

于自己的能力在里面，因为真正的良善里面藏有智慧。正因如此，他们

仿佛本能地知道肉身生活期间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描述的事。 

注：《宇宙星球》提到了灵人的这种特质：水星灵一来就在我的记忆里

搜寻我所知道的。灵人做这种事可谓驾轻就熟，因为他们一靠近人，就

能看见储存在他记忆里的一切细节。所以，当他们搜寻各种事物，包括

我所造访过的城市和地方时，我发现他们对教堂、宫殿、房屋或街道并

不感兴趣，只对我所知道曾在那些地方发生的事件，以及它们的管理体

制、居民的秉性和习俗等等感兴趣。因为这类事在人的记忆里与地方紧

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当回想起地方时，这些事也被带了出来…… 

灵人可进入人的整个记忆，但没有什么东西能从他们的记忆进入人的

记忆。天使则能进入启动并指导人的所思、所愿和所行的情感和目的。

事实上，我经常发现，他们翻阅记忆里的内容，就像翻阅一本书。 

《灵界经历》：59.灵人急于从人的记忆中召唤出与他们的本性相一致

的事物。当遇到违背他们本性的事物时，他们就想与此人分开。 

5860.与人同在的灵人也接受此人的错误观点，无论这些观点是什么样，

这一点通过大量经历向我证明了。因此，他们不仅接受与文明、道德的

事物有关的错误观念，还接受与信的属灵事物有关的错误观念。由此可

见，与执守异端邪说，并且在信之真理上执守谬论和错觉，执守虚假的

人同在的灵人也执守同样的事物；二者之间没有丝毫区别。这样做的目

的是叫人能处于自己的自由，不受灵人自己的任何东西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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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1.由此明显可知，就其内层，因而就其灵而言，人活在世上时就与

其他灵人联系在一起。由此还明显可知，他以这种方式与他们相联：他

若不与他们在一起，就无法思想或意愿任何事，以致他的内层与灵界相

通；他只能以这种方式，而非其它方式被主引导。当人进入来世时，他

便将不信有任何灵人与他同在，尤其不信任何地狱灵与他同在带来。因

此，他若愿意，与他一直接触并派出灵人与他同在的社群就被指给他看。

而且，在经历了几个初步状态之后，他最终回到相同的社群，因为这个

社群与在他里面掌权的爱行动一致。有几次我看见人们被指示他们自

己的社群。 

5862.与人同在的灵人并不知道他们与他同在。只有主的天使知道他们

与他同在，因为天使与人的灵魂或灵，而非他的肉体相联。当思维以言

语的形式在身体中实现，意愿以行为的形式在身体中实现时，它们通过

总体的流注依次流入；这种流注通过与大人的对应关系来掌控。故与人

同在的灵人和这些事物毫无关系；因此，他们不会利用人的舌头来说话，

因为这等于占有。他们也不利用他的眼睛来看世上的东西，同样不利用

他的耳朵来听世上的东西。我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主已经打开我的内

层，好叫我能看见来世的东西。灵人由此知道我是一个尚在肉体中的人，

他们得着机会利用我的眼睛看见世上的东西，利用我的耳朵听见同我

在一起的人与我的交谈。 

5863.恶灵若真的发觉他们与人同在，他们是与他分离的灵人，并且能

直接影响他的身体功能，就会千方百计地毁灭他，因为他们对他怀有致

命的仇恨。因知道我是一个尚在肉体中的人，于是他们不断试图毁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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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毁灭我的肉体，尤其毁灭我的灵魂；因为对地狱里的所有人来说，

毁灭人或任何灵人是生命的最大乐趣。但主不断保护我，使我免受毁灭。

由此明显可知，对人来说，与灵人直接接触何等危险，除非他处于信之

良善。 

5864.恶灵因听说灵人与人同在，故以为如此他们就能攻击这些灵人，

连同与他们同在的那个人。恶灵还找了他们好长时间，但没有得逞；其

意图是毁灭他们。因为正如天堂的快乐和幸福在于向人行善，促成他永

恒的救恩，地狱的快乐则在于向人行恶，促成他永恒的毁灭，以致天堂

和地狱有相反的动机。 

注：《灵界经历》提到：96.恶灵不断竭力将人们置于致命危险，从而给

他们带来伤害，这一切都出自灵人，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点；但善灵

和天使从主行动，不断竭力拯救人们。 

127.恶灵对人心怀致命的仇恨，若非以为他们就是此人，就只想着毁灭

他。 

104.恶灵特别想要控制人；当不被允许时，他们争夺一番后就离开了。

133.每个恶灵都有强烈的欲望，想要作其他人的主人；一些恶灵甚至想

作宇宙之主。因此，他们都很愚蠢，并且一个人很容易被另一个人强迫

或控制。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想叫某个世人作为最卑贱的奴隶服从于

他自己。所以，若不是主完全掌控，被灵人迷惑的世人就会立刻灭亡。

148.发生在人身上的每一件和一切坏事，即便不是故意的，都来自恶灵，

因为这就是恶灵的本性。恶灵会激发情感，连同信念或劝服，在那些信

靠自己，并将一切归于自己的判断之人里面尤其如此；因为这些人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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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归功于自己，自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事实上，他们的智慧是疯

狂，他们本人则完全发疯了，因为智慧要根据它所关注的目的来判断，

他们将自己引向一个系地狱的目的。恶灵尤其想成为圣灵，认为主离了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153.恶灵不断给人带来邪恶。我通过亲身经历数次获知，灵人绝不放弃

向世人行恶，而是会顽固到底地坚持下去，以至于只要有机会，他们就

粘附在某人身上许多天，事实上持续不断，无止无休。这一事实屡次向

我清楚证明，因为他们给我身体的各个部位带来疼痛，这种疼痛有时在

脚上，以致我几乎不能行走，有时在背部神经，痛得我几乎站不起来，

结果摔了个跟头；在我的头部也一样。他们如此执拗地做这种事，以致

疼痛和类似痛苦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期间没有中断。我从与我交谈的

恶灵那里清楚获知，这些痛苦就是他们带来的；因为与他们交谈期间，

痛苦或缓解或加剧，事实上会突然间发生各种变化。 

189.关于恶魔和灵人对摧毁、折磨人类的极度爱好。今天，当我正从以

赛亚书 34章摘录关于宇宙毁灭的经文时，恶魔和灵人抑制不住地想要

夸大它们，发泄自己的怒火，直到他们陷入如此残忍的状态，以致他们

为宇宙没有被毁灭而感到悲伤。于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想把自己的

怒火发泄到另一个身上，以至于渴望什么东西都不剩，甚至连他自己也

不剩。因为这种渴望源于一种内在的自我仇恨。 

5865.有一个灵人，不是恶灵，被允许来到一个人这里，从那里与我交

谈。当来到此人这里时，他说，他能看见看似一种无生命的黑色物体，

或一团无生命的黑色物质。这是他被允许看见的那人的肉体生命。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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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当人被允许观看拥有信之良善之人的肉体生命时，它看上去不

像一个黑色物体，而像具有木头颜色的木质物体。我通过别人的经历同

样得知了这一点。一个恶灵通过基于身体感官印象，因而基于外在记忆

的思维而被带入肉体状态。这时，我也看见他如同一团无生命的黑色物

体。当恢复到正常状态时，他说他原以为自己仍过着肉身生活。在其它

情况下，灵人都不允许看人的肉体事物，因为这些属于世界及其光；当

灵人观看那些属于世界之光的事物时，它们看似纯粹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