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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  

所有真理的力量都已在你之内。耶稣的故事虽很有帮助，象征为你的导引和工具。可是所有的答

案并不是在他的故事中。如果是如此，他会留在人世间为你解答问题。耶稣离开人世，回到父亲之怀

中，使你能够自由往内在找到答案。  

在耶稣离开这世界时，似乎将圣灵送给他的使徒们，但耶稣并非将圣灵在这时候交给使徒们。只

有上帝能赠送圣灵之礼，而上帝早就已经将此礼赠送给每一个人。此礼一直都是在人世中，甚至在耶稣

之前已经存在了。此礼总是在引导着你。可是当你继续往外寻找答案和求取满足时，你不会知道此礼已

经存在你之内。  

当耶稣升天而且保证圣灵的开始时，他只是在引导使徒们去寻找原本就存在之圣灵。如此，他们

能学习不要往外去寻找教学和导引，但是仔细地往内审视。  

这是我给你的一个课程。我暂时在此时帮助你，但我的目的是在教你如何往内看和听。因为你的

引导必定是源自于内心，你的答案总是在内心。  

祈祷是从内心听圣灵引导的第一步。但是如果真正要听见圣灵，你必须先以有祂存在可能性的方

式来祷告。祈祷并不是在要求你所想要有的时刻。而是得将你所想要的全部放在一边，然后愿意接受祂

给你之引导。祈祷是感激祂之爱和智慧的时刻。祈祷是屈服的时候，因为你所寻找的完全是祂给你的爱

和智慧及引导。 

首先，以下述方式祈祷:  

父亲，我不知道现在，在此时此处，什么是对我是最有益的，让我能被引导回至
祢。因为我缺乏能力看见我已做好准备要走的行程。牵着我的手，派遣你之圣灵来
引导我。以喜悦、安详和确信，我将去祂要我去之处，我也将做祂要我做之事。  

倾听引导的第二步是: 

你必须有信念。 

你必须不只是信任你所接受引导的声音；你也必须信任真我。因为所有的引导必定是超越你意识

选择的，而源于你已经知晓的。怀疑自己就是在怀疑你的引导。所以你必须信任自己而且信任导引。 

 

 

 
(2章)  

圣灵知晓。祂看见的不只是你的部分，而是完整的计划。因此，你必须相信所有祂要你去做的任

何事，即使那些似乎不是在为了你。圣灵看这人世，并没有看见分离的上帝之子，各个有分别的救世计

划。圣灵看见的只有单一之独子和独一无二的计划。因此，祂所给你的并非只是给你独有。要学习这

点。你必须要做如祂要你做的，而且信任祂。  

圣灵所给的途径似乎是个人化，且所经历的也似乎属于个人的。可是我向你保证它们不是个人

的。所有圣灵给的都是要给众生，因为圣灵看不见分开的部分，只看见独一无二的。当你听着兄弟姊妹

有关圣灵的故事和经验时，欣喜地知晓那些也是你的经验。如此，你就是证明你信任祂。藉由信任的显

示，信任将在你之内茁壮成长，使你能够听和见到更多有关圣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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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会看见象征以及象征中的象征，可是总是只有真理是真的。因此不要执着于象征，不必认同

它们，而且不要为你选择喜爱的象征和你的弟兄们打斗或争辩。如此，象征会变成另外一个蒙蔽真理的

偶像。记得耶稣离开人世使你无能将他崇敬为偶像，而能从他那学到往真理之道。  

记得且知晓这是耶稣所教的: 

没有死亡存在，所有的你寻找的答案都已经在你之内。 

彼得是一位老师，当他开口时，圣灵藉由他说话。当人们在听时，圣灵也在用他们听觉为他们倾

听，指出来他们应该听见的字语。  

不要被在人世间所看、听和经历的困惑。圣灵不需用特定的型态教你和指导你。为万事监督者的

祂，能够利用所有人事来帮助于你。  

我将教你如何在所有的情况和时刻倾听祂。要非常高兴地来倾听我。  

当你倾听圣灵的声音，你的喜悦将会增加，因为祂教你去了解无价值的就无价值，而知晓你心中

已存有的爱。此爱为所有喜悦的泉源，并非只是包含一些但非全部的特殊之爱，而是一种包含全部的完

整之爱。从你的爱心能爆发涌出喜悦，散布到整个世界来让你目睹。 

 
 

 

(3章)  

彼得是位教师，教授他被教导的，而圣灵是那教导者。藉由教授他人，彼得才能学到他已经拥有

被教的。因为他不能送出自己尚未拥有的。  

彼得所见证的奇迹，是为他自己的心智见证。这些奇迹也延伸至他人，使他们也开始学习他们是

真我。如此使得彼得成为很伟大的教师。他分享他所拥有的，知晓那也是为大家的。藉此种练习，彼得

开始了解所有都是非分离且完整单一的。  

自我是心智中的分离思维。自我所说是真的，并非真的；而自我说是假的，才是真的。自我是虚

假的，所以不能相信它的话语。  

自我就是在你心智中所经验的分离思绪，它们似乎在解释、忠告、认同和评断，而且跳跃涌出各
种概念想法。这些杂念本身对你并不是什么，但你整天听信它们且依照自我思维而行动。因为你信它们

的话，这些思维掌控你的心智以及你对世界的解释。然而，它们来自于分离的基础，变并非真理， 它

们所说的不可能是真的。  

听从且相信这些思维是一种愚昧无知。因为你听的是虚假的，但却相信所听见的是真实的。任何

基于这些思想而采取的动作，必是愚昧无知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基于此非真实人世的虚假。  

愚昧无知并不是罪，而是一种需要知识的邀请。圣灵会引导你藉由纠正错误感知的过程，达至你

寻求到正确的知识。正确知识是真实的，真知识是知晓真理的知识。  

不要担心你所犯的错误，它们是基于无知。无知是一种虚幻，只能影响非真实的。庆幸你只是犯

错。高兴欢喜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一切!这就是悔悟的意义。悔改就是要再次选择。悔悟是决定要从愚

昧无知的途径转回到知识的声音。这是一种非常喜悦的决定，由此决定能够改变一切。是此决定使你要

开始听自我之外的声音。此决定让你放弃至今为止所听信的任何想法，而且开始听那来自于上帝之声。

此决定是来改变你至今为止的旧习。此决定是在用基于真理的新视觉来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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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我来此帮助你由听信错误的旧习改成倾听真理。这是喜悦之决定。这是你

之道路。我将帮助你直到你不需要帮助为止。 

 

 

 

(4章)  

我曾告诉你，你将会被诱惑去抗拒否绝引导。我也曾告诉过你，诱惑来自于哪里。要否定我的诱

惑诞生于你的无价值和自卑感。我曾经告诉你，这种不配的感觉是从哪来的。它产出于内疚，因为你相

信自己把真我从上帝那儿偷走。  

这是一个你必须慢慢地且仔细地看的自相矛盾: 

你相信自己从上帝那偷走真我，也就是意指你相信自制了一个与上帝的旨意不同的意愿。你也相
信你能选择要跟随上帝的旨意或自我意愿。然而你却因为选择了自我意愿而感觉愧疚，相信你制造了那
与上帝分离的意愿是种罪恶。  

那源于要选择分离意愿的内疚，产生了你不配上帝旨意的感觉。如此，你的无价值感和罪恶感让

你以不闻上帝旨意的方式来否定祂的存在，或虽能听到，可是相信你不配去跟随祂。  

于此，你必须要仔细观察下述:  

第一，你的确渴望去知晓和追随上帝的旨意。把那渴望举高为照明灯塔，这是你的意愿。让灯塔
照耀引导你真心的渴求。  

第二，那似乎是一种阻碍去知晓和追随上帝旨意的感觉，是相信自己不配上帝旨意。它像是一个 

很狡猾的花招，设陷阱让你困囚于自制的幻境圈套中。  

你要服侍上帝之外之意愿，所以你相信自己有罪，             

然而， 

你真心渴望要为上帝旨意服务， 

但你的无价值感阻碍着那渴望。 

你能看出此陷阱是个圈套罗网吗? 你能否看出你相信的内疚和无价值，似乎带领你进入一个更增

加内疚和无价值感之圈套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人世帮助你看清楚那倒反论调，它在你的心智中使你感觉被自己无能控制的

情况捆绑囚禁着。我也帮助你看出你并没有陷入罗网，因为你可以放弃那些没道理的论调。当你丢弃它

们，你则能够自由地去知道圣灵的论据，那是充满喜悦的正确理由。  

记得彼得和约翰故事之象征是来帮助你去紧握着上帝旨意。当他们听见劝导要放弃自己目的时，

他们心中的疑惑也似乎与劝导理由回响着。他们虽是很单纯的人，但以他们所教的新讯息，似乎承担了

整个世界的宗教精神历史。你也要知道他们不听信他们的疑惑、畏惧或他们是无价值的。他们相信圣灵

给予他们听见的讯息，而且是上帝之单一旨意。随着此信念，他们允许自己去实践上帝旨意，那也是他

们心中的真渴望。  

记住这象征。你配称上帝给你的旨意。你值得圣灵和祂与你所分享的讯息。当疑惑侵入你的心智

而开始产生无价值和内疚感时，把它放在一边。这是你不要的圈套陷阱。它会掩藏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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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经告诉你，不要被你从此世界所闻、所见和经历的一切困惑混淆。任何能为圣灵目的之一

切皆已经呈现了。任何一切都能被应用来解救上帝的唯一圣子。  

当你被所闻、所见和经历的形式困扰时，你就是被诱惑去相信能自制与上帝不同的意愿。记得要

瞬即向我祈祷。如果你知道只有单一上帝旨意，你则不可能被困惑。  

记得当你以自我之眼看着它完全倒反论调的世界时，你没能看清楚。要愿意去否认自我所见的，

而且信任必定有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你所看见的情况。  

因此，以下述方式来祈祷:  

我父啊! 现在我以谦虚及感激之心来至于祢，我是恭敬的，因为我了解我无知如何去看一切。我
无能看见圣灵的计划，所以我不知道在看着什么。但是我也感激地来，因为我相信为一切总管之圣灵的
确会知道，而且祂安全的保存救灵方案。阿门。  

然后把自我交托给父之旨意，意愿你能够为治愈的目的来被使用，且不渴求作任何评判。这就是

把自我搁置一旁，来完成父亲计划内的本份工作。这是上帝为你的旨意。这就是你如何能够帮助成全完

整。  

要完全奉献自我就是要无任何批评的献出自己。每当你注意到心智中仍存有愧疚，你就是已经在 

批评，而没能倾听只要成为完全有用处者的渴望。你在要求能够决定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意指

你已在要求是否能运用你的自我意愿。  

不要让此理解使你心烦意乱。的确，如果发现你心智中存有如此要求，你会感觉滑稽可笑。因为

这只不过是另一个掩藏真渴望的诡计把戏而已。这是另一个带你到走投无路的圈套。然而也是另外一个

机会来提醒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祂的计划，所以你无能评判。  

快乐地只要求做你被要求去做的事。如完成要你做的一切，就已经足够了。你无其他任何需要，

因为你已经给了被要求给予的一切。  

喜悦地给予，知晓你的真意愿是要给予。放弃所有愧疚和罪恶感，知晓它只是虚假意愿的错觉。

任何似乎与上帝旨意分离的意愿，必定是种假想，所以你无意识到你总是有与祂旨意相同的真意愿。 

 

 

 
(5章)  

这故事是一个象征，不能把它当成事实。这个故事就是你自己要拥有且投射到外在世界之愧疚图

片。这个故事除了是在造假外，毫无意义。它的重要性是要你也能了解你自绘的愧疚也是在造假。  

你的愧疚和无价值感阻扰你去听见圣灵。这故事是在证明显示出你多么相信自己有罪。注意到 

亚拿尼芽斯与妻子因愧疚而暴毙。可以想象在他们心内的愧疚是多么强烈。可是这对夫妻犯了什么罪? 

他们卖了自己的土地，自愿的奉献大部分的银钱给使徒们，这能称为犯罪吗? 即使在你的人世中，这无

能称为罪。他们如此慷慨的赠与奉献，所以什么是他们的罪过呢?  

这故事似乎在在说这对夫妻所犯的罪是他们没对上帝诚实；他们因私底下保留不让上帝知道的秘

密而有罪；要为自己保存一些是他们的罪。这是我们必须检讨的，因为这就是你想你已犯的罪。也因如

此，你深感愧疚，此愧疚感似乎导致你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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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慢慢的且彻底的来讨论此愧疚，使你能以正确理论看透此误信，而选择放弃你无需保存的

相信。  

首先，我们必须讨论什么是上帝? 我已告诉你上帝是生命，而生命是永恒的。既然能接受上帝为
永恒的，且给予生命，你也许没困难去接受这点。所以让我们继续扩展此思绪至下一步:  

上帝是生命， 

你是活生生的， 

因此生命必已在你之内。 

这意味着上帝也必在你之内。 

于此点，你也许感觉不能接受我的逻辑，而感觉被引诱抗拒我的论调。可是，还不要掉头。让我

们检查你为什么要挣脱，而且仔细的看你要离开的原因。  

上帝是在你之内。是这想法使你被诱惑去拒绝。因为你相信上帝是好的，而你有罪。因此，你决

定上帝不可能在你之内，你必定是与上帝分开的。如果上帝是生命，这是你能接受的，而你与上帝是分

开的，那么你必定与生命是分开的。如此即是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死亡似乎掌控着你的世界，因为你

相信罪过使得你与上帝分离。  

然而，你难道看不出这是另个完全无意义的圈套论调吗? 因为现在你的确是活着。现在，当你读

这些字时，你是活生生的。所以现在，你不可能与上帝是分开的。此时，上帝在你之内，你也在上帝之

内，完全没有分离。此瞬间你与上帝是完全相同的，而没有任何被隐藏或不符合同一性的。现在所有都

是完美的，因为所有都是属于上帝的。 

你必须做什么? 你应该赦免你的罪过。没有理由去隐藏它，因为它不必躲藏审判者。上帝是生

命，祂已将祂之礼送了你。你生活在那礼中。没犯罪，因为你生活着，只有那对犯罪的相信需要被治

愈。只有当你把愧疚带入光明中，发现你无被裁决时，这种有罪的相信才会被治愈。把相信有罪投掷于

光明中去判决无罪，因为上帝无见证任何罪的存在。  

所有写在新约上的都是象征性的。所有写在新约的，都是为了你的学习和好处。给我你的意愿，

使你能真正学到我来教你的一切。  

你是无罪的光之子。我来释放你得取自由，使你能在弟兄前赞颂着你的纯真。因为你的纯真也是

他们的纯洁。在你的无邪中，他们也将发现他们的无罪。  

当弟兄们在他们相信把关你进的监狱中找你时，他们将发现你不在那里。他们将会在你眼中看不

见对他们的谴责和批评。于你之内，他们将找到自己的纯净。藉由你，他们也因此而将被释放自由。  

这是你如何能知道自己的纯真，因为你必须先接受自己是纯真无罪，才能接受你弟兄的无罪。 

而且，你必须以接受他们的无邪，来教他们是无罪的。要知道你自己的无罪，你必须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信任我。 

甚至在你已了解经历到无罪之前，你必须信任我已判定你是无罪的。如果你不信任我，你将无能

把你的罪从它的隐藏处抖出来，你将仍继续相信你有罪，因而继续留滞在监狱中。  

所以我要求你越过那宣称你有罪的声音而来只信任我。你可以听见这两个声音。我要求你听我的

声音，因为，你倾听我，才能踏出黑暗进入光明，我将为你说话。由我对你说的和显示给你的，你能看

见自己的纯真无罪。 



新约圣经使徒行  

 
 

6 

 

 

因此我第一个要求只有这项，这是我唯一要你做的: 

信任我。倾听我的声音 

让我教你 

你的纯真就是你的真我。 

 
 
 
 

(6章)  
信任是解答一切你对信心的疑惑。当你继续跟随我走下去，且做我要你做的事，你将听见心智内

的疑惑。这些疑惑是由自我被诱惑要批评自己，也就是你仍想要运用自我意愿，那也就是你的自我(体

我)。没有理由去拒绝质疑。因为被引诱要拒绝质疑的也是源于自我，它告诉你有疑惑是罪，而你会因

有疑问而被批评。  

我告诉你，你做任何事皆无罪。我将听见你的疑问，而且回答它们。喜悦和有信心地把它们交给
我，知道它们会有答案的。给你的解答将为你指出所有真理，也就是爱的方向指南。 

不要怕我。我是你的解答。我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批评你。我将以知识填满你所需知晓的和已得

答复间的空隙。  

在你自己心智中，你将发现自我冲突和攻击。这是因为你的心智已经分裂。你已经决定要让自我

被治愈，但部分的心智尚未意愿此治愈的发生。你不必担心。不要让自己执着于心智斗争中。因为任何

斗争都会干扰到圣灵和痊愈。让心智内继续纷争下去，可是你不参与。和平宁静地看着它，深知不给它

力量和信念的纷争，不可能持续。因为只有提供动力的纷争，才会对你是有意义而且能造假成真。 

 

 

 
(7章)  

信任我就是要交给我一切。不信任我就是你要依照自我的方式做事。你有自由去如此做，我也祝

福你。可是，继续依照你的方式去做，就将继续失足犯错。信任我，就是学习和记得你的喜悦。  

我要求你的信任，我将一次一步的显示给你。如此显示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你的练习。如果我把整

个计划在一次显示出来，你将要快速前往终点，而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放轻松的信任我，知道你的终点是喜悦。在途中，以壮丽的探险精神，欣欢惊喜的充满期待。如

你能完全而且很快的将每一步都交给我，此途径则能是轻而易举的。你如果选择要和我搏斗争吵，此途

径则会似乎很困难。(哈哈。) 但知晓这点，我的孩子，我不与你争执。当你自我挣扎时，我钟爱地怀

抱着你。当你厌倦继续挣扎时，我仍是与你同在，准备好与你开始往前行。  

你与我一同走的道路，将有你学习的必要步骤。你也许不了解每步骤，因为它们似乎是你碰到的

情况。可是不要质疑各学习阶段。如果你迷失于各步骤时，要试着以你的办法解决它们，你则学不到该

学的练习，而无能在这道路上继续前行。  

虽然每个练习方式似乎可变换，所有的练习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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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那些在怂恿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的畏惧感，将你不要的虚幻意愿放在一边。信任
你的价值，且信任我而要求我的意愿。在我意愿中，你将认出你的真我意愿。 

由这些练习能合并融会似乎不同的意愿，成为向来即是如此的单一意愿。  

虽然你也许希望一个练习就已经足够来完成无可避免的整套练习，你可能需要不只一个练习，且

很可能需要很多次重复练习。这是因为你的心智已经分裂，尚未完全准备好来学习这些课程。所以每个

练习都是达至那结束所有练习的最后练习之垫脚石。欣赏你的旅程，理解其目的，而且庆幸你已经有的

进步。  

在这个练习的时刻，在心智中似乎有很多争斗喧闹。当斗争结束时，也是学习的结尾。那些似乎

是两种意愿之间的冲突，在刚开始时，有一种似乎好像是你的意愿，而另一个意愿好像是你无知的意

愿。最初，你也许甚至不知晓你在与什么争斗，但深知你在依据你自己的想法独立处理问题，结果是 

混乱和不称心。你不了解的是，你以自我的方式就是在与喜悦搏斗。若不用自己的方法，你将能发现 

喜悦早已在等候着你。  

沿循喜悦的途径，能来至你似乎不再坚持要完全以自己的方式。这是因为你意识到对喜悦的渴望

在召唤你，所以你开始认出你的意愿就是要把自我意愿撇在一边，也就是在停止搏斗纷争。  

你将有寻找、质疑、学习和放弃的时候，然后将会开始得到清晰的答案。这是欢欣庆祝的时刻，

因为你找到要依循服务之意愿。但你尚未学成，因为你的心智仍是分裂的，而那分裂部分将继续依恋它

的偶像，争取要单独用自我方式。  

要知晓存于你之内的憎恨和愤怒，但不必怕它们。在你心智中的抗拒将似乎因你任何动作而争

辩。可是记得下述，将会使你的旅途轻而易举:  

这心智中首先产生的抗拒似乎很强烈，但事实很虚弱的。任何似乎存在的力量都有一种在
很早以前就给的衰老力量，它可在短暂时间内似乎很凶猛，可是需要你的力量使它的凶悍
能持久。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点，记得不要把你的力量给它。由此记忆，它的凶悍必定会
消失。它的尾波航迹，只在继续被安宁取代。然后连这些波浪痕迹也将会消失。  

记得所有的事情在我视觉中都是完美的。我是俯瞰总管万事之圣灵。在似乎是你烦恼艰难时刻，

紧握着我，不要放手。我将带你超越所有而达至安宁和庆祝的时刻。从那瞬间，你将会被带至喜悦。这

是我给你的保证，你不须怀疑此保证。因为你的圣灵已允诺，祂的意愿和你的意愿是相同的。 

 

 

 
(8章)  

当你因为耶稣而被迫害诬告时，他要求你欣喜。他意指:  

我已经告诉你，心智内有个肆无忌惮的风暴，但那是一面性的，你似乎只在自我打击，你并无任

何打击对象。在你之内有凶猛、愤怒、悲伤以及畏惧酝酿造成似乎狂烈的暴风。但暴风并不是斗争，它

只是一场风暴。这风暴本身的增添力量有限。当你让暴风自己发展而不给它力量，它必会平息，而安宁

和光明自然会在你心智内占优势。  

当你因为耶稣而被迫害时，以下就是他意指的欣喜: 



新约圣经使徒行  

 
 

8 

我已告诉你，你心智兴起暴风时，不要畏惧它。畏惧增强它的力量。不要有内疚，
愧疚是它的肥料。反之，要庆幸!，知道暴风不可能持续，而且在它之后将有平静。  

要记得所做一切事之目的。当暴风仍似狂吼于心智内时，在其内也有意愿的存在。紧紧地跟随那

意愿，视其为灯塔般照耀着。让意愿的奇迹来引导你避开暴风，让你歇息在光明中，让光治愈你。  

学习的过程似乎是一种阶段性的。在此过程中，某人由倾听而学习，然后他教另一个人使他也能

倾听而学习。如此似乎能完成学习。这也似乎发生于你身上，但对圣灵而言，另外一件事情也正在发

生。  

我曾告诉你只有单一的上帝之子，而且我也已告诉你，圣灵对此独子已有单一计划。这是圣灵如

何来看万事。祂只见到相同单一的。这也是圣灵知晓的: 只有相同单一心智需要被唤醒。因此，圣灵运

作方式是藉由你来唤醒单一心智。  

当圣灵看此人世，祂看不见圣人和仍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祂完全没见到人类。祂也看不见人做对

或做错，祂完全看不见人类。  

自我则要将人们彼此离间，且批评他们。它用肉眼看见某人有一个目的，而某人有另一个目的。

而圣灵只看到同一目的，人世都似乎为祂所见到之单一目的而服务。  

所以当你看到此故事时1，你只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清醒的心智中散撒光明种子。如此你则能

与圣灵一起看着一切。  

当你与祂一同看时，你将开始理解你并没看见。因为当你看此世界，你并没有只见到单一心智。

你看见人们，你还被诱惑去批评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不能听信以自我方式所见到的。你根本看不

见真理。你必须听从圣灵，信任祂的方式。因为祂只看见真理，而且与你一同在单一心智内分享真理之

光明。  

有意愿吧，把自我之眼弃置于一边，然后完全依靠着祂。有意愿让祂引导你去该去之处，对谁说

话和说该说的。完全信任祂要你去做的，而不批评自我是好是坏，或是对是错。只做祂叫你做的，离开

一处，然后依照祂引导去他处。 

 

 

 
(9章)  

召唤必会在适当的时机来至每个心智。这是爱的计划。这是光明的延伸。这是圣灵让所有人认知

祂的旨意，所以必将是如此。当呼唤某人时，那人自然能认出是对他的召唤。直到那时刻来到之前，要

继续爱护你的弟兄，知道那召唤会来到，而且知道那弟兄和你有相同之目的。  

每人在响应召唤后，需要一个休息静止期间。在这段时间，听召唤者将不会被人事欺骗。他可能

似乎要与他人隔离来庇护自己。但此分开目的是在结合。因为你的弟兄是在以理解他未曾真看见的来作

准备以不同眼光看一切。  

 

1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

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 8,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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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人必须要经历的学习期间。这段时间是在审视心智内的思维，理解它们只不过是存于心

智的想法。那些与上帝思维不同的思想，不可能有永恒的力量，当你决定不要那些思想时，则可将它们

无保留地放弃。 

所有弟兄都是在圣灵的单一治愈计划中共事，圣灵没看到许多弟兄，祂只看见单一上帝之子。这

就是在我指挥之下的单一乐曲。这首是在人间演奏的天堂之曲。这是一首原谅之曲，那些似乎分离者都

会来加入合唱。你所唱的也是你弟兄们所唱的曲子。虽然你也许无能如圣灵般听到那首曲，要信任那是

如此演奏合唱的。回应你的召唤，信任你的弟兄也将回应其召唤。  

有一件你必须知道而且永远记得的就是: 过去未曾存在。 

现在，圣灵正在治愈上帝之子。所有似乎是过去的，在祂眼中完全是虚无的。它毫无意义和目

的。只有现在对圣灵是有意义和目的。  

张开你的慧眼来看圣灵的计划。张开你的慧眼接受现在之礼。 

俗话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运作。因为自我看不见或无能知晓圣灵的方式。如果你用分歧视觉来看

圣灵计划，你将无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欢迎无分离的思想，你就能看到祂的计划正在完美的运作着。万

事皆在为上帝共同合作，因为上帝即是所有一切。所有借着圣灵之眼所见到的，就是在为上帝做事，且

属于上帝。  

圣灵的方式是奇迹的。它们似乎毫无歧视，而且完全是为了治愈而完美的运作。紧握着你的信

念，相信祂的方式。藉由这信念，你会认知极度的喜悦和奖赏。 

圣灵的方式是重生或清醒的方式，因为那些熟睡者将会因祂的接触而被唤醒。凡熟睡者皆是纯洁

的睡着，他们所做的梦都不重要。当他们听见祂召唤而醒来时，那些梦境即刻消失。  

这就是圣灵的方案。现在于人世中圣灵计划已经在运作了，所发生的都是祂的计划部分，因为所

有发生的，皆能由祂的计划来唤醒熟睡的上帝之子。  

所有在梦中发生的完全不重要，视其为爱之计划部分，因为它唯一目的和用处是使你能够从畏惧

的梦中苏醒。 

 

 

 
(10章)  

如你有意愿接受，圣灵将会在你没期待时给你引导。因为你不知道祂在何时以什么方式显现引

导，你有一致性的意愿将会很有帮助。你不需要供奉你的意愿给上帝来使你能得到祂的恩宠。因为，在

你被祂创建时和诞生之际，你已是祂宠爱的。可是你所提供的意愿，能让你做好准备来听见已经给你的
讯息。因为如果尚未有完全意愿去听，圣灵的引导讯息不可能由你选择就传进你耳中。  

要以各种你所知晓的方式来练习有意愿。当你完全有意愿去听上帝所说的话，祂的召唤将会来

到。  

上帝传送给你的引导只有单一目的，就是要引导你离开这世界的幻觉，回归于你所属的上帝。这

是你似乎接到引导之唯一目的。来自上帝之引导不可能有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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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幻象的人世，你将会自编造成为你相信的人物，这个体我完全是幻觉，它不是你的真我。然

而，你却相信且认同那非真实的自我。  

既然上帝在创建你的真我时，保证你有自由，你能自由去相信假冒的自我。但当你一旦理解且渴

望回复真我时，你必须被引导由你所想象的体我回复到真我。这些引导总是会在你所处的观点来帮助

你，可是这引导并非都是你期待的。因为如果上帝总是在实现你所期待的，而你所期待的是基于你所误

信的人物，祂则只是教你继续去认同是身体的自我，这绝对非上帝要给你的练习。  

祂藉由派遣之圣灵-上帝捎信者进入你的梦中。捎信者知道你相信你是谁，而会在你的梦中与你

所相信的自我会面和沟通。可是这位圣灵只有单一意图和目标，祂以引导来唤醒你，离开你错误认同的

自我，而开始回忆起你的真我。这是神圣目的，祂感激地来，感谢与你在梦中会面，也感谢带你回家。

因为祂所看见的都是真理，因此感激一切，没有任何不是祂不感激的。  

每一位弟兄都是与你相同的，每一位弟兄也都有圣灵的声音在引导他，就如同你有圣灵之声引导

你。听此声音，祂在你之内；也让你的弟兄听在他之内的圣灵声音。没有领导者或跟随者。只有单一声

音引导着每人从他所幻想的自我复原至祂创建之真我。  

每位弟兄都是与你相同，因此在他心智中也都已经给了那唯一目标(就是要离开幻想的世界，回

归上帝。) 那似乎存在的两个目的，实际只有单一目标。有个古早目标只存在瞬间。在那旧目标被编制

的剎那，另一目标已被摆放在它旁来更正它。在那瞬间，更正也已经被接受而变成了唯一的目标。那旧

目标似仍存有些残余，但在瞬间，也完全消失了。 

记得我曾告诉你过去并没存在。现在此刻并没含有过去，但只有对过去的记忆。那记忆只是种过

去，并非现在。 

圣灵是现在之目的，祂单一目的是在联合那曾似有差异但现已非存有的旧目标。 

非常重要你能接受此点，所以让我们一起审视，使你能够了解。我曾已经为你解释过，你可能有

与上帝分离要成为不同个体之意图。因此，导致你相信自我从上帝那偷走了真我。  

最初只有上帝的存在。事实从来没有开始。上帝在今天也是唯一的存在。可是于祂的存在中突发

渴望要去寻求与其所知晓的自由不同的存在。当然，还有什么能是与自由不同的? 当自由即是自由，如

同你是自由，除了幻想的自由之外，还能有什么能不同的呢?  

从你的自由状态，借着自由的表达，你编造出反自由。这是你所表达的。因为你是自由的。你所

经历的弟兄们，也同样是那自由的表现。  

因为唯一给你的是自由，你是自由。然而，所表达的已经被编织成非自由的自我个体。因此所表

现出来的似乎是缺乏自由。你也因此成为那缺乏自由的表态。 

当自由就是你，所经历的缺乏就是你自由表现的。可是你完全忘了这一点。因为，当你选择经历

你现在所经历的非自由时，你选择要忘记那是你自己作的抉择。  

圣灵是你知晓真我经验之记忆，那就是记得现在是自由，就是真我。你的真渴望是只是要自由，

而你已经接受那真理。所以自由之目标，也是圣灵之目标，那是现在唯一之目的。  

在你之内有真目标。在你之内就是圣灵。但要记住你选择忘记真目标，你必须追随那目标而回复

真我。这就是在选择放弃寻找错误意图，而联合一同回到真目标之途径，也就是现在的唯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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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你意愿的故事。因为你是纯自由的表现。除非你有完全意愿去接受，什么都不能给

你。因为，如果强迫要给你你没意愿接受的，那你就是没自由。  

所以你要继续培育照料你的意愿，如此你或许能要求真正渴望的自由。那也就是记得你是自由的

真我。  

此世界的故事是自由的表达。在故事中必须能了解所表达的都是自由的意愿。因此你有自由，你

的真我就是自由。接受此真理，且与存在你之内的圣灵联合。祂将藉由你的意愿回忆起你就是自由的真

我 。 
 

 

(11章)  

圣灵之语都是决定性的，在这人世是有权威性的。祂之话在此世界是种似乎没权威的唯一权威，

由此权威而给予力量。  

圣灵权威并不是一种强迫性的，因为没有任何权力能强迫上帝之子。由意愿邀请进入内心，他才

能欣然接受圣灵权威。 

凡知晓此内在权威者认同且欢迎真我。不知道真权威者，会自编权威而反被它困惑。圣灵之语都

是决定性的。祂之话语是真权威以及真欢迎。当能认知祂之语时，祂将被欢迎。其他所有虚假权威必定

被丢弃。 

圣灵权威于你的心智充满极度喜悦，将引导你去做「主之工作。」此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也就

是意指非源于任何假想的权威。真权力是直接源于精神灵性，因你的内在充满喜悦和权威，而知晓其存

在。 

圣灵在你之内，因为你已经接受祂存在那儿。祂和平地静待着你有天邀请祂前来藉由你而发挥其

权威。这就是你将随从且将成为的权威，使你能由祂之话语引导，而成为你的意识。 
 

 

 

 

(12章)  

世界的权威都是一种困惑和虚假，完全非权威性。然而，因为你编造此非权威，但称它是有权

威，你将自我关进你自制的监狱中。你是自我编织造成的受害者，完全忘记这全是自己选择发明的，所

以也可以选择去撤销错误。  

这就是为什么你有圣灵，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已保存于你心智中。圣灵是你不接受假象为真的那部

分。圣灵是你那部分知晓自由而绝不舍弃交出你的自由。在你心智另部分选择要经历妄想迷惑时，圣灵

是你的那心智部分保持理性而且专注于真实。这必也意指当你在幻境中玩腻时，圣灵是那带领你回到真

理途径之心智部分。  

你并没有被你的圣灵旨意用锁链拴住，你是钟爱着真我之心灵，但也允许自我逗留在梦境中， 

直到你准备好要清醒而离开梦境。圣灵静待着你自己做此决定，然后祂会踏出一步来显示你的自由。祂

领导你超越你相信是障碍，然后显示给你那些阻碍只是虚幻。  

当你从真理曙光中清醒且记得事实，天堂将一起欢庆。并不是你曾迷失，而是你从未迷途，而现

在又再认同了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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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圣灵是你的，也就是存于你之内的真我。所以，是你内在真我导引你从自我制造的监牢到原

本就是自由的你。除了从内心之外，不要在任何地方寻找。在你的心中寻找所要的，要求祂领导你去自

由之处。然后，服从祂要你去之处，做祂指令你做之事，不要找其他方式来释放自己。因为，是你的圣

灵为你记得你的自由，所以祂将引导你回到自由。  

这世界是恐惧之地，因为它是畏惧的地方。畏惧的地方必定是可怕的，可怕的地方必定充满攻击

和防卫。可是防卫攻击并不能解除畏惧。防卫和攻击只是诞生于畏惧中的一种反应，会延伸扩张它自

己。畏惧不可能是解决办法。畏惧笼罩着畏惧，孕育死亡，这就是畏惧的诞生。  

踏出此畏惧的循环，选择跟随我。我将领导你从你的监狱至你自由的真理和你喜悦地认同。 

 
 

(13章)  

当你不理会这世界的畏惧和渴望时，我将召唤你来跟随我一起上此途径。我曾告诉你这似乎是一

个很特殊的途径，我也曾说过这途径将是一步一步地显示给你。而且我已经表明，这条道路是藉由你自

己的意愿要和我在这条路同行才出现的。所以当你的召唤来临而且似乎开始引导你往你无知的方向前进

时，要喜悦和庆祝! 知晓你已经被引导走上一条陌生无知，但是你真心渴望和有意愿之途。  

当你开始与我同行时，畏惧仍会存在你的心智中，因为那你已习惯要有自己的意愿尚未能完全离

开你。预期在这条与我同行之途上会有质疑和面临挑战。期待你会要有另外特殊意愿来求取控制和掌

握。期待你会看到攻击和畏惧，而且准备还会有困惑的思想和怀疑的时刻。然后，记得你真正渴望的是

什么，因为你是自由的，你真渴望的将必是你的引导之光。记得你的自由，且高举那导引之光。所有的

黑暗必会退缩一旁让你通过。因为没有任何能阻碍上帝之子的真意愿和渴望。  

以真意愿和信任作为你的引导之光和火炬，你将被引导至所有最能帮助你的人们和情况。刚开始

你也许不知道为什么被引导至那儿，可是有信心和耐心地等候者，原因将会变得清晰。  

上帝之方式总是会在恰当时刻依据圣灵的计划而澄清。上帝之道也就是你的真渴求，因此是和平

和独一无二的旨意。  

上帝之方式和圣灵的计划必会在你眼前展开。当上帝旨意也是某人的意愿时，谁有力量阻止那旨

意? 

凡接受上帝旨意者将扮演某个角色来呈现圣灵的计划。真理不可能被阻碍，真理就是你的自由，

且会引导你去记得自由。已给你与你同在此途的每位弟兄，帮助你记得你的真理。万事皆是在为上帝而

分工合作，因为万事只有一个意旨。 

耶稣是个象征，代表你往真理之道。所有发生于耶稣的，以其方式也将发生于你。所以你想要学

习的将会给你，因为你要求它们给予你。如此发生将使你学到你向来就是真我，所有其他的只是你选择

要做的梦。凡你要求的，都会给你，因为万事都是在为上帝分工合作的。  

完全没有分离存在。孤独是一种虚幻。不同的意愿和渴望都是虚幻。任何似乎是隔离的和有冲突

的都是虚幻的形态假象。万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万事都是为上帝而共同作的。无不同之目的存在，但似

乎有不同方式来理解此目的。而即使这点，也是种假象。   



新约圣经使徒行  

 
 

13 

当你看人世而见到冲突时，你是在藉由虚幻之眼来看。在此时，你已经选择了假象。但是你只是

在看虚幻，而不了解虚幻是非真实的。所有虚幻都是自由的表达，冲突并非自由。藉由另一层的虚幻，

你才能看见已选择要经验的冲突。要看虚幻为自由的表达，就是看见虚幻的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庆祝你在梦中愿意邀请祂与你相会。圣灵颂扬而且感激你的真我，真我就是你

的自由。 

 

 

 
(14章)  

你的心智是分裂的。我们已曾谈过这一点。当你决定于此途径跟随我后，分裂的心智将似乎仍继

续。不要让分裂使你苦恼，但不要忘了你的分裂心智。你必已注意到那非与我一致的心智部分，要供给

你似乎有魅力和有用处的构想，而且要再继续回复控制和掌权。记得你不是那心智部分，你已经决定与

我同行。提醒自己你真要的是什么，然后将穿梭于心智的诱惑取回。稳固地紧握着你的真渴求，才能让

你坚决地在此途径跟随我。 

许多人将来至你，看到在你内之光。他们会很渴望此光，而且强烈的要寻找那光。可是他们会迷

惑，相信那光芒是在他们之外的你。虽然他们不了解你的解释，这是你绝不能与他们共同有困惑。爱护

和帮助他们，但不要与他们联合一起崇拜你自己。只有体我会比较崇拜某人而不崇拜另一位。圣灵平等

的敬重万事。  

爱你的弟兄且也让他们爱你。可是记得圣灵并不是不同的事件和情况之神明。祂是唯一上帝的差

使，你和你的弟兄们也与上帝联合为同一性的。  

你是上帝用来做事的管道，就如同你也是体我用来监视和操作的管道。这世界的幻觉是一种自由

的表达。没有能比认知所有都如同上帝般更好的自由表达。  

你是自由的表达，因此你被赋予选择权，能选择去看所选择看见的幻象。与自我一起选，你就会

失去你所知晓的自由；选择与圣灵一起选，你将会知道自由存在于你所见到的一切。 

 

 

 
(15章)  

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多变且杂乱无章的。即使这梦中，上帝之子很难忍受存在于无秩序的混乱中。

所以有些律法给了他来管理掌控自己，一直到他能接受内在指导影响的来临时刻为止。  

当你打开自己来接受圣灵的引导，而且自己有意愿被祂引导，这也是把掌管你的法律和规则放在

一边的时刻。  

不要误会以上的陈述。这并不代表如果你接受上帝，就不会被有混乱。这意指你应该去做你已开

始做的。你将会被内在非杂乱，只是爱之圣灵引导。  

内在圣灵将依据爱之律法引导，但那不是你曾知道的法律。你向来都遵循那些意图在保护你安全

且避开混乱之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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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法不知晓保护或混乱，只知晓真理，将引导人从相信有混乱的可能至不可能有混乱的真理。  

你完全无知爱之法，所以你不能判断那些律法可能是什么。当你与我在这途径同行时，你无能批

评给你控制掌管行动的律法。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不要自己评估你应该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因为你真

的完全不知道。对你是正确的也许对其他人是错误的，所以你也不能批评你的弟兄。唯一能做的是听从

我的话语，相信所有给你去做的，对你而言都是正确的；所有给你弟兄去做的，对他也都是正确的。  

遵循你自己的引导，而不批评给他人的引导。 

全心充满喜悦和确认者，将欢迎圣灵的引导，因为此心知晓引导是对的。不要信任你自想的心

智，它会考虑、评估和衡量去避开混乱，且渴望去避免所有可能遭遇的痛苦。这些就是畏惧的思维，只

会帮忙带给你更多恐惧。  

用心灵来评估就是不作批评，只注意隐约存在的不评论之喜悦。这是知识之道。这是找到你应该

跟随地途径。 

凡跟随圣灵领导者，将会认同真我，因为他将知道自己的权威。他将不去寻找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途径，但是他将会问。他将不会评定他该做什么或如何做；适时他自然将知晓。关于某件事该怎么做，
他不会与弟兄争吵辩论，而将会把所有事情都让圣灵去处理，信任祂之方式和爱，也都是属于弟兄的。 

 

 

 
(16章)  

这是个充满法律规则的世界。我曾告诉你不要让自己受这些律法控制，而接受我的权威，把自我

交给我。我将会引导你遵循爱之法，从这世界去理解爱之真谛。  

当我领导你与我沿着此途径前行，我将教你在这个梦境中什么是有理性该做的和什么是不该做

的。信任我引导你航行于似乎是世界的法规中。信任我的一切决定和判断。将一切都交给我，我真的会

引导你。  

如你能让我掌管一切，万事你都不需花心思或考虑，我将会引导你。我会引导你去知道什么该做

而且什么不该做。所以，唯一只需要你做的是，当我要求你做的时候，你有意愿去做，而且欢喜的经历

你所表达的自由。  

当你跟随我的引导时，你将会发觉你在上帝之心中受到欢迎。你总是被上帝欢迎的，但只因为你 

的无知。你闭眼不去看你的价值。在跟随我时，你将会开眼看到你的价值，也会了解你是被挚爱和欣然

接受的。  

当你知晓上帝欢迎你，你将也会欢迎祂。因为爱不可能拒绝对祂要求爱。你知晓你父答应你

「好」，你也应该以「好」响应你之父。  

你在弟兄所见到的欢迎和在上帝内见到的欢迎是相同的，那也是你给弟兄和给上帝的欢迎。你和

你的弟兄并没有差异，而且你对弟兄的感觉和对上帝的感觉也无差别。 

你将发现弟兄内的憎恨，你也发现你对他的愤恨。这是因为你对上帝有憎恨，因此你现在无能完

全接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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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产生于畏惧，畏惧来自愧疚，而愧疚是相信你不值得父亲之爱。因为你相信你的无价值，你

相信祂也评估你为无价值。因此你不欢迎你之父，因为你不期待祂欢迎你。  

这就是你所处的监牢。这就是根据你幻想的自我心智所制造的相信和期待之监狱。  

我来此显示你另一种观点。我愿意在你自制的牢狱内见面，显示你即使在那监牢里，你也是自由

的。我愿意与你同行，导引你走出监狱，使你能够知晓你父之爱。当在你自关的监狱中看到父亲给你之

欢迎，你将会看到祂无条件在你所幻想的万事中欣然接受你。  

知晓你的父亲之欢迎，将会使你自由。因为你无能再继续假装自己不受欢迎，你不可能再继续坚

持渴望不去欢迎祂。知晓你父亲的欢迎就是被欢迎，而被欢迎就是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与我同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在所有万事都信任我。你不知道你已经

是自由的，所以你相信自己被关在监牢中。我看到你是自由的，因为我知道你的父亲之欢迎。来吧! 我

将显示你之父对你的欢迎，然后你就会因为知晓你已是自由而欢庆。 

 
 

(17章)  

当决定与我同行时，你并不是在偏袒支持我这边。用自我眼光来看，会看见偏袒。也就是在看着

一些人有某种目的，而其他人有另外一种目的，而且你似乎必须选择要袒护一边。看到有分派的就是在

选择一边来对抗另一边，也就是看到纷歧和参与分派活动。在那儿，你将找不到我，因为我不存于分派

的感知中。  

只有独一无二之目的，所以只能有一边的存在。所有人都与我以此目的而同行。选择了我，你就

不需要偏袒任何一边。你选择去看没边的存在。你选择去蓄意的在这世界以唯一目的与我同。  

圣灵和自我的观点不同。这并不是分岐，因为一个观点是真理，而另一个是假的。这并非在说圣

灵是正确，而自我是错误，因为这在影射自我是一边，且可以被评判。圣灵的观点基于真理，给幻象真

解释。而自我只是幻想的观点，完全无真理基础。  

凡幻想的都不存在，所以不可能是真的。凡自我见到的全是幻相，完全不了解事实。然而，即使

在这幻相中，它也能在事实律法内毫不知情的运作着。  

因此，只有一边是真理，也只有一边是真存在的。万事都是为在上帝而合作。这是圣灵的视野， 

也是真理的视野。  

我此时此地为你详细说明圣灵和上帝之观点如下:  

你是上帝之子，你总是上帝之子，且总是上帝的唯一独子，因为那就是你如此被创造的。  

在创建你时，上帝给了你一切。祂延伸扩展自己所有的，然后称所延伸的为你。那所创建的你也
就是我。所以我和你之间并无差异。为你也就是为我。这就是你的真我，总是永远如被上帝创建时ㄧ

般。  

你和我并无不同，所以在事实中这些字语是完全无意义的。只是现在于你仍感知的自我与真我不

同之梦中，我的话还有用处。 

你是子。我是父。你是我存在的延伸。在延伸中，你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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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点差异，但是完全不能称为差别。你与我不一样，因为你并没创造你的真我。是我创

造你。而所创造的你就如同初创时一般，也就是完全的真我。 

 

 

 
(18章)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将信心寄托于我。你已经忘记你是真我，且你也就是我。但我没忘记，完

全记得我们。信任我将引导你记得你的真我和记得你之真父。  

听着我，而且真正好好的听我现在要告诉你极端重要的:  

凡你想是真的，对我来说都是假的。我知道这是真理。因此，  

我将要求你放弃你想是真的任何事，然后完全将信念交给我。 

虽然这对你来说似乎很困难，我的要求很简单。当我说: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所以你不知道该

做什么。」时，我是在要求你信任我。  

知道你是真我的喜悦，你必定也会知道该做什么。跟随我而不要信奉自我所想的，你将会学到 

你的真我，而且你该做什么。然后你将会知晓做事的喜悦。  

抛弃自我的想法、理由和一切自定律法准则。信任我。我将领导你理解和真见。  

去上帝之道是很清晰的，因为那是唯一无分歧之道。此道将引导那位似为许多部分组成者，能够

记得他是单一无分裂的。  

不要因为你被要求去做的步骤和那些似乎是他人要做的事而焦虑。对这些步骤有焦虑就是相信分

岐。信任你的圣灵以及祂唯一的计划。知晓万事真的都是在为上帝共同合作。让上帝在要它们展开时，

来呈现出各步骤。由认同你的圣灵来知晓你的工作任务。  

你将依据你之意愿被引导去你的工作岗位。跟随你的意愿去那儿，你将会找到真我之奖赏。 

 

 

 
(19章)  

与我同行的途径似乎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寻找。这是要开始信任圣灵的时候。因为此时

你不知道如何寻找和在何处找祂。在这个阶段，祂只要求来帮助你。这是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这是你

有意愿的开端。此时需要很坚强的信心，因为在这时候，你可能似乎没有多少圣灵存在的证据，但仍要

继续而且有信心祂是存在的。  

我感激你在这阶段与我一同踏入此途径。虽然你也许尚未知道，要知晓我是与你同在，且引导着

你。这并非偶然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为上帝共同做事。  

在途径的开始，似乎有需研读、思考和质疑的时刻。可是在你的心智内，将会有更多的情况发

生。你将开始让我解开松弛你向来断然坚持的思维。能松懈这些误信是非常重要的，这使你能够展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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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阶段来放弃你的思想。因此，不要因为这第一阶段似乎花费很多时间而沮丧。这个阶段对完整过程

而言是很重要的。  

在整个程序中，对我和内在引导有信念会很有帮助。跟随着内在激励和提示，研读某书籍或去某

教师，但不需要觉得你须读全部或求教所有老师。不要以为他们会有答案。答案都来自于你的内在。当

你愿意松动在你心智中的老旧重复思维，书籍和老师们也许出现于你眼前，且似乎能够帮助你。这是他

们来帮助你的角色，他们也感激能够帮助你，可是不要从他们那儿期待更多。  

当你在寻找我而不知去哪儿找我时，你可能被自己无价值的意识误导。不配和无价值将会骗你，

其他人都有你没有的。这也许会诱惑你去接受原本不接受的。  

不要被你是不配的声音愚弄。没有人会有你没有的。因为每人都是相同的。  

所以当你读或听那些出现于你途径的教学，也要从内在去感觉它们在说什么。如果是你该读和听

的，我将从你的内心告诉你去接受。你就会知道那是为你的，因为我已经如此告诉你了。如果你没感觉

到内在的认可去接受专注你所读的或听的，你可以弃置它们，因为那可能不是为你的，或是现在要给你

的讯息。  

不要犯错而批评现在不是为你的讯息或老师。因为他们可能是对其他的人是完美恰好，也可能是

在他们发展过程中最完美的。信任我，记住万事都是在为上帝合作共事。然后去你该去之处，接受从内

心的引导，知晓导引皆源自于内在。信任真我，如此你也信任我。 

在你内有一种有意识的论据和另一完全无知的推理。当你决定要听那两种似乎是属于你，但截然

不同的理论，好像很错乱。因此，我教你体我论调的特征，也会教你圣灵正确论点的特质。这点将能帮

助你在心智中认出这两种理由。然后你才可能选择一种，而遣散另一种为无意义的。 

体我用的理由总是基于渴望保护自私的意愿。它看到一个「我」和「他们」，而且只想要以践踏

其他人的利益来保护私自利益。它可能要加入一个集团来保护那团体利益，可是总会相信它必须保护一

种而攻击另一种。  

因此，自我的理论总是见到差异分离，而且期待攻击。以一种或是另一种型态，它都预期被从自

己之外的某人或某事打击。自我绝不期待爱或接受，因为它视自己除了配被攻击之外，什么都不配。  

因为体我期待被攻击，而且想保护自己，防卫它所感知到的威胁，所以它必须自卫。这些自卫能

以各种型态显现，可是总是基于潜在的渴望要保护自己不受攻击。  

体我可能从事先发制人的攻击策略，或进行有计划的造谣中伤。他可能会规避或采取巧妙地操纵

动作。它以被害者身分来哭号恳求，希望能赢得外在的支持。它也可能用计谋打败敌方，或提升自己至

假造的崇高地位。自我会利用许多防卫，包括拒绝承认、沮丧和痛苦，这些都是在设计保护自我意愿来

对抗它想象和感知中的外来攻击。  

体我预期打击，因为它相信是应该受打击。体我很畏惧，视自己一文不值，相信自己有罪。这也

都是它的特征。这都是被畏惧、愧疚和一文不值感怂恿激发的，所以它完全基于那些无意识的相信，而

自我辩护所采取的行动。体我很少会意识到它所相信的，虽然它所相信的似乎已产生反应和所作所为。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慢下脚步，问自己为什么。在匆促的奔向似乎直觉是正确和自然动作或反应前，
你必须先安静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要有此反应和行动。你必须继续不断地问为什么，直到你能了解所有行
动和反应的性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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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我的性质就是基于畏惧、愧疚和无价值感，只企图防卫自我不受打击。你如果找到这些是你的

论证，你就知道自己是基于个人和私自意愿。如此，你可以开始有意识的作选择，且知道你要做这抉

择。你不需为你的选择而有罪恶感。因为上帝之子能自由选择他选择成为的。 

圣灵正确论点之特征与体我的论调特征完全不同。如果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或任何人开始要反

应或要采取行动之前，花些时间寻找为什么，你将会知道你相信的原因基础，你也将知道要选择哪种的
意愿。  

圣灵是爱，但你不熟悉爱，这也许并不是你能够知晓而且跟随的。因此，我告诉你爱的特征是:

和平、接受、喜悦、认可或记得真我；而总是有单一无二之目的。  

在圣灵目的中，你将找不到分派隔离。从要防卫的渴望中，你也找不到正确理由；正确理由来自

于信任之意愿。祂不会来自于畏惧，而是来自于爱和信念之计划的运作中。正确理由只渴望要为万事的

最高利益，看不见分歧且找不到愧疚。祂信任你的价值，而且你所信托的手掌。正确理由有意愿「顺其

自然，一切让上帝接手。」 

当你跟随着圣灵之理由时你会有意识，因为你的行动并不在争取你预期的结果。那是在此瞬间的

一种完全信赖托付的行动，其他的一切则交给上帝。 

 

 

 
 

(20章)  

在松动原本固执的己见之后，你则已进入途径的第二个阶段。在这阶段有许多方面和第一阶段相

同，因为在心智中仍旧有些需要被解开松弛的思维。但因早先已有松动，在第二阶段中，能让你舍弃不

要保留的思维。  

在你之内存有光。所以当你开始注视着那些松动且被弃置的思维时，你不必害怕。你内有另个声

音将告诉你，看着动摇被丢弃的思维是死亡。可是注意那思维并非死亡。  

在你的心智中存着由长时间所编织出厚重密集的相信罗网。我曾告诉你这些相信是如何产生的: 

你将所相信和批评的，重复继续应用为有意义的，而已经在你的心智中造成了所见到的世界幻象。你在

这世界内昏睡着! 所以，放弃这些幻象才是清醒。  

在这个途径的阶段，对我有信心将会帮助你。你将受到强烈的引诱去离开不要听所有我已经教你

的。  

我来帮助你，让我解释诱惑的来源，使你不会被它欺骗愚弄。  

引诱将似乎源自于你的外在，它们可能似乎来自于这世界的「事实」感，可是这「事实」性只是

幻影烟幕，会覆盖你的心智。凡从心智感觉的压迫，就是要引诱你继续执着你的自我心智。  

这个世界全是渴望自我意愿的反射倒影。这就是为什么似乎充满坚持他们的自我意愿之体我个人

们。这世界完全就是如要制造的反影，但那只不过是基于心智中相信的幻象所产生的幻象倒影。 

如果看这世界而且相信它是真的，你就是接受强化心智中的幻想。你要丢弃幻想，就是要舍弃这

世界。舍弃和增强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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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诱惑来源是: 

在你的心智中有部分是有意愿与上帝旨意相同，而另一部分意愿则不要上帝旨意。那部分就是自

我意愿的声音。那声音不放弃自我，那声音爱恋这世界，因为人世反映出他所希求的。那声音宣称这个

世界是真的。所以那声音是所有引诱的来源。  

你看着这世界的一切，将它们看成似乎是真实的，它们也将引诱你去坚持此种相信。可是这世界 

是不同自我意愿的倒影。要听从这世界就是要继续认可幻觉是真的。  

你对我的信心必须超越你在这世界所见、所听和所经历的一切，这就是把真意愿摆在幻觉之上。

诱惑是对假相的诱惑，要抗拒此诱惑就是渴求真理。 

自我意愿似乎拼命地要争取它的幻觉，因为幻觉就是那幻想意愿之家。但不要被它所报告的曲解

玩弄。幻觉非真理，而你不要那种意愿。  

谨慎的观察你的心智，特别留神幻觉的存在。不要被这世界欺骗，能忽视你在这世界所见、所听

和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舍弃你的幻想思念。而舍弃虚假思维，就是从幻觉的束缚中释放。这才是你真要

的，因为只有真理是真的，而你所寻求的就是真理。  

当你松开幻想的锁链时，不要害怕会变孤独，不要害怕你将会一无所有。因为上帝之光是你唯一

拥有的，而幻觉并不是你要的。在放弃幻觉后，你只弃置那些非真实的。非真实的并不会造成丧失。由

释放幻象，你给自己的则全部是真理和真我。 

直到你不再需要我之前，我会与你同在，引导和保守你。我是你的圣灵，是你的教师，是你所钟

爱的，也是你的向导。我是你的一切，因为我是你与真理的衔接。  

当你在苦难中和受诱惑时，向我求助。我将不会让你失望。我将接受你的意愿之礼，而且给你所

有你要求的。我是你的支持者，而你是被扶持支撑着，我们共同将能够松开需要被消除的一切。 

 

 

 
(21章)  

我们曾讨论过你的理由在与我同行的途径中很重要。这是一个很直接地道路，但是有许多迂回绕

道。所有的迂回等于耽搁。查问你的理由将会帮助你减少耽搁。  

每当被激发想要去做任何事情时，查问它是一种诱惑还是灵感。诱惑来自于体我，来自于畏惧， 

是渴求自我意愿。而圣灵藉由你的意愿去要听从祂，而给你灵感提示。  

圣灵之意愿是治愈。祂在这世界中没有其他的意愿或目的。当你联合祂之目的，你的唯一目的也
是治愈，无其他的目的能使你分心耽搁。  

信任圣灵和祂之目的。祂所供给你的都是你要求的。这是领导你去听从祂的真意愿。这是知晓你

之道路的真意愿。你听从和跟随祂。你的真意愿是欢欣鼓舞之道。 

我将藉由恰当的理由领导你在这世界中做事。凡是我要你做的事，都是在为上帝之子，而不是为

了这世界。  



新约圣经使徒行  

 
 

20 

我将要求你去做那些似乎在这世界中合理可行且符合人世律法和理论的事。当我要求你做这些事

时，去做它，而且相信这是在以爱治愈一切。  

我也会要求你去做那些非与人世律法和论调符合的事。当我要求你做那些事的时候，也去做，信

任那也是为了以爱去治愈一切。 

现在让我们讨论什么是你必须做的事。因为你在这世界的所有行为活动只是为了治愈心智之目
的。你的行动并不是你的目标。而只是一种表达于外的方法。达至目标之方法是听从在心智中圣灵的声

音。  

我们曾说过许多次，你所知道的心智是分裂的。此似有的裂痕是在分割虚假和真理。但分离真实

和虚假的并非分裂。非真的怎么能够使完整无分裂和真实的真理产生分裂呢?  

但在你无分裂的心智中，有分裂的幻象，而必须将幻象带进真理中被治愈。如要使痊愈发生，你

必须做一件事:你必须要有意愿去经历虚幻，然后把它交给真理。在交给真理之后，虚幻不能停留，因

为它完全丧失存在的根基。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有意愿留神注意心智中的思维，而不能怕它们。因为怕它们就是把它们当

真。你选择把它们当真之后，你则被虚幻思维监禁而无能逃脱。  

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自我意愿就是对人世的贪恋渴求。如此，你才不会想要有这意愿。不要把

世界当真而渴求它，让它在你心智中变成毫无目的。  

否认这世界之目的，你就选择了与我有共同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治愈那完整不可能被分

裂之单一无二的意愿。 

选择虚假或真理是给你的唯一选择。选择虚假就是在否定真理，而耽搁认知原本就是的真理。  

在你选择信念和治愈的正确理由时，让安宁降临至你。 
(22章)  

在与我同行途径的第三个阶段，是引导或服务的阶段。此时合并融会将会发生。经由你的意愿，

我将愿意藉由你来运作我的意愿。  

在这阶段之前，两件事必须先发生:你将继续松弛和放弃自我思维。因为松弛和放弃是治愈的途

径。直到你知道已经完全被治愈前，必须继续松解思念且放弃它们。 

当达至第三阶段时，你已经完成足够的松弛和清除，使你能有意愿去真见。你将接受所有视域，

而且全部交托给我。这就是有意愿把自我意愿弃置于一旁。 

在与我同行的第三阶段中，你将会知晓我的存在，因为你的信念将会对我张开你的双眼。你将会

知晓你在被引导且被照护着。你将继续会把更多托付给我。 

这就是我们意愿之并合如何发生的。并合藉由你有意愿托付给我。当你看见屈服于和平安宁的证

据时，你将会更愿意托付更多给我。  

当你放弃自我意愿，视其为无意义且也不再渴望它时，那来替换填补空间的就是你的真意愿，也

就是我。那些似乎不同隔离的私人意愿，将逐渐变成单独意愿，直到所有「差别」明显的不曾存在。只

是你选择不去看见和理解私自意愿，你的真意愿就是我。现在你看见了，所以你知晓真意愿就是我。  

质疑你的理由，往内自省。真答案在你内心。询问你是谁，而倾听去知晓。那答案将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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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章)  

在与我同行之途径，事情并不见得会变得似乎比较简单。其实反而可能变成非常、非常艰难。这

是有原因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现在要你特别注意听我说。  

你把自己看成为分离的个体。我已经告诉过你，你并不是。如果你并非与其他一切是分开的，那

么其他的一切必定是你的部分。这是你不能与其他任何分离的唯一方式。  

当你看着人世，你看见残酷。你所看见的刻毒伤人的行为或语言，都是与你分开的。然而，你如

果真诚实，你知道那些残酷也是存于你内在的希望。很重要的是注意到残酷是一种心愿。因为希望心愿

并非是你。你希望成为非真我，可是你还是想假装成为那你心愿中的自我。  

仔细地听我说。你完全并非如你希望成为的那位。这世界也并非如你想象的。你所经历的是你所

希望的表达，可是一个希望并非所希望的。  

若要看见超越你自己编织的希望，你必须能除去那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与我在这条道路上同

行时，事情可能似乎变得很艰难。我来显示给你自制的希望，所以你能选择放弃那希望。  

你自制希望，但你却否认是你编造的，不主张它是你的。你把自己编造的心愿看成一种可恶的

罪。你害怕面对它胜过一切。可是，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如不面对它让它消失，那希望将继续会
存在而维持为你的心愿。你已经制造的希望含有你所给它的一切力量。希望将如此继续存在，直到你能

面对它，而且选择不再如此希望。  

因为你将无意识的畏惧你的希望，不自知自己在做什么，你将会尽力的避开面对你的心愿。你将

会不自知的挣扎去保持自我否定。可是继续否定，就是在保持你的希望。否定并不是你所要的。  

否定就是在耽搁延迟。躲避也是在耽搁。即使这恐怖世界中似乎暂有的和平和快乐，也是在拖

延。放弃你的希望，不要被自己愚弄。你真心要被治愈。你必须面对那使你生病的，接受它是你自己给

予力量的希望，而且选择不再要有病。 

 

 

 
(24章)  

不要害怕面对你的指控者，不要害怕痛苦。期待盼望着有机会去看见你的希望，而且了解所有希

望都是假的。  

希望的结束就是幻象之结尾。面对你的希望然后把它取回来。这是你面对的最大之解放! 这是你

往自由之道。  

当面对着你的希望，要知道所有一切可能不是很简单的。这是因为你根深蒂固的相信，使你的希

望对你来说很真实。当你面对你害怕的心愿，你必须记得一件事:  

你所看见的全是假的，你必须面对它来否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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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否定那似乎是真的时候，你只是在对自己诚实。因为它向来是假的。紧紧抓住我不放，作为

你的勇气。坚持你的信念，信任你所相信的都是错误的。  

在你完全准备好要看之前，你将不会完全面对你的希望。记住你是自由的。无能给你那些你无意
愿接受的。直到你能准备好，你的希望将会继续被掩藏着。它能被看见，可是你将选择不去看。而我会
与你同在，依据你的意愿给你力量，走向你真要看的希望。 

 

 

 
(25章)  

你不知道如何去看，所以你会害怕看那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让我显示给你如何去看，所以你不

再害怕而愿意与我在这途径上同行。 

这个世界是假的。像一出演员扮演各角色的戏剧。只是在这世界舞台上，大家都已经忘记了剧本

的存在，所以相信扮演的角色都是真的。  

这出戏有许多结尾，就像影片剧本需剪裁成许多部分，让一个角色选择踏出剧场。但如果一位演

员相信而且专心一意的表演他的角色，他将会错过下场的机会。  

当你在读这段保罗故事时，把它看成是个剧本，就如同你的生命也是一个剧本。想象你自己是在

扮演保罗的角色，看戏剧如何的发展下去。想象你自己也在那戏剧中表演。 

当你在表演保罗的角色时，你有许多选择要如何演此角色。你可以完全变成保罗，而完全忘记那

只是一个剧本。你可以把犹太人看成你的敌人，在你的心智中努力斗争他们。但如果你选择如此，你就

无意识那只是个剧本，你将忘记去观察和等待那领导你下场之信号灯光。  

或是当你演保罗的角色时，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表演。你可以看着那些罗马人和犹太人，记得他们

全是剧本中的角色，在与你一同表演。他们可能似乎忘记他们在扮演那些角色，但你可以观察他们，为

他们记得，所以你能以剧本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表演。 

当你记得剧本的存在，所有戏剧性则被消除，而将能以爱的感觉替代之。因为那时你能看见每位

演员唯一目的是在依照剧本为你扮演。所有扮演的角色都在使剧本能够发展至你出场之刻。每位演员都

是你的弟兄和你的解救者，完全运作来帮助你去找到剧本剪裁释放你下场之处。  

当剧本再继续演出，你也许开始了解对弟兄们的喜悦和感激。因为万事都是在共同合作，领导你

结束戏剧角色任务。 

 

 

 
(26章)  

在这一出戏剧中有原因要你来扮演你的角色，而且有原因让这个剧本继续发展下去。当你在扮演

你的角色时，记得这只是剧本中的角色，其他人也将从你所扮演的角色中看到剧本的存在。如此他们也

将松弛对这场戏的执着，而能够从你开始也超脱剧本。且从他们，其他的人也将会清醒，直到所有人都

能离开这舞台剧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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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章)  

在此途径跟随我时，沿途似乎会引导你至许多地方和许多休息处。各地和每次停顿都有其目的，

都是在增加你要追随我的意愿。  

如果你要从世界剧本退出，与为上帝子之师的我联合，你必须愿意于万事都随从我。你必须愿意

只听我的。如此，你将被引导至能增加你的信念和仰赖我的练习情况。  

如果你只倾听我，每一个情况都是学习机会。因为我将永远爱着你和教导你，不会让任何机会丧

失。但你必须能记得要听我，如此你才能作决定: 

在每一个与我同行的情况和处境，我将与你同在，提供你援助和辅导。我
绝对不会不在那儿。你绝对不会犯错而把我赶走。真的，如果你有意愿看

我就是解决万事的答案，你就只能听我的话和接受我的援助。 

如果你选择要限制邀请我帮助你的情况，我的帮助则被限制住。如果你自
己选择要去自行解决问题，你则听不见我给你的答案。我总是与你同在且
能帮助你。毫无例外的，我总是在那儿。但你必须要有意愿认知我且接受

我的存在，你才能接受我就是你的真我。 

当你做好准备要放弃对自己的信任，你就是已经准备好来接受你对我的信任。当你看到自己的答

案并没带给你和平，你将准备好来接受我给你的安宁。  

信念不可能发自于悬疑和焦虑中。你必须有意愿把那些交给我。提心吊胆和焦虑就是代表你缺乏

信念。在那种心境内，你找不到安宁。 

当被诱惑要害怕或被引诱去担心时，你必须记得我。且记住那些畏惧、悬疑和焦虑都是表达你相

信没有我的存在，因此你是孤立的个体。然而，若愿意在你内心和灵魂深处察看，你知晓自己并非孤

独。你知晓你所怕的孤独和被遗弃是一种幻象，不可能是真的。  

由此种知晓后，内在的觉醒将不再离开你，你将发觉你有意愿把畏惧和焦虑摆在一边。和我一同

安静下来。去你的宁静之刻。然后在那知晓处，安顿且沉淀杂念。就在那儿，你会找到运送你至我处的

滋润营养。在安宁之中，你将找到信念。在安宁之中，你将认同我。  

当你似乎充满戏剧性而无法静止时，很有帮助的是要记得那只是你心智中的剧本。看着它继续发

展，而信任在剧本后面有股力量存在，你将在混乱中找到宁静。你将认同喜悦。如此你能为那些似乎尚

未知晓者，帮助他们知道内在的安宁。风暴动荡的大海中，你将藉由内心安宁提供听见我的方法。由你

的信任和保持有超越剧本力量存在的可能性，你将会帮助这剧本和所有演员与我一同演出。 

 

 

 
(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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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你的机智」就是必须记得要倾听我。在任何情况，你必须忘记那第一发言的声音，而愿意
倾听我。我不会试探让你等后。我现在就已经准备好来回答你。可是你必须要有意愿不理会那首先发出

的声音，然后要求由我来给你答案。  

上帝之爱总是与你同在的。你永远在祂的怀抱中。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此事实不可能变成

假的。当你在祂之内松懈放心，你将会知晓你是被支撑拥抱着。当你在祂之内放轻松，你也会知晓你被

祂保守着。  

我现在所给你的讯息很简单: 

万事都由你决定。 

你是神圣的，且是被祝福的自由上帝之子。没有任何能够改变你。你永远是如父创建你时一般，

不可能从你那夺走任何自由。  

你自由地按照剧本来表演，全是在于你自己要自由的扮演。上帝之子啊，你要演多久就多久。没

有任何能抑制你的自由。  

可是我的孩子，要了解你的自由就是自由。所以，即使你自作的剧本也不可能限制你。只要愿意

选择，你就可选择。然而当你准备好时，有另一个剧本的存在，我就是那真剧本。  

在这世界舞台，你有两个选择:选择依世界剧本表演，或不理会那剧本。体我的声音是这世界的

剧本，因为它选择表达自我意愿。圣灵的声音是离开这世界剧本，而选择行使运作真我，且是完整的自

由。 

于你选择哪种声音时，上帝祝福你，孩子。你是自由而且是自由的表达。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