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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  
 

上帝之語就是上帝之聲。祂們彼此相互延伸擴展，都是相同不能分辨隔離的。此相互伸展保持了

祂們的同一性。  

凡相同的不可能有不同處；在有上帝聲音之處，上帝也必定是完整和榮耀的存在那兒。 

從時間的開始和有時間以前，上帝之聲都已經存在了。祂眺望俯瞰萬事萬物。當祂創造萬物時，

視一切被祂創造的是完美無瑕。並非祂希望製造這地球、恆星和天堂，然而，藉由祂認知它們而受到祝

福。  

生命存在於祂之內，被製造的萬物藉由祂而授予了生命和光明。人類之光也存在於祂之內，所有

人類應該認同且被認知他們之光。  

那光明在所有人之內心，而且與所有人同在。此光不枯萎或褪色，但是那填滿人視覺的愚昧，使

人看不見那盞光或選擇不去知曉光明。因此，此光以歡迎狀態中等待著能被認出知曉。  

約翰施洗者來至此人世要探索此光。他總是已作準備要看見而且認識祂。因為約翰有信心那光明

的存在，雖然他並沒無意願去看見他自己內在之光。約翰相信罪之存在，是此相信把自己的光從他視覺

中隱藏。但約翰對亮光之愛非常強烈，對祂的吸引力使得他能認知和見證此光。如此，約翰藉由他對光

明之渴求，幫助歡迎光亮之到來。  

知曉光明總是已存在這世界中，藉由祂的祝福，給予世界生命。此人世從來無缺光明，可是它並

沒如約翰一般能認出這光，因為這個世界尚未準備好讓光明照亮無知的黑暗。 

上帝之聲存於人世中，因為祂存在人的心中。當某人選擇在人世中以光明為嚮導，光芒則會藉由

此人的身體而顯露，而他所說的話也成為上帝之訊息。這些只有光才能知曉，非人類能夠知道的訊息。  

凡選擇要看光明的人，將會藉由那位有意願由光引導者，而見到光明之顯現。藉由渴望知曉上

帝，上帝也被歡迎進入生活中。對真理的渴望召喚真理的來臨，使真理能顯像。因為愛無能拒絕愛之渴

求。因此，當愛被歡迎時，祂必在那兒。 

約翰專注於自己外在去尋找光明，因此，他雖歡迎光明，但不理解光明。這仍能是人世間的祝

福。在實際認同真我之前，必得先接受真我之光是存在的。  

約翰的有罪感阻擋他去知曉自己之光，可是他對光的渴求使他能夠看見而且找到在他心中閃爍的

微光說:「約翰，我在這裡」。  

如此，由約翰自己的渴求吸引耶穌由聖靈導引來到約翰面前，使約翰能夠看見此光，且在此光中

喜悅地向世界宣稱:天堂之光已經照亮整個世界。 

約翰表現他的渴望而見證到光。凡對約翰的渴望感興趣者，也開始跟隨著那顯示的光明。那認知

和渴望也是存於他們之心內，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被光明吸引。是他們內在之光要觸及祂–真我，使他

們站起來要跟從耶穌。  

人類內在的無罪，已經被顯象於此世間的純真(耶穌)喚醒了。凡有意願去看無罪者，能見到和認

出無罪，而純潔也在祂所看見之處認出祂自己。凡是要受召喚者，必定會被召喚；所有被召喚者，都已

經做好準備，而且祈求召喚來至他們。 

 
 

 



新約聖經約翰福音  

 
 

2 

(2 章)  

聖靈就是填滿人類心中之光。祂繼續不斷地照亮每個心。祂不會存在某些人而不存在另一些人

中，因為有生命者都是藉由上帝之光而生存。因此，有生命者皆必已有光存在於其內。  

在這世界中，此盞光已經被遮掩。並不是因為祂渴求躲藏，而是因為祂沒被邀請去照亮。所以， 

在祂之內仍靜靜的照明，等待被邀請去照亮世界。被邀請時則是祂來臨時刻，而會隨即前往，使所有聚

集在一起來觀瞻者能看見祂。因為，那些已作準備要求此光者不會遮蔽此光明。此光的照明將帶來信

念。藉由信念，則更能歡迎光明。  

當人不渴求此光時，祂仍在照亮著，因為其本質必要照明。在歡迎光的視覺處能認知此光；但不

歡迎此光處，則無知光的存在。因為，每一個人必定是看見他選擇要看見的。  

那些不希望看見光者，會看見其他的，他們會喜愛所看見的，雖然他們也許相信自己憎恨所見到

的。這就是混淆的本性…你想要一種，但實際要的另外一種。知道此點:  

你所想要的必會給你，  
所以，從你所見到的能知曉你真正要的是什麼。 

如果你看到世界充滿黑暗愚昧，就是因為你想要看見無知的黑暗。如果你見到光明，但是不知道

光明也存在你心內，你已經歡迎光明了。如果光似乎有時存在而有時不存在，那就是因為你沒有一致性

的歡迎光明。如果你知曉光已經存在你所看見和經歷的每人中，你則已經展開自己的歡迎之心，此光明

已經圍繞著你了。 

 

 
(3 章)  

光明與人類同在，追隨著人類，但除非要歡迎光明，人類不會知曉光的存在。每人以其選擇且依

據其所選的來歡迎光。但如要完全知曉光明，人必須要完全的歡迎光明。  

當某人完全歡迎光時，他即變成那光，停止生存為人類，因為光是種否定人類存在之存在。光只

知曉光。當某人變成光，他就是那光，對其他的人類所唱誦的也就是光，因為他只知曉光之語言。  

這就是「復活重生」的意義。你似曾存在的過去已經消失了，新的存在則是一直就在那兒的存

在。於所有地方、領域和所有人內能看見光，因為只有光能被真見。  

要知曉光就是要知曉永恆。要知曉永恆就是要知曉不可能有與光相反的，而能夠無視任何相反對

立的，即是只看見真理的反射倒影。能看見永恆之回響者，將會愛他所見到的，因為他所見到的就是反

射著永恆真理，即為愛。  

聖靈來到人世中所看到的都是好的。同樣的，人內在之光也都看見真世界。  

當人批評這個世界和彼此時，他們譴責所見到的人事。在責難評斷中，他們必定無能看見光所看

見的。只有光看見真實的，因為祂看見上帝所看見的。因此人類所見到的和所思考的必定是種錯誤。人

類的任何批評是無意義的。所有意義皆來自於光的真視覺。  

此光進入世界中，因為祂一直都在這世界內。現在祂被歡迎；現在那些歡迎祂者並不只是已經準

備要擁有此光的一人、兩人，或少數人。所有人都歡迎此光。這就是為什麼所有人已經見到此光且認知

此光，即如同光也認知他們一般。  



新約聖經約翰福音  

 
 

3 

這時刻已經來臨，天堂歡迎屬於祂自己的來到祂內，覺醒也因此而已浮現發生了。所有人是這覺

醒的部分，所有人將被喚醒，因為光已經由他們的贊成同意而照亮所有人類。 
 

 

 

 

(4 章)  

內在之光是引導之光，在導引所有人類。雖然許多人無知光的存在，仍不可能無祂的存在。那些

被光明引導但是認不出祂引導者，不會知道為什麼他們在何處或是爲什麽在那裡。因此，他們往其他地

方尋找自己的解救和快樂。既然他們不知道光已經在他們之內，他們會繼續探索且仍舊掙扎著。當他們

在黑暗中摸索到相信是快樂時，他們會暫時享受一會兒。然後，在那快樂所帶來的歡喜似乎喪失時，他

們會再次渴望去尋覓快樂。 

沒有人是無目標的。沒有人是迷失的。也沒有人是沒被引導的。所有的人都會在他應該在之處， 

由光明導引，因為他已經邀請且歡迎光之引導。可是如果他尚未接受祂即是如此，他認不出來他已經歡

迎光明，因他尚未給予完全的歡迎。所以他雖能得到引導之光給他的答案，可是他不要接受那回答， 

仍舊繼續探索，且渾然不知祂已經與他同在了。  

獎賞已經給予所有人了，此獎賞不需去掙得；甚至不需要去要求此報酬。人類只需要尋求祂、歡

迎祂，而且接受所看見的即是那光明。  

光並不只是被一人、兩人，或少數人歡迎，而是所有人即如同一人般的已經歡迎此光。不要搞

錯。此光與一人同在，就是與所有人同在。唯一必須做的就是張開眼來看在你四周和內心之光，而且了

解此光在萬事萬物之內，也與它們同在。此光即是萬事萬物。此光也同樣的在你之心內與你同在，此光

也就是你。當所有人歡迎此光時，你也歡迎此光。張開你的慧眼，看著你已歡迎的，而且完全無保留地

歡迎祂。  

打開你的心胸。打開你的心智。打開你的慧眼。現在，祂已經在你眼前，只等著你去歡迎祂。  

有信心的歡迎此光，當你似乎不歡迎光明時，不要期待光會以奇蹟來吸引你的注意，說服你祂的

存在。祂如此歡迎著你，不會試著說服你。但是，當你做好準備時，由你的信念歡迎此光…在那剎那，

你必會知曉光之奇蹟。你將感激藉著信念所歡迎之光，祂也歡迎著你。 

 

 
(5 章)  

你要被治癒嗎? 你要歡迎光明為真我和唯一的真理嗎? 當你能毫無遲疑而且對所見、所知和所經

歷的毫無例外地回答「是」，你就會被治癒，而完全知曉光明。沒有任何能使你不去知曉你是真我的。

只有你自己的渴望不要認同真我，使你不知曉真正的自己。  

要知曉你的真我，必須先歡迎你所見、所想、所相信和所知道的真實性。你不可能使真理不接近

某人或某事，而仍舊能知曉完整的光。你必須完全的歡迎光，因為所有一切皆是此光! 如果你不歡迎

光，你就是選擇要遮蔽掩藏祂。  

你所有看見和經驗的，都是你的選擇；藉由你所有看見和經驗的，你知道所選擇的是什麼。  

光不是存在那些在思考的人們內，因為人的思想會遮蔽且使人遠離了光。如果你選擇要思想，你

就已經選擇了不要光。思索是在選擇空想，因為選擇思索是相信真理能夠在光以外。這也就是相信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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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歡迎在真理之外的，而且使那些變成你的事實。去歡迎真理之外的，且稱它為真理，就是不歡迎光明

而且不知曉光是事實。若歡迎幻相來取代真理的地位，這必定意味著你不歡迎真理。  

當你歡迎光明，祂必會為你閃耀著，因為祂是真理。當你準備只看見真理，你則會只見到真理。

因為所有一切只是真理。 

難道你不了解不去看必定是你的選擇，否則祂不可能掩藏住使你看不見祂。 

上帝之子是自由的，因為其父創造他為自由的。光是自由的，因為光就是自由。人是自由的，因

為人在光明內，而且光明也是在人之內。  

光明即是上帝之子，光即是自由。如果人要知曉自由，他必須先歡迎光明。否認光就是在否定自

由。然而因為否定也是你的選擇，你相信否定自由才是你的自由。於此決定中，你已顯示自己是多麼的

混淆不清。  

自由是上帝之禮。自由是父親創造其子時擴展延伸祂自己。自由存在光之內。要知曉自由是你

的，你必須先選擇接受而且歡迎光明。這是唯一能知曉那本來就是你的天賦之方法。  

光在你之內，也在耶穌之內。你的弟兄即是光。信任你的弟兄就是信任光。懷疑弟兄就是在懷疑

耶穌。這是你必須要學習的。不可能在某形相看見光，可是在另外一個形態看不見光，光就是萬物。看

見光存於萬物才能知曉光。當你沒在萬物萬事中看見光時，你自己之內已經缺光。  

先對耶穌有信念，然後看自己之內的光。耶穌見到光存在那裡，所以你必能在那裡找到光。  

對你之父有信念，在你的弟兄那尋找那光。你之父已存放在他那裡，所以必定在你弟兄內能有光

明。 

 

 

 
(6 章)  

光明為祂自己作證，祂一直都是閃亮著。因為你，祂所以如此。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來讓光為你證

明你是真我。  

要相信光已經存在你之內，知道祂也是與萬物和所有人類同在。因為此光在萬物和人類之內，所

有人類和萬物必定於溝通中是單一的，因為光於祂自己內是獨一無二的。  

你不需要告訴他人去何處或做什麼，使他們能接受而且知曉此光，因為光已經與他們同在了! 是

你自己必須打開你的心來歡迎光的存在。然後你會看到祂已經存在，且與萬事萬物和人類同在。 

光之奇蹟並非奇蹟，祂對你似乎是一種奇蹟，因為你不知曉此光，而且你不相信光已存在。這光

就是上帝，光也與你同在的，所有藉著上帝的任何事都是有可能。因此，所有藉由你的任何事，也都是

有可能的。只是你缺乏信心，告訴自己那是不可能，而仍要往外去尋找光。光已經與你同在，光就是你

的真我。當你不知道從哪裡去找，你如何能找到光? 當你對自己無信念，你如何能認知光已經存在於你

之內?  

光即是生命，光是生命之食糧。由接受光才能夠對生命張開慧眼，只看見生命，而無視死亡的存

在。  



新約聖經約翰福音  

 
 

5 

只有生命，沒有死亡，所以，看見死亡就是只在看空無。不要注視死亡，不要在看你的弟兄時，

只看到他的死亡。因為如果只看到他的死亡，你就看不見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存活著! 他的生命是真

實的。因為他的生命就是與一切共存的光。 

這就是為什麼你選擇你要看見的。如果你在看見弟兄時只見到死亡，你已經選擇了死亡。如果你

在看見弟兄時只看見生命，你則已經知曉認同生命了。  

除非他已經知曉認同生命，沒有人能真正的知曉和認同他的弟兄。除非他已經知曉他的弟兄，沒

有人能夠知曉認同生命。因為你的弟兄和生命是相同的。認知其中之一，你必定看到了另一個。你必定

也已選擇接受是你本質的光，你才能見到光也是你的弟兄本質。 

因為你的無信念使你很難接受這些教材。你對弟兄和自己都無信念，因為你對光無信念。  

對光有信念就是對上帝有信念，那也是對所有萬事和人類有信念，因為上帝就在萬事和人類中。

若無上帝就無萬事和人類，沒有祂只能是空無。  

能夠看到一切，則是看到上帝。對任何一切有信念，就是對你所見到的一切有信念。對一切沒信

心，你就是無信心，因為萬事皆為上帝的，你也就是祂的。 

 

 

 
(7 章)  

只能從內心才能知曉光在引導。每人必須學會先信任自己，才能認知引導。每人必須學習信任他

的弟兄，才能信任自己。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信任自己但不信任弟兄。只信任自己而不信任弟兄，就是

完全不信任。而不完全信任就是完全沒信念。 

不要告訴弟兄該做什麼。讓他自己知道該怎麼做，然後讓他去做。如此，你為自己顯示你能夠信

任光明，而且打開內心給自己機會來知曉和信任引導之光。  

信任內在之引導就是能夠完全開放無評估的傾聽引導。如你評價所聽見的引導，則只在顯示你 

無意願去傾聽。這種無意願是來自於畏懼。因為你擔心若信任沒有評估的引導，會使你失去自己的理性

和自己編織的世界。  

如此，你並沒犯錯，只是讓畏懼誤導了你。因為丟棄現在見到的自我和所見到的世界，是在放棄

你的錯誤感知，而能增添對真實的理解。  

如果你為了自我保護要抓緊你的畏懼，你就是在堅持無意願去欣然接受光之引導。你必須先能擁

懷那光才能去分享祂。光藉由你而閃耀著，你必定是光。  

困惑和慌亂來自於試圖去思想的心智。這心智試著思考和理解那無能理解的。但它迫切想要理性

化混亂的「感知」，使它有種能夠掌控的錯覺。當有紀律條理在控制中時，它才能找到認同感。  

然而，只有心才能知曉和認同。因為心超越理性，祂有意願接受思維不能接受的。跟隨著從內心

閃耀之光。要求思念歇息、停止發問，且不要尋求回答。心之光將會引導你找到你要探尋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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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章)  

心智要制訂規則律法，要求你遵循它們。這些法條和規定給你有認同感，因為法規告訴你在與它

們關係中的你是什麼。若無此人造法規的存在，你還能是什麼? 如果這些律法有所改變，你會因為與它

們關係的改變而變得不同嗎? 你真能夠由這些人造法或用與它們的關係來定義自己嗎? 如果你沒被與它

們關係來定義，你為什麼還如此要強烈地認同它們? 什麼種相信使你緊抓不放那種認同感?  

凡堅持要以人造法規定義自己者，不能知曉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那位光明真我。光是一切之真理，

光不會被這世界限制，因為光不屬於這世界。光超越此人世，你必須提升視覺超脫人世，才能知曉光

明。只要繼續以歡迎人世作為你的認同基礎，你就是否定不屬於這世界的真你。否認你不屬於人世，就

是不要接受和歡迎光。你給自己所要接受的一切硬加上限制，所以你不能接受無限的。你所要求的必會

給你。難道這不是在告訴你，你必定是超越限制的嗎?  

在光中才有自由，因為光即是自由。沒能接受此光前，不可能認知自由。你也許相信你有自由，

可是你是被騙了。因為你無能看清楚，所以無自由可言。你是你所見到的和所經歷的奴隸。  

你所見到和經歷的，都是你要求看見和經歷的。它們絕對不是真實的，你並非世界的受害者。你

所經歷的世界，必定是依據你自己設計出的世界。  

你的心智依照你要堅持相信的，類似圈套陷阱般的限制你。凡所相信的，你將經歷到；而凡拒絕

相信的，你不會允許它進入你的經驗中。以此方式，你的心智在過濾你所經歷的一切。  

光一直都是一直存在著，在有人類前就已經有光，於相信存在之前就已經有光。在永恆內就是此

光。這光就是生命，可是如果心智不接受和歡迎祂，在你的經驗中似乎無能有光的存在。  

你必會經驗你所要求的。難道這事實沒在告訴你，你是超越你的經歷嗎? 

 

 

 

(9 章) 

打開你的心，讓心之聲帶領腦子去想。當腦子想的和內心感覺起紛爭時，讓腦子歇息。如此回

答，「我不知道我無知的，所以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我只知道被引導去知曉的，因為我選擇去知道
祂，我才能看見祂。」  

凡藉由心聲來引導者，必能張開慧眼而成為他已歡迎的見證。藉由此人，其他人們將能看到他所

見的。他們藉由腦子過濾所見之後，都基於他們的意願來選擇是否接受或不接受。但是他們將會看見他

們所見證的，而且所見證的會保存在他們的心中，直到他們準備好去認知祂。如此，所有人都在一起歡

迎光明。當其中一人歡迎且接受光之訊息時，所有人都會與他一起歡迎光。但是，如果有人不願意看見

超越思想設計的陷阱所歡迎之光時，他們的心仍會為他們歡迎祂，且存放在心中。所以那已被歡迎的，

都不會喪失。  

不要批判評斷你所看見的。你的評判是由自己思考過濾來看的一切。經由過濾所看的，都是已經

被扭歪曲解了，絕對不是那件事的真相。那是你要求要看的，而且是藉由你特別設計編織的漏斗視鏡來

看的。 

要清楚地真見所有一切，你必須要繞道腦子的過濾網用你的心來看。那心中之光閃耀著，不探尋

解釋、證明、感知或控制，祂只說，「顯示給我，使我能相信。」祂會如此不懷疑地接受，因為祂已經

有意願歡迎光。是祂之意願使得完全的歡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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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 

我是道路，存在我之前的那些思想並非正道。你花太多年聽信那些存於我來之前的思想，它們只

給你空虛。我是正道，因為我是光。光即是生命之道。  

敞開心來傾聽我。關閉其他聲音，丟棄所有思維。這是只傾聽光之聲的時刻。 

如何能知曉我? 我是光，所以具備光的特質，且只有光之特性。在我之內，你將只能找到愛，而

找不到畏懼；你將只能找到寧靜和安詳，而找不到攻擊和戰爭。你將找不到罪惡或指責，而只能察覺原

諒的芳香: 視一切無意義的為無意義，且不要求加諸它們任何意義。你可信任我之聲，因為你認出那也

是你的聲音，你知道那就是你的真我。  

我是光，你也是光。我們是單一相同的，你也就是我。你知曉我，也認出你渴望記得我為你的真

我。 

 

 

(11章) 

信任你認同的是真我之音，且認同是你之光。你沒有理由不去信任光，因為在光中你能看見且知

曉自由。  

踏進光之內，無畏懼死亡，然後看到你的道路是如何的被清晰照亮著，看你已經如何知曉你之道

路，看你是如何興高采烈的知曉那光已顯示給你了!  

雖那來自內心之聲似乎很遙遠且有時不存在，要有信心那聲音一直與你同在。因為你的畏懼死亡

會阻礙你對內在之聲的認知，使祂似乎很遙遠。然而是光能將死亡阻擋於外。因為死亡不可能存在光之

內，有光處無能有死亡。  

復活已經在你之內，因為光已經存在你之內。光即是復甦。你必須把死亡的聲音放在一邊，才能

知曉光的存在，而且知曉光即是復甦。把你喪葬服擺在一邊，不要再看著它們。你是活生生的! 傾聽生

命之聲!  

光必定不被隱藏，且不可能躲藏著。當你能在一切萬事萬物見到光時，你將會看見光從來沒被隱

藏。祂未曾被藏起來，你只是沒看見祂的存在。  

如果光存在各處且閃耀發光著讓你去看見，為什麼你看不見光? 因為你的眼睛只注視著其他的東

西，一團霧或陰影。是你自己堅持霧和陰影必定是真的。如此，你要專注而且試著去保護霧和陰影。 

 

 

(12章) 

當你專注著一團霧或陰影時，你看不見那存於霧中和超越黑影之光。你只見到你選擇要看的，而

完全錯過已經存在那裡的光。  

你選擇要看的是由心智期待擺在你眼前的霧和陰影。所以它們只在反射出你所希望的模糊倒影。

當你不再渴求那希望時，霧和陰影必定會褪色消失。 

每一個人可以選擇去看他要看的霧和陰影，但是霧和陰影被誤認為一種他送自己之禮。此禮不是

給其他任何人，全是給他單獨一個人而已。因此若似乎是存有霧和陰影，只是對他個人存在而已，它們

不可能是真的。必須是對所有人都是真的，才能稱為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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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選擇要看的霧或陰影是你自製的霧或陰影，所以你可能要保護它們。當你選擇擁有它們，你同

時在選擇不去歡迎早已存在你眼前的光。  

現在是凱旋回歸心智的時刻。這是一種參與，是勝利的入場，是認同存於心智中真理的理解。這

勝利之榮耀已經超越了你現在所能知曉的任何時刻。但此時刻也是最謙卑的時刻，也就是為什麼這時刻

是以君王坐在小驢子背上的形象來代表。因為在這凱旋入場時刻，你必須把所有你曾想你所知道是真的

各種概念都撇在一邊，然後你必須開放你從未想像的。因為那些你想像的都是虛假的，那些未曾想像的

才是真實的。  

「我要的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必須穩固地放在心智中，因為你將會見到和經歷所有你想要的，

那些都是你已經選擇要經歷的。所以你必會給予你選擇要經歷的。  

在你心智中有一個希望，這是一個被保護但被否定的希望。至今為止，它是你非常疼愛地希望。

這是希望改變無能改變的，這是在要求無能改變的變成不是自己。  

這就是為什麼你會感覺你從上帝那偷走了真我。因為你渴求成為非真我，所以編織了一個能捕捉

霧和黑影之相信的羅網，使你能夠經驗你要經歷的。  

你必定會看到且經歷你選擇要看和體驗的種種，因為你要的就是如此，所以你依據如此編製。你

所給的是給你自己的，凡是你所知道的，都是已經給你自己之禮。  

若你選擇把經驗放在一邊，而選擇去歡迎光，你必須選擇把自己隱藏的秘密願望全部拋棄於一

邊，視它們完全非你所渴求的，且你必須選擇好似光是你唯一渴望知道以及要認同般的歡迎祂。  

你必須要問，而且必須繼續不斷地問自己一個很鞏固堅決地存在你心智中的問題:  

我要的是什麼? 

我真正打從心底尋找要經歷什麼? 

我要改變不可能改變的真理嗎? 

這是我要知曉的嗎? 

或我寧願在自製的王國中，用自我意願來稱王嗎? 

在你的心智內是自我編製的宇宙。這宇宙包含著由概念製造的思維，編造它來擋住光。藉由你相

信的宇宙，已否定了所有真理。  

但你自製的宇宙並非真實的。它企圖擋住真理，遮掩祂，使你能假裝那宇宙是真實的，而且宇宙

能定義出一個完整的自我。在這希望中，你已經被那希望限定束縛。所以你用自己的希望來遮蓋了你的

真我。  

放棄那自製的宇宙，它非真實的。那是你為自己編造給自己開的玩笑。但是，你並沒發覺那是無

需認真的笑話，為什麼你仍要嚴肅地緊抓不放對自己的戲謔? 

黑暗是你自選的，因為黑暗是阻擋且隱藏真理的宇宙。這是你自製的黑暗宇宙。它是你自己編造

的，所以你可以選擇不去看它、不去聽它，而且不再讓它繼續限制你的宇宙。但是你必須先歡迎光才能

如此做到。在光明中你才能看見。光能夠引導你放棄黑暗，顯示出黑暗不可能存在於真我之光內。   

你必須信任從我口說出的話，因為那些已經刻印在你心坎上。要信任你的心。當信任你心時，你

也已經信任了我。因為我們是相同的，我們是所有一切，我們是真理，而真理已經寫在心中，我們成為

全世界真理的見證者。光是我們的榮耀，光即是我們且在我們之內，我們也在光之內。因為光與我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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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也能使我們彼此分不開，我們也無能力與祂分開。祂在所有萬物萬事內，而且萬物萬事也在祂

內。這就是你企圖隱藏的真理。但必須不藏匿此光，因為光不可能被隱藏，所以祂不會藏起來。 

 

 

(13章) 

服務就是屈服放下。這是在屈服且接受光，使光能知曉你。服從光就是要與祂合而為一，是放棄

任何似乎與祂不同的意願。  

你在人世所經歷的是因為你的自我意願要有如此經驗。要有不同的人世經歷，你必須先學習接受

另一種非自我的意願。這就是服務。藉由完全接受不為自我意願服務，你才能夠完全的服務。因為意願

是領導者，而自我必須是服從者。為一種意願服務，就是不服從另外一種意願。所以，你必須接受你要

服務的意願，才能放棄另一個意願。  

如果你要做位無矛盾衝突之僕，這是你唯一能做的選擇。你必須為光服務，因為祂存在於一切。

光是唯一永恆意願。服務就是在為祂服務。因為衝突矛盾就是尚未決定，所以還沒決定要服務。  

喜悅來自於選擇服務，因為選擇服務就是選擇放棄矛盾。  

有衝突矛盾感之僕不可能知道喜悅，因為他尚未決定要服務，所以他必定心神不寧和混濁。因為

他真我認同為僕而且意願要服務，可是無能將自我與真我意願配合，所以似乎背叛出賣自我。  

不必害怕。這種混亂狀況不可能持久，此騷動是在呼喊要求被治癒，在哭求真意願去治癒它。 

而那單一真意願是被調整聯盟的意願，無差異意願的衝突能來騷擾混淆祂。  

由接受獨一意願來接受光，你也就是接受那光之意願。如此你接受了一切。所有一切也都是只有

一個意願，因為只有此唯一的意願是真實的，所有一切之意願就是愛，萬事運作基礎就是愛。如果沒有

愛就是虛空無存在，愛是所有的存在。  

愛是無處不存在的，你為什麼看不見愛? 因為你的畏懼不安遮擋了愛。  

為何你所害怕的使你不要理睬愛? 因為你所害怕的是獨一意願。你知曉單一意願必定是愛，所以

你也怕愛。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寧可選擇衝突，因為它不是愛。因為你知道那單一意願是無衝突的是愛，你怕

單一意願且畏懼愛，。 

 

 

(14章) 

要知道你是在尋找愛，因為你的確知道這一點! 將那些會引誘你去尋求非你所要的意願放在一

邊。信任上帝，也就是在信任那單獨意願的引導。不要畏懼你真正要的。因你的真我才是你要尋求的，

畏懼只會讓你遠離真我。 

「父之屋中有許多房間」意指我們是同一性的。來與我一同達至此屋，這是我們的家園。藉由接

受我們合併的意願，才能夠理解我們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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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意願不含有任何分離的成分。「我在父之內，父也在我之內，」意思是我們之間沒有差別， 

而且在我們的任何部分中沒有不同的。「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意指在我之內都是真實的，我也

在所有真理之內。  

我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我在父之內，父也在我之內。你在父之內，父也在你之內。我們之間沒

有差別。我們是完整且是相同的。事實在我們之內，我們也在真理事實之內。  

在你內心有真理之聲。這是聖靈的聲音，祂談到你是什麼。由祂的聲音，你得到慰藉，因為你認

同祂所說的真我。你渴望去再知曉真理。  

這是你從內心的呼求:要知曉心是真實的，要放棄那些非真實的，如此才能知曉只有純真的祂。 

相信分離就是在否定真理。可是，否定真理無能改變你的真我。我永遠與你同在，因為我不能與

你分開，你也離不開我。你去哪裡，我也去哪裡，所以我也在那裡。我在所有你見到的，只等待著你決

定要看見我，因知曉我就是你，而知道我的喜悅。 

 

 

(15章) 

你並非分離的，所以你不可能單獨做任何事。你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我的事。如果不是在做我的

事，你就是沒做事。  

因此不要害怕，你不可能犯錯，錯誤必定是在我之外的行為活動。然而，因為無「分離」的可

能，沒有任何行動能與我分開。一切非我之事都不存在，一切非屬於我之事必是虛無。不必操心虛無，

因為它是無事。  

不要太過份關心無事，它會干擾你的喜悅。你只需往我看，你則是只往真實看。那就是喜悅，因

為真實不知曉分離的存在，也不知曉虛無。那非知曉虛無的必定是所有。祂就是我和你。 

 

 

(16章) 

獨一意願是在你之內，也就是那位你服務的真我。你的目的就是在完全為真我服務。這是為什麼

你被創造之目的。這將會帶給你極度的喜悅。  

可是在你之內也存有對喜悅的強烈抗拒。這抗拒的心智部分並不知道你的喜悅，所以它不知曉

你。它會告訴你，你非真我。它堅持你若走在真理之途，就是在沿著錯誤的道路。沿著錯誤之道，你將

註定會死。  

不要聽那不認知真我的雜音。不要留意它的警告。因為光在你之內，你就是光。黑暗不可能在你

之道路。持續的專注光，你則持續不斷的專注真理。維持與光同在，你則穩定的在喜悅和真理之路途。 

只能在內心找到光之途徑。你總是由內心引導著。不必在你之外去尋找道路，因為在你之外尋

找，就是否認你的內心真我。要從內心探尋，因為你是誰的答案已經放置於那裡了。  

已給你了耶穌來象徵你的真我，而凡耶穌所說的都屬於我的。耶穌和我是相同的，就如同你和我

也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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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你的耶穌弟兄，知曉在他之內的光也在你之內。當耶穌說他已經克服了世界，他意指他已經

用愛超越了此人世。以愛超越人世就是完全理解所有非屬愛的都不在真理之內。這是知道所有關於人類

的真事實。而知道人類的事實就是能夠認同和看見光的存在。認同和看見光，即是知道這人世的非可能

性。當光是完全所有的，那非光的則無存在可能。  

這曾是耶穌的喜悅，也將是你的喜樂!當「死」被定義成離開那不存在的人世，耶穌怎可能否定

死亡呢? 離開這非真實的世界並不是死亡。這僅是從你相信是真的夢中醒來，而那夢並非真實的。  

復活也就是甦醒，理解父親和你是相同的。也就是認知你所謂的天堂是真理和喜悅。那並無改變

一切，而只有去認知那些似乎被改變的。所有你現在所知道的都不是真的，而只在真理之內所知曉的才

可能是真的，凡可能真的，必定是真實的。 

 

 

(17章) 

象徵並非真理，可是象徵能說明真理。下述很清楚的由耶穌的象徵闡述這一點:  

生命是永恆的，死亡不存在。死亡只是畏懼，但畏懼非真實的。生命是愛，愛是所有一切。你不

可能知曉死亡，因為你是生命。可是你可以選擇去編造畏懼幻影，幻想你知道死亡。沒有任何畏懼的幻

影能夠持續，因為它只是幻象。凡是存在的，必定照亮驅逐虛象。可是在活的時候，你能選擇死亡為一

種經驗。你也可以選擇不挑選那虛假的經驗。要選擇真實的，就是在榮耀真理之父。顯耀父親，就是給

與祂同在之子榮耀。  

光祝福保佑上帝之子，因為光所知所見的都是上帝和屬於祂的一切。那是所能看見的一切，那也

是光所能看見的一切。可是光也了解在睡覺中的上帝之子，他在夢中經歷這個世界而不知道他只在做

夢。夢並不會使光不安，因為夢不屬於光。可是光知曉有相信夢的可能，因此會進入夢中教導做夢者，

使在夢中的上帝之子能夠甦醒看見那只不過是一場夢。  

正在讀閱讀這些字句的你就是正在睡覺的上帝之子。你正在熟睡中，因為你相信這世界。然而你

是上帝之子，因此你也是上帝光明之延伸。  

所有人類都是屬光的，故所有人類也是屬上帝的。因此人類也就是上帝之子，但他們尚未知道此

事實。  

在閱讀這些字句的你，已經展開心智來接受這些字語。這就是你為什麼在閱讀它們，你已經準備

好了。  

許多光之層次尚未準備好看他們自己是光。但這不成問題，因為他們反正是光。可是正在閱讀這

些字的你，已經準備好要知道光就是你的真我。  

因此我將引導你，可是我將從你內心來導引你。專注於內在，那就是你父之語所在處。專注於內

在，能使你知曉而且記得祂之名。  

神聖者啊，只有這是產生喜悅之因。因為所有是你的，已經存在了。你與任何人皆是被祝福和被

愛護的。當你理解我所教的是真理，你開始明白我之安寧。當你看到喜悅也是屬於你弟兄姊妹時，我的

安寧已照亮了你心智。當你接受真理是唯一的真實，願安詳平靜是你能接受的唯一經驗。  

接受真理是唯一真實的，就是接受假的就是假的。這也就是放棄責難，因為你只要接受安詳、喜

悅和生命。所有不屬於那些的，你知道是非屬於上帝，所以不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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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章) 

你在找什麼? 你在找尋安詳、寧靜、喜悅和能夠帶給你安逸及舒適的認同嗎? 我就是祂。我就是

你尋找的。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先能理解而且接受: 

我就是你，  
我是你尋找的，  
你就是我。 

不要對這概念有所掙扎，不要企圖改變此觀點來使它能夠讓你接受。毫無疑問地接納上述呈現的

完整概念，你則接受了天堂為你的事實。 

我是寧靜、喜悅和完全的舒適安逸，缺乏任何不舒適的。我不可能被幻想控制和被假象把持著。

你就是完整無分離或差異的我。你是安詳、寧靜、喜悅和完全與一切同在的舒適，只能被你的幻想分

開。  

不要聽信那自負的我告訴你我們就是不一樣。不要聽從它建議去批評我為你所說的。要評論我所

說的或甚至考慮有任何批評的動作，就是在你的幻想中把我隔離。  

把你的幻想擺一邊，完全不質疑也不批評地接受所有我說的，接受我們總是應該相同的真實。 

注意在你心智中的抗拒，它已存在那裡。是那懷疑部分說你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我，但你和我

是分開不同的。這懷疑部分儲藏於你的抗拒中，相信為了你的安全，必須與我隔開。但那懷疑和否定除

了要使你繼續畏懼黑暗的惡夢之外，毫無其他目的。鬆開懷疑和抗拒對你的掌握控制，接受我就是我。  

疑惑和抗拒將在某時候似乎很強烈，可是完全不需害怕或畏懼它們。認清楚那看見的攻擊只是在

評擊你意圖要有的真理。也認可凡是真理的，皆不可能被攻擊。所有的抨擊都只不過是想像中的懷疑和

否認。釋放那些要隱藏真理的思維。然後停留在安詳、寧靜和真意願中。  

不要畏懼你所害怕的，也不要因此而有罪惡感。你所想像的並沒有影響到真理，所以你不可能犯

錯。讓你的畏懼浮現，然後看著它，但不怕它。堅定不動搖心中的渴求，能傳送你至清晨黎明。  

當你開始傾聽接受我之聲時，混淆疑惑會常見到的。那都是因為你以前所習慣聽見的聲音。它們

似乎很有力量的仍舊控制著你，你的信心都擺在它們所教你的種種。但現在你也聽見另一種聲音，雖聽

見的那聲音很有道理，可是和你曾經聽的聲音不一致。  

你現在站在兩種聲音之前，兩者都在為你見證，兩者都自稱真理。每個聲音似乎都有話說，但所

說的是截然不同。你必須要選擇。而選擇的力量是操縱於你手掌中。你將選擇相信哪個聲音? 你將選哪

個聲音? 哪個聲音是你要聽從的?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聲音，你不可能聽信這兩種聲音。你必須作決定。你的決定就是你的選擇。  

 

 

(19章) 

自我是一種狡猾和詭計的聲音。如果你相信你還沒做決定，而且也相信聽自己的理由將會引導你

做一個有理性和智慧而且對你最有利益的決定，你已經選擇讓自我代表你發言。此選擇中，你已經做了

決定，選擇要與你所批判的對象分開。在那選擇中，你已經決定相信你和我是不相同的。  

但似乎要聽從自我者，除了只在選擇要繼續做夢之外，並無選擇。因為夢也許似乎持續存在且似

乎繼續對你有真實感，可是那夢非真的。那一直與你同在的那位，觀察所有你似乎能看見的，但以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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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見到的完全不同的。因為祂知道夢不可能是真的，而且畏懼不可能是你的事實。所以祂與你等待

著，溫柔的看著你所見到的，但不接受你的惡夢。如此才可能在當你已決定準備好時，會分享你去看到

祂所見到的。  

你將相信肉眼所看見的一切，你也會因為似乎所見到的而受痛苦。你的心也許會破碎數次，但那

些都沒損失。此無損失是因為那位與你同在者仍舊與你同在。祂知曉你的痛苦僅是一種你自己選擇要經

歷的。你所經歷的並非真實，也不會影響到你的永恆真我。這就是為什麼耶穌的肉體似乎能流出鮮血及

汗水，因為他的身體不是真的，所以他的死亡也不是真的。  

死亡是一種幻象。你只需要知道這點。因為如果死亡不是真的，你的世界也不可能是真的。因為

你的世界是以死亡律法為編造基礎。  

放棄你對死亡的接受。不要把它看成你的真理。因死亡非你的真理，所以其他的必定才是真理。 

而那其他的就是我。 

 

 

 

 

(20章) 

當光明開始出現於心智中時，你將能認出祂來。然而，起先你將不會了解或完全的接受祂，也許

甚至會害怕。這只是因為在長久被黑暗造成失明的心智，剛開始瞥見光而產生的自然反應。不要讓畏懼

攪亂你。這是自然的轉變。因為你看見一束微光，祂會再繼續的呼喚你穿過畏懼而跟隨著祂。因為你似

乎知道在此光內存有你向來不斷尋求的無畏懼感。 

當你聽從光的教導，這光明將在你的視覺中更增添明亮。祂將不斷地對你說話和觸摸著你，讓你

知曉祂的意圖就是要與你聯繫。你也許感覺此光是來自於你以外之其他處，可是你不會錯誤此光毫無疑

問地是為了愛你。 

在接下來是融合之發生，你將繼續感覺光好像來自於與你分離的泉源，可是你也開始注意到那光

也在你之內。祂推動你且會藉由你做事，你將開始感覺很興奮的跟隨著祂的引導。  

在這段時間，奇蹟將會振奮你，使你注意到自己開始有所改變。偶爾疑惑還會來逗留一會兒。可

是如你展開接受我，在有疑惑的時刻，所經歷的奇蹟將使你確信所寄託的信念是正確的，而將繼續跟隨

著光的引導。 

 

 

 

(21章) 

當你準備好要聽從我，而且在任何事情都完全信任我時，那將有無能期待之來臨時刻。這是歡慶

的時刻。因為你的眼睛將會張開，你將完全沉浸於心靈中。那光將與你融合為一，你也將與光同在。你

將不必問，「這是為什麼會發生?」因為你已經知道你的真理。你現在能看見真我，因為祂一直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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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能完全把自己交給聖靈，祂將完全在你之內。向來都是如此，什麼都沒改變。可是在昏睡中

的你並不知曉。所以，能認同你的真我只不過是從昏睡中醒來。在夢中你以為是真的，其實不是真的。  

在你清醒時，你將不會經歷棘手困境。因為我所給你的是毫無保留的給你，讓你去接受。但在完

全清醒之前，你好像被測驗。要知道這些測驗並不是來自於我。那是你的自我意圖要你緊抓住這個世

界。放棄這些誘惑，跟隨我。我將會給你天堂的使命和在此人世中的極度喜悅。這將是你清醒之途徑。

每一途徑都是獨特的，然而每個途徑也都一樣。因為所有道路都是為了離開此幻覺世界，而達至我們的

真我。  

這光在所有人們中，所有人就是光。而所有的人類必須藉由他們的光而被認知，所有人將會知曉

真我，且追隨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