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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  

所有真理的力量都已在你之內。耶穌的故事雖很有幫助，象徵為你的導引和工具。可是所有的答

案並不是在他的故事中。如果是如此，他會留在人世間為你解答問題。耶穌離開人世，回到父親之懷

中，使你能夠自由往內在找到答案。  

在耶穌離開這世界時，似乎將聖靈送給他的使徒們，但耶穌並非將聖靈在這時候交給使徒們。只

有上帝能贈送聖靈之禮，而上帝早就已經將此禮贈送給每一個人。此禮一直都是在人世中，甚至在耶穌

之前已經存在了。此禮總是在引導著你。可是當你繼續往外尋找答案和求取滿足時，你不會知道此禮已

經存在你之內。  

當耶穌昇天而且保證聖靈的開始時，他只是在引導使徒們去尋找原本就存在之聖靈。如此，他們

能學習不要往外去尋找教學和導引，但是仔細地往內審視。  

這是我給你的一個課程。我暫時在此時幫助你，但我的目的是在教你如何往內看和聽。因為你的

引導必定是源自於內心，你的答案總是在內心。  

祈禱是從內心聽聖靈引導的第一步。但是如果真正要聽見聖靈，你必須先以有祂存在可能性的方

式來禱告。祈禱並不是在要求你所想要有的時刻。而是得將你所想要的全部放在一邊，然後願意接受祂

給你之引導。祈禱是感激祂之愛和智慧的時刻。祈禱是屈服的時候，因為你所尋找的完全是祂給你的愛

和智慧及引導。 

首先，以下述方式祈禱:  

父親，我不知道現在，在此時此處，什麼是對我是最有益的，讓我能被引導回至
祢。因為我缺乏能力看見我已做好準備要走的行程。牽著我的手，派遣你之聖靈來
引導我。以喜悅、安詳和確信，我將去祂要我去之處，我也將做祂要我做之事。  

傾聽引導的第二步是: 

你必須有信念。 

你必須不只是信任你所接受引導的聲音；你也必須信任真我。因為所有的引導必定是超越你意識

選擇的，而源於你已經知曉的。懷疑自己就是在懷疑你的引導。所以你必須信任自己而且信任導引。 

 

 

 
(2 章)  

聖靈知曉。祂看見的不只是你的部分，而是完整的計畫。因此，你必須相信所有祂要你去做的任

何事，即使那些似乎不是在為了你。聖靈看這人世，並沒有看見分離的上帝之子，各個有分別的救世計

畫。聖靈看見的只有單一之獨子和獨一無二的計畫。因此，祂所給你的並非只是給你獨有。要學習這

點。你必須要做如祂要你做的，而且信任祂。  

聖靈所給的途徑似乎是個人化，且所經歷的也似乎屬於個人的。可是我向你保證它們不是個人

的。所有聖靈給的都是要給眾生，因為聖靈看不見分開的部分，只看見獨一無二的。當你聽著兄弟姊妹

有關聖靈的故事和經驗時，欣喜地知曉那些也是你的經驗。如此，你就是證明你信任祂。藉由信任的顯

示，信任將在你之內茁壯成長，使你能夠聽和見到更多有關聖靈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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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會看見象徵以及象徵中的象徵，可是總是只有真理是真的。因此不要執著於象徵，不必認同

它們，而且不要為你選擇喜愛的象徵和你的弟兄們打鬥或爭辯。如此，象徵會變成另外一個蒙蔽真理的

偶像。記得耶穌離開人世使你無能將他崇敬為偶像，而能從他那學到往真理之道。  

記得且知曉這是耶穌所教的: 

沒有死亡存在，所有的你尋找的答案都已經在你之內。 

彼得是一位老師，當他開口時，聖靈藉由他說話。當人們在聽時，聖靈也在用他們聽覺為他們傾

聽，指出來他們應該聽見的字語。  

不要被在人世間所看、聽和經歷的困惑。聖靈不需用特定的型態教你和指導你。為萬事監督者的

祂，能夠利用所有人事來助益於你。  

我將教你如何在所有的情況和時刻傾聽祂。要非常高興地來傾聽我。  

當你傾聽聖靈的聲音，你的喜悅將會增加，因為祂教你去了解無價值的就無價值，而知曉你心中

已存有的愛。此愛為所有喜悅的泉源，並非只是包含一些但非全部的特殊之愛，而是一種包含全部的完

整之愛。從你的愛心能爆發湧出喜悅，散佈到整個世界來讓你目睹。 

 
 

 

(3 章)  

彼得是位教師，教授他被教導的，而聖靈是那教導者。藉由教授他人，彼得才能學到他已經擁有

被教的。因為他不能送出自己尚未擁有的。  

彼得所見證的奇蹟，是為他自己的心智見證。這些奇蹟也延伸至他人，使他們也開始學習他們是

真我。如此使得彼得成為很偉大的教師。他分享他所擁有的，知曉那也是為大家的。藉此種練習，彼得

開始瞭解所有都是非分離且完整單一的。  

自我是心智中的分離思維。自我所說是真的，並非真的；而自我說是假的，才是真的。自我是虛

假的，所以不能相信它的話語。  

自我就是在你心智中所經驗的分離思緒，它們似乎在解釋、忠告、認同和評斷，而且跳躍湧出各

種概念想法。這些雜念本身對你並不是什麼，但你整天聽信它們且依照自我思維而行動。因為你信它們

的話，這些思維掌控你的心智以及你對世界的解釋。然而，它們來自於分離的基礎，變並非真理， 它

們所說的不可能是真的。  

聽從且相信這些思維是一種愚昧無知。因為你聽的是虛假的，但卻相信所聽見的是真實的。任何

基於這些思想而採取的動作，必是愚昧無知的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是基於此非真實人世的虛假。  

愚昧無知並不是罪，而是一種需要知識的邀請。聖靈會引導你藉由糾正錯誤感知的過程，達至你

尋求到正確的知識。正確知識是真實的，真知識是知曉真理的知識。  

不要擔心你所犯的錯誤，它們是基於無知。無知是一種虛幻，只能影響非真實的。慶幸你只是犯

錯。高興歡喜有另外一個方式來看一切!這就是悔悟的意義。悔改就是要再次選擇。悔悟是決定要從愚

昧無知的途徑轉回到知識的聲音。這是一種非常喜悅的決定，由此決定能夠改變一切。是此決定使你要

開始聽自我之外的聲音。此決定讓你放棄至今為止所聽信的任何想法，而且開始聽那來自於上帝之聲。

此決定是來改變你至今為止的舊習。此決定是在用基於真理的新視覺來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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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什麼我在這裡。我來此幫助你由聽信錯誤的舊習改成傾聽真理。這是喜悅之決定。這是你

之道路。我將幫助你直到你不需要幫助為止。 

 

 

 

(4 章)  

我曾告訴你，你將會被誘惑去抗拒否絕引導。我也曾告訴過你，誘惑來自於哪裡。要否定我的誘

惑誕生於你的無價值和自卑感。我曾經告訴你，這種不配的感覺是從哪來的。它產出於內疚，因為你相

信自己把真我從上帝那兒偷走。  

這是一個你必須慢慢地且仔細地看的自相矛盾: 

你相信自己從上帝那偷走真我，也就是意指你相信自製了一個與上帝的旨意不同的意願。你也相

信你能選擇要跟隨上帝的旨意或自我意願。然而你卻因為選擇了自我意願而感覺愧疚，相信你製造了那

與上帝分離的意願是種罪惡。  

那源於要選擇分離意願的內疚，產生了你不配上帝旨意的感覺。如此，你的無價值感和罪惡感讓

你以不聞上帝旨意的方式來否定祂的存在，或雖能聽到，可是相信你不配去跟隨祂。  

於此，你必須要仔細觀察下述:  

第一，你的確渴望去知曉和追隨上帝的旨意。把那渴望舉高為照明燈塔，這是你的意願。讓燈塔

照耀引導你真心的渴求。  

第二，那似乎是一種阻礙去知曉和追隨上帝旨意的感覺，是相信自己不配上帝旨意。它像是一個 

很狡猾的花招，設陷阱讓你困囚於自製的幻境圈套中。  

你要服侍上帝之外之意願，所以你相信自己有罪，             
然而， 

你真心渴望要為上帝旨意服務， 
但你的無價值感阻礙著那渴望。 

你能看出此陷阱是個圈套羅網嗎? 你能否看出你相信的內疚和無價值，似乎帶領你進入一個更增

加內疚和無價值感之圈套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來人世幫助你看清楚那倒反論調，它在你的心智中使你感覺被自己無能控制的

情況綑綁囚禁著。我也幫助你看出你並沒有陷入羅網，因為你可以放棄那些沒道理的論調。當你丟棄它

們，你則能夠自由地去知道聖靈的論據，那是充滿喜悅的正確理由。  

記得彼得和約翰故事之象徵是來幫助你去緊握著上帝旨意。當他們聽見勸導要放棄自己目的時，

他們心中的疑惑也似乎與勸導理由迴響著。他們雖是很單純的人，但以他們所教的新訊息，似乎承擔了

整個世界的宗教精神歷史。你也要知道他們不聽信他們的疑惑、畏懼或他們是無價值的。他們相信聖靈

給予他們聽見的訊息，而且是上帝之單一旨意。隨著此信念，他們允許自己去實踐上帝旨意，那也是他

們心中的真渴望。  

記住這象徵。你配稱上帝給你的旨意。你值得聖靈和祂與你所分享的訊息。當疑惑侵入你的心智

而開始產生無價值和內疚感時，把它放在一邊。這是你不要的圈套陷阱。它會掩藏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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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經告訴你，不要被你從此世界所聞、所見和經歷的一切困惑混淆。任何能為聖靈目的之一

切皆已經呈現了。任何一切都能被應用來解救上帝的唯一聖子。  

當你被所聞、所見和經歷的形式困擾時，你就是被誘惑去相信能自製與上帝不同的意願。記得要

瞬即向我祈禱。如果你知道只有單一上帝旨意，你則不可能被困惑。  

記得當你以自我之眼看著它完全倒反論調的世界時，你沒能看清楚。要願意去否認自我所見的，

而且信任必定有另一種方式來理解你所看見的情況。  

因此，以下述方式來祈禱:  

我父啊! 現在我以謙虛及感激之心來至於祢，我是恭敬的，因為我了解我無知如何去看一切。我
無能看見聖靈的計畫，所以我不知道在看著什麼。但是我也感激地來，因為我相信為一切總管之聖靈的
確會知道，而且祂安全的保存救靈方案。阿門。  

然後把自我交託給父之旨意，意願你能夠為治癒的目的來被使用，且不渴求作任何評判。這就是

把自我擱置一旁，來完成父親計畫內的本份工作。這是上帝為你的旨意。這就是你如何能夠幫助成全完

整。  

要完全奉獻自我就是要無任何批評的獻出自己。每當你注意到心智中仍存有愧疚，你就是已經在 

批評，而沒能傾聽只要成為完全有用處者的渴望。你在要求能夠決定什麼是對的和什麼是錯的，這意指

你已在要求是否能運用你的自我意願。  

不要讓此理解使你心煩意亂。的確，如果發現你心智中存有如此要求，你會感覺滑稽可笑。因為

這只不過是另一個掩藏真渴望的詭計把戲而已。這是另一個帶你到走投無路的圈套。然而也是另外一個

機會來提醒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祂的計畫，所以你無能評判。  

快樂地只要求做你被要求去做的事。如完成要你做的一切，就已經足夠了。你無其他任何需要，

因為你已經給了被要求給予的一切。  

喜悅地給予，知曉你的真意願是要給予。放棄所有愧疚和罪惡感，知曉它只是虛假意願的錯覺。

任何似乎與上帝旨意分離的意願，必定是種假想，所以你無意識到你總是有與祂旨意相同的真意願。 

 

 

 
(5 章)  

這故事是一個象徵，不能把它當成事實。這個故事就是你自己要擁有且投射到外在世界之愧疚圖

片。這個故事除了是在造假外，毫無意義。它的重要性是要你也能了解你自繪的愧疚也是在造假。  

你的愧疚和無價值感阻擾你去聽見聖靈。這故事是在證明顯示出你多麼相信自己有罪。注意到 

亞拿尼芽斯與妻子因愧疚而暴斃。可以想像在他們心內的愧疚是多麼強烈。可是這對夫妻犯了什麼罪? 

他們賣了自己的土地，自願的奉獻大部分的銀錢給使徒們，這能稱為犯罪嗎? 即使在你的人世中，這無

能稱為罪。他們如此慷慨的贈與奉獻，所以什麼是他們的罪過呢?  

這故事似乎在在說這對夫妻所犯的罪是他們沒對上帝誠實；他們因私底下保留不讓上帝知道的祕

密而有罪；要為自己保存一些是他們的罪。這是我們必須檢討的，因為這就是你想你已犯的罪。也因如

此，你深感愧疚，此愧疚感似乎導致你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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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慢慢的且徹底的來討論此愧疚，使你能以正確理論看透此誤信，而選擇放棄你無需保存的

相信。  

首先，我們必須討論什麼是上帝? 我已告訴你上帝是生命，而生命是永恆的。既然能接受上帝為

永恆的，且給予生命，你也許沒困難去接受這點。所以讓我們繼續擴展此思緒至下一步:  

上帝是生命， 
你是活生生的， 

因此生命必已在你之內。 
這意味著上帝也必在你之內。 

於此點，你也許感覺不能接受我的邏輯，而感覺被引誘抗拒我的論調。可是，還不要掉頭。讓我

們檢查你為什麼要掙脫，而且仔細的看你要離開的原因。  

上帝是在你之內。是這想法使你被誘惑去拒絕。因為你相信上帝是好的，而你有罪。因此，你決

定上帝不可能在你之內，你必定是與上帝分開的。如果上帝是生命，這是你能接受的，而你與上帝是分

開的，那麼你必定與生命是分開的。如此即是死亡。這也就是為什麼死亡似乎掌控著你的世界，因為你

相信罪過使得你與上帝分離。  

然而，你難道看不出這是另個完全無意義的圈套論調嗎? 因為現在你的確是活著。現在，當你讀

這些字時，你是活生生的。所以現在，你不可能與上帝是分開的。此時，上帝在你之內，你也在上帝之

內，完全沒有分離。此瞬間你與上帝是完全相同的，而沒有任何被隱藏或不符合同一性的。現在所有都

是完美的，因為所有都是屬於上帝的。 

你必須做什麼? 你應該赦免你的罪過。沒有理由去隱藏它，因為它不必躲藏審判者。上帝是生

命，祂已將祂之禮送了你。你生活在那禮中。沒犯罪，因為你生活著，只有那對犯罪的相信需要被治

癒。只有當你把愧疚帶入光明中，發現你無被裁決時，這種有罪的相信才會被治癒。把相信有罪投擲於

光明中去判決無罪，因為上帝無見證任何罪的存在。  

所有寫在新約上的都是象徵性的。所有寫在新約的，都是為了你的學習和好處。給我你的意願，

使你能真正學到我來教你的一切。  

你是無罪的光之子。我來釋放你得取自由，使你能在弟兄前讚頌著你的純真。因為你的純真也是

他們的純潔。在你的無邪中，他們也將發現他們的無罪。  

當弟兄們在他們相信把關你進的監獄中找你時，他們將發現你不在那裡。他們將會在你眼中看不

見對他們的譴責和批評。於你之內，他們將找到自己的純淨。藉由你，他們也因此而將被釋放自由。  

這是你如何能知道自己的純真，因為你必須先接受自己是純真無罪，才能接受你弟兄的無罪。 

而且，你必須以接受他們的無邪，來教他們是無罪的。要知道你自己的無罪，你必須做到這一點: 

你必須信任我。 

甚至在你已了解經歷到無罪之前，你必須信任我已判定你是無罪的。如果你不信任我，你將無能

把你的罪從它的隱藏處抖出來，你將仍繼續相信你有罪，因而繼續留滯在監獄中。  

所以我要求你越過那宣稱你有罪的聲音而來只信任我。你可以聽見這兩個聲音。我要求你聽我的

聲音，因為，你傾聽我，才能踏出黑暗進入光明，我將為你說話。由我對你說的和顯示給你的，你能看

見自己的純真無罪。 

 

 



新約聖經使徒行  

 
 

6 

因此我第一個要求只有這項，這是我唯一要你做的: 

信任我。傾聽我的聲音 
讓我教你 

你的純真就是你的真我。 
 
 
 
 

(6 章)  
信任是解答一切你對信心的疑惑。當你繼續跟隨我走下去，且做我要你做的事，你將聽見心智內

的疑惑。這些疑惑是由自我被誘惑要批評自己，也就是你仍想要運用自我意願，那也就是你的自我(體

我)。沒有理由去拒絕質疑。因為被引誘要拒絕質疑的也是源於自我，它告訴你有疑惑是罪，而你會因

有疑問而被批評。  

我告訴你，你做任何事皆無罪。我將聽見你的疑問，而且回答它們。喜悅和有信心地把它們交給

我，知道它們會有答案的。給你的解答將為你指出所有真理，也就是愛的方向指南。 

不要怕我。我是你的解答。我不會因為你不知道而批評你。我將以知識填滿你所需知曉的和已得

答覆間的空隙。  

在你自己心智中，你將發現自我衝突和攻擊。這是因為你的心智已經分裂。你已經決定要讓自我

被治癒，但部分的心智尚未意願此治癒的發生。你不必擔心。不要讓自己執著於心智鬥爭中。因為任何

鬥爭都會干擾到聖靈和痊癒。讓心智內繼續紛爭下去，可是你不參與。和平寧靜地看著它，深知不給它

力量和信念的紛爭，不可能持續。因為只有提供動力的紛爭，才會對你是有意義而且能造假成真。 

 

 

 
(7 章)  

信任我就是要交給我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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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依照你的方式去做，就將繼續失足犯錯。信任我，就是學習和記得你的喜悅。  

我要求你的信任，我將一次一步的顯示給你。如此顯示是因為每一步都是你的練習。如果我把整

個計畫在一次顯示出來，你將要快速前往終點，而失去了學習的機會。  

放輕鬆的信任我，知道你的終點是喜悅。在途中，以壯麗的探險精神，欣歡驚喜的充滿期待。如

你能完全而且很快的將每一步都交給我，此途徑則能是輕而易舉的。你如果選擇要和我搏鬥爭吵，此途

徑則會似乎很困難。(哈哈。) 但知曉這點，我的孩子，我不與你爭執。當你自我掙扎時，我鍾愛地懷

抱著你。當你厭倦繼續掙扎時，我仍是與你同在，準備好與你開始往前行。  

你與我一同走的道路，將有你學習的必要步驟。你也許不了解每步驟，因為它們似乎是你碰到的

情況。可是不要質疑各學習階段。如果你迷失於各步驟時，要試著以你的辦法解決它們，你則學不到該

學的練習，而無能在這道路上繼續前行。  

雖然每個練習方式似乎可變換，所有的練習都是相同的:  

放下那些在慫恿自己獨立處理問題的畏懼感，將你不要的虛幻意願放在一邊。信任
你的價值，且信任我而要求我的意願。在我意願中，你將認出你的真我意願。 



新約聖經使徒行  

 
 

7 

由這些練習能合併融會似乎不同的意願，成為向來即是如此的單一意願。  

雖然你也許希望一個練習就已經足夠來完成無可避免的整套練習，你可能需要不只一個練習，且

很可能需要很多次重覆練習。這是因為你的心智已經分裂，尚未完全準備好來學習這些課程。所以每個

練習都是達至那結束所有練習的最後練習之墊腳石。欣賞你的旅程，理解其目的，而且慶幸你已經有的

進步。  

在這個練習的時刻，在心智中似乎有很多爭鬥喧鬧。當鬥爭結束時，也是學習的結尾。那些似乎

是兩種意願之間的衝突，在剛開始時，有一種似乎好像是你的意願，而另一個意願好像是你無知的意

願。最初，你也許甚至不知曉你在與什麼爭鬥，但深知你在依據你自己的想法獨立處理問題，結果是 

混亂和不稱心。你不了解的是，你以自我的方式就是在與喜悅搏鬥。若不用自己的方法，你將能發現 

喜悅早已在等候著你。  

沿循喜悅的途徑，能來至你似乎不再堅持要完全以自己的方式。這是因為你意識到對喜悅的渴望

在召喚你，所以你開始認出你的意願就是要把自我意願撇在一邊，也就是在停止搏鬥紛爭。  

你將有尋找、質疑、學習和放棄的時候，然後將會開始得到清晰的答案。這是歡欣慶祝的時刻，

因為你找到要依循服務之意願。但你尚未學成，因為你的心智仍是分裂的，而那分裂部分將繼續依戀它

的偶像，爭取要單獨用自我方式。  

要知曉存於你之內的憎恨和憤怒，但不必怕它們。在你心智中的抗拒將似乎因你任何動作而爭

辯。可是記得下述，將會使你的旅途輕而易舉:  

這心智中首先產生的抗拒似乎很強烈，但事實很虛弱的。任何似乎存在的力量都有一種在
很早以前就給的衰老力量，它可在短暫時間內似乎很兇猛，可是需要你的力量使它的兇悍
能持久。所以，當你了解這一點，記得不要把你的力量給它。由此記憶，它的兇悍必定會
消失。它的尾波航跡，只在繼續被安寧取代。然後連這些波浪痕跡也將會消失。  

記得所有的事情在我視覺中都是完美的。我是俯瞰總管萬事之聖靈。在似乎是你煩惱艱難時刻，

緊握著我，不要放手。我將帶你超越所有而達至安寧和慶祝的時刻。從那瞬間，你將會被帶至喜悅。這

是我給你的保證，你不須懷疑此保證。因為你的聖靈已允諾，祂的意願和你的意願是相同的。 

 

 

 
(8 章)  

當你因為耶穌而被迫害誣告時，他要求你欣喜。他意指:  

我已經告訴你，心智內有個肆無忌憚的風暴，但那是一面性的，你似乎只在自我打擊，你並無任

何打擊對象。在你之內有凶猛、憤怒、悲傷以及畏懼醞釀造成似乎狂烈的暴風。但暴風並不是鬥爭，它

只是一場風暴。這風暴本身的增添力量有限。當你讓暴風自己發展而不給它力量，它必會平息，而安寧

和光明自然會在你心智內佔優勢。  

當你因為耶穌而被迫害時，以下就是他意指的欣喜: 

我已告訴你，你心智興起暴風時，不要畏懼它。畏懼增強它的力量。不要有內疚，
愧疚是它的肥料。反之，要慶幸!，知道暴風不可能持續，而且在它之後將有平靜。  

要記得所做一切事之目的。當暴風仍似狂吼於心智內時，在其內也有意願的存在。緊緊地跟隨那

意願，視其為燈塔般照耀著。讓意願的奇蹟來引導你避開暴風，讓你歇息在光明中，讓光治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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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過程似乎是一種階段性的。在此過程中，某人由傾聽而學習，然後他教另一個人使他也能

傾聽而學習。如此似乎能完成學習。這也似乎發生於你身上，但對聖靈而言，另外一件事情也正在發

生。  

我曾告訴你只有單一的上帝之子，而且我也已告訴你，聖靈對此獨子已有單一計畫。這是聖靈如

何來看萬事。祂只見到相同單一的。這也是聖靈知曉的: 只有相同單一心智需要被喚醒。因此，聖靈運

作方式是藉由你來喚醒單一心智。  

當聖靈看此人世，祂看不見聖人和仍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祂完全沒見到人類。祂也看不見人做對

或做錯，祂完全看不見人類。  

自我則要將人們彼此離間，且批評他們。它用肉眼看見某人有一個目的，而某人有另一個目的。

而聖靈只看到同一目的，人世都似乎為祂所見到之單一目的而服務。  

所以當你看到此故事時1，你只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清醒的心智中散撒光明種子。如此你則能

與聖靈一起看著一切。  

當你與祂一同看時，你將開始理解你並沒看見。因為當你看此世界，你並沒有只見到單一心智。

你看見人們，你還被誘惑去批評他們。這就是為什麼你必須不能聽信以自我方式所見到的。你根本看不

見真理。你必須聽從聖靈，信任祂的方式。因為祂只看見真理，而且與你一同在單一心智內分享真理之

光明。  

有意願吧，把自我之眼棄置於一邊，然後完全依靠著祂。有意願讓祂引導你去該去之處，對誰說

話和說該說的。完全信任祂要你去做的，而不批評自我是好是壞，或是對是錯。只做祂叫你做的，離開

一處，然後依照祂引導去他處。 

 

 

 
(9 章)  

召喚必會在適當的時機來至每個心智。這是愛的計畫。這是光明的延伸。這是聖靈讓所有人認知

祂的旨意，所以必將是如此。當呼喚某人時，那人自然能認出是對他的召喚。直到那時刻來到之前，要

繼續愛護你的弟兄，知道那召喚會來到，而且知道那弟兄和你有相同之目的。  

每人在回應召喚後，需要一個休息靜止期間。在這段時間，聽召喚者將不會被人事欺騙。他可能

似乎要與他人隔離來庇護自己。但此分開目的是在結合。因為你的弟兄是在以理解他未曾真看見的來作

準備以不同眼光看一切。  

這是所有人必須要經歷的學習期間。這段時間是在審視心智內的思維，理解它們只不過是存於心

智的想法。那些與上帝思維不同的思想，不可能有永恆的力量，當你決定不要那些思想時，則可將它們

無保留地放棄。 

所有弟兄都是在聖靈的單一治癒計畫中共事，聖靈沒看到許多弟兄，祂只看見單一上帝之子。這

就是在我指揮之下的單一樂曲。這首是在人間演奏的天堂之曲。這是一首原諒之曲，那些似乎分離者都

 

1 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說：「把這權柄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就可以受聖靈。」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

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你在這道上無份無關，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裡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

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西門說：「願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說的，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使徒 8,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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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加入合唱。你所唱的也是你弟兄們所唱的曲子。雖然你也許無能如聖靈般聽到那首曲，要信任那是

如此演奏合唱的。回應你的召喚，信任你的弟兄也將回應其召喚。  

有一件你必須知道而且永遠記得的就是: 過去未曾存在。 

現在，聖靈正在治癒上帝之子。所有似乎是過去的，在祂眼中完全是虛無的。它毫無意義和目

的。只有現在對聖靈是有意義和目的。  

張開你的慧眼來看聖靈的計畫。張開你的慧眼接受現在之禮。 

俗話說上帝以神祕的方式運作。因為自我看不見或無能知曉聖靈的方式。如果你用分歧視覺來看

聖靈計畫，你將無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歡迎無分離的思想，你就能看到祂的計畫正在完美的運作著。萬

事皆在為上帝共同合作，因為上帝即是所有一切。所有藉著聖靈之眼所見到的，就是在為上帝做事，且

屬於上帝。  

聖靈的方式是奇蹟的。它們似乎毫無歧視，而且完全是為了治癒而完美的運作。緊握著你的信

念，相信祂的方式。藉由這信念，你會認知極度的喜悅和獎賞。 

聖靈的方式是重生或清醒的方式，因為那些熟睡者將會因祂的接觸而被喚醒。凡熟睡者皆是純潔

的睡著，他們所做的夢都不重要。當他們聽見祂召喚而醒來時，那些夢境即刻消失。  

這就是聖靈的方案。現在於人世中聖靈計畫已經在運作了，所發生的都是祂的計畫部分，因為所

有發生的，皆能由祂的計畫來喚醒熟睡的上帝之子。  

所有在夢中發生的完全不重要，視其為愛之計畫部分，因為它唯一目的和用處是使你能夠從畏懼

的夢中甦醒。 

 

 

 
(10章)  

如你有意願接受，聖靈將會在你沒期待時給你引導。因為你不知道祂在何時以什麼方式顯現引

導，你有一致性的意願將會很有幫助。你不需要供奉你的意願給上帝來使你能得到祂的恩寵。因為，在

你被祂創建時和誕生之際，你已是祂寵愛的。可是你所提供的意願，能讓你做好準備來聽見已經給你的

訊息。因為如果尚未有完全意願去聽，聖靈的引導訊息不可能由你選擇就傳進你耳中。  

要以各種你所知曉的方式來練習有意願。當你完全有意願去聽上帝所說的話，祂的召喚將會來

到。  

上帝傳送給你的引導只有單一目的，就是要引導你離開這世界的幻覺，回歸於你所屬的上帝。這

是你似乎接到引導之唯一目的。來自上帝之引導不可能有其他目的。  

在此幻象的人世，你將會自編造成為你相信的人物，這個體我完全是幻覺，它不是你的真我。然

而，你卻相信且認同那非真實的自我。  

既然上帝在創建你的真我時，保證你有自由，你能自由去相信假冒的自我。但當你一旦理解且渴

望回復真我時，你必須被引導由你所想像的體我回復到真我。這些引導總是會在你所處的觀點來幫助

你，可是這引導並非都是你期待的。因為如果上帝總是在實現你所期待的，而你所期待的是基於你所誤

信的人物，祂則只是教你繼續去認同是身體的自我，這絕對非上帝要給你的練習。  



新約聖經使徒行  

 
 

10 

祂藉由派遣之聖靈-上帝捎信者進入你的夢中。捎信者知道你相信你是誰，而會在你的夢中與你

所相信的自我會面和溝通。可是這位聖靈只有單一意圖和目標，祂以引導來喚醒你，離開你錯誤認同的

自我，而開始回憶起你的真我。這是神聖目的，祂感激地來，感謝與你在夢中會面，也感謝帶你回家。

因為祂所看見的都是真理，因此感激一切，沒有任何不是祂不感激的。  

每一位弟兄都是與你相同的，每一位弟兄也都有聖靈的聲音在引導他，就如同你有聖靈之聲引導

你。聽此聲音，祂在你之內；也讓你的弟兄聽在他之內的聖靈聲音。沒有領導者或跟隨者。只有單一聲

音引導著每人從他所幻想的自我復原至祂創建之真我。  

每位弟兄都是與你相同，因此在他心智中也都已經給了那唯一目標(就是要離開幻想的世界，回

歸上帝。) 那似乎存在的兩個目的，實際只有單一目標。有個古早目標只存在瞬間。在那舊目標被編製

的剎那，另一目標已被擺放在它旁來更正它。在那瞬間，更正也已經被接受而變成了唯一的目標。那舊

目標似仍存有些殘餘，但在瞬間，也完全消失了。 

記得我曾告訴你過去並沒存在。現在此刻並沒含有過去，但只有對過去的記憶。那記憶只是種過

去，並非現在。 

聖靈是現在之目的，祂單一目的是在聯合那曾似有差異但現已非存有的舊目標。 

非常重要你能接受此點，所以讓我們一起審視，使你能夠了解。我曾已經為你解釋過，你可能有

與上帝分離要成為不同個體之意圖。因此，導致你相信自我從上帝那偷走了真我。  

最初只有上帝的存在。事實從來沒有開始。上帝在今天也是唯一的存在。可是於祂的存在中突發

渴望要去尋求與其所知曉的自由不同的存在。當然，還有什麼能是與自由不同的? 當自由即是自由，如

同你是自由，除了幻想的自由之外，還能有什麼能不同的呢?  

從你的自由狀態，藉著自由的表達，你編造出反自由。這是你所表達的。因為你是自由的。你所

經歷的弟兄們，也同樣是那自由的表現。  

因為唯一給你的是自由，你是自由。然而，所表達的已經被編織成非自由的自我個體。因此所表

現出來的似乎是缺乏自由。你也因此成為那缺乏自由的表態。 

當自由就是你，所經歷的缺乏就是你自由表現的。可是你完全忘了這一點。因為，當你選擇經歷

你現在所經歷的非自由時，你選擇要忘記那是你自己作的抉擇。  

聖靈是你知曉真我經驗之記憶，那就是記得現在是自由，就是真我。你的真渴望是只是要自由，

而你已經接受那真理。所以自由之目標，也是聖靈之目標，那是現在唯一之目的。  

在你之內有真目標。在你之內就是聖靈。但要記住你選擇忘記真目標，你必須追隨那目標而回復

真我。這就是在選擇放棄尋找錯誤意圖，而聯合一同回到真目標之途徑，也就是現在的唯一目標。  

讓我們再回到你意願的故事。因為你是純自由的表現。除非你有完全意願去接受，什麼都不能給

你。因為，如果強迫要給你你沒意願接受的，那你就是沒自由。  

所以你要繼續培育照料你的意願，如此你或許能要求真正渴望的自由。那也就是記得你是自由的

真我。  

此世界的故事是自由的表達。在故事中必須能了解所表達的都是自由的意願。因此你有自由，你

的真我就是自由。接受此真理，且與存在你之內的聖靈聯合。祂將藉由你的意願回憶起你就是自由的真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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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章)  

聖靈之語都是決定性的，在這人世是有權威性的。祂之話在此世界是種似乎沒權威的唯一權威，

由此權威而給予力量。  

聖靈權威並不是一種強迫性的，因為沒有任何權力能強迫上帝之子。由意願邀請進入內心，他才

能欣然接受聖靈權威。 

凡知曉此內在權威者認同且歡迎真我。不知道真權威者，會自編權威而反被它困惑。聖靈之語都

是決定性的。祂之話語是真權威以及真歡迎。當能認知祂之語時，祂將被歡迎。其他所有虛假權威必定

被丟棄。 

聖靈權威於你的心智充滿極度喜悅，將引導你去做「主之工作。」此工作就是聖靈的工作，也就

是意指非源於任何假想的權威。真權力是直接源於精神靈性，因你的內在充滿喜悅和權威，而知曉其存

在。 

聖靈在你之內，因為你已經接受祂存在那兒。祂和平地靜待著你有天邀請祂前來藉由你而發揮其

權威。這就是你將隨從且將成為的權威，使你能由祂之話語引導，而成為你的意識。 
 

 

 

 

(12章)  

世界的權威都是一種困惑和虛假，完全非權威性。然而，因為你編造此非權威，但稱它是有權

威，你將自我關進你自製的監獄中。你是自我編織造成的受害者，完全忘記這全是自己選擇發明的，所

以也可以選擇去撤銷錯誤。  

這就是為什麼你有聖靈，這就是為什麼聖靈已保存於你心智中。聖靈是你不接受假象為真的那部

分。聖靈是你那部分知曉自由而絕不捨棄交出你的自由。在你心智另部分選擇要經歷妄想迷惑時，聖靈

是你的那心智部分保持理性而且專注於真實。這必也意指當你在幻境中玩膩時，聖靈是那帶領你回到真

理途徑之心智部分。  

你並沒有被你的聖靈旨意用鎖鏈拴住，你是鍾愛著真我之心靈，但也允許自我逗留在夢境中， 

直到你準備好要清醒而離開夢境。聖靈靜待著你自己做此決定，然後祂會踏出一步來顯示你的自由。祂

領導你超越你相信是障礙，然後顯示給你那些阻礙只是虛幻。  

當你從真理曙光中清醒且記得事實，天堂將一起歡慶。並不是你曾迷失，而是你從未迷途，而現

在又再認同了真我。  

知曉聖靈是你的，也就是存於你之內的真我。所以，是你內在真我導引你從自我製造的監牢到原

本就是自由的你。除了從內心之外，不要在任何地方尋找。在你的心中尋找所要的，要求祂領導你去自

由之處。然後，服從祂要你去之處，做祂指令你做之事，不要找其他方式來釋放自己。因為，是你的聖

靈為你記得你的自由，所以祂將引導你回到自由。  

這世界是恐懼之地，因為它是畏懼的地方。畏懼的地方必定是可怕的，可怕的地方必定充滿攻擊

和防衛。可是防衛攻擊並不能解除畏懼。防衛和攻擊只是誕生於畏懼中的一種反應，會延伸擴張它自

己。畏懼不可能是解決辦法。畏懼籠罩著畏懼，孕育死亡，這就是畏懼的誕生。  

踏出此畏懼的循環，選擇跟隨我。我將領導你從你的監獄至你自由的真理和你喜悅地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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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  

當你不理會這世界的畏懼和渴望時，我將召喚你來跟隨我一起上此途徑。我曾告訴你這似乎是一

個很特殊的途徑，我也曾說過這途徑將是一步一步地顯示給你。而且我已經表明，這條道路是藉由你自

己的意願要和我在這條路同行才出現的。所以當你的召喚來臨而且似乎開始引導你往你無知的方向前進

時，要喜悅和慶祝! 知曉你已經被引導走上一條陌生無知，但是你真心渴望和有意願之途。  

當你開始與我同行時，畏懼仍會存在你的心智中，因為那你已習慣要有自己的意願尚未能完全離

開你。預期在這條與我同行之途上會有質疑和面臨挑戰。期待你會要有另外特殊意願來求取控制和掌

握。期待你會看到攻擊和畏懼，而且準備還會有困惑的思想和懷疑的時刻。然後，記得你真正渴望的是

什麼，因為你是自由的，你真渴望的將必是你的引導之光。記得你的自由，且高舉那導引之光。所有的

黑暗必會退縮一旁讓你通過。因為沒有任何能阻礙上帝之子的真意願和渴望。  

以真意願和信任作為你的引導之光和火炬，你將被引導至所有最能幫助你的人們和情況。剛開始

你也許不知道為什麼被引導至那兒，可是有信心和耐心地等候者，原因將會變得清晰。  

上帝之方式總是會在恰當時刻依據聖靈的計畫而澄清。上帝之道也就是你的真渴求，因此是和平

和獨一無二的旨意。  

上帝之方式和聖靈的計畫必會在你眼前展開。當上帝旨意也是某人的意願時，誰有力量阻止那旨

意? 

凡接受上帝旨意者將扮演某個角色來呈現聖靈的計畫。真理不可能被阻礙，真理就是你的自由，

且會引導你去記得自由。已給你與你同在此途的每位弟兄，幫助你記得你的真理。萬事皆是在為上帝而

分工合作，因為萬事只有一個意旨。 

耶穌是個象徵，代表你往真理之道。所有發生於耶穌的，以其方式也將發生於你。所以你想要學

習的將會給你，因為你要求它們給予你。如此發生將使你學到你向來就是真我，所有其他的只是你選擇

要做的夢。凡你要求的，都會給你，因為萬事都是在為上帝分工合作的。  

完全沒有分離存在。孤獨是一種虛幻。不同的意願和渴望都是虛幻。任何似乎是隔離的和有衝突

的都是虛幻的形態假象。萬事都是獨一無二的，萬事都是為上帝而共同作的。無不同之目的存在，但似

乎有不同方式來理解此目的。而即使這點，也是種假象。   

當你看人世而見到衝突時，你是在藉由虛幻之眼來看。在此時，你已經選擇了假象。但是你只是

在看虛幻，而不了解虛幻是非真實的。所有虛幻都是自由的表達，衝突並非自由。藉由另一層的虛幻，

你才能看見已選擇要經驗的衝突。要看虛幻為自由的表達，就是看見虛幻的真相。  

這就是為什麼聖靈慶祝你在夢中願意邀請祂與你相會。聖靈頌揚而且感激你的真我，真我就是你

的自由。 

 

 

 
(14章)  

你的心智是分裂的。我們已曾談過這一點。當你決定於此途徑跟隨我後，分裂的心智將似乎仍繼

續。不要讓分裂使你苦惱，但不要忘了你的分裂心智。你必已注意到那非與我一致的心智部分，要供給

你似乎有魅力和有用處的構想，而且要再繼續回復控制和掌權。記得你不是那心智部分，你已經決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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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行。提醒自己你真要的是什麼，然後將穿梭於心智的誘惑取回。穩固地緊握著你的真渴求，才能讓

你堅決地在此途徑跟隨我。 

許多人將來至你，看到在你內之光。他們會很渴望此光，而且強烈的要尋找那光。可是他們會迷

惑，相信那光芒是在他們之外的你。雖然他們不了解你的解釋，這是你絕不能與他們共同有困惑。愛護

和幫助他們，但不要與他們聯合一起崇拜你自己。只有體我會比較崇拜某人而不崇拜另一位。聖靈平等

的敬重萬事。  

愛你的弟兄且也讓他們愛你。可是記得聖靈並不是不同的事件和情況之神明。祂是唯一上帝的差

使，你和你的弟兄們也與上帝聯合為同一性的。  

你是上帝用來做事的管道，就如同你也是體我用來監視和操作的管道。這世界的幻覺是一種自由

的表達。沒有能比認知所有都如同上帝般更好的自由表達。  

你是自由的表達，因此你被賦予選擇權，能選擇去看所選擇看見的幻象。與自我一起選，你就會

失去你所知曉的自由；選擇與聖靈一起選，你將會知道自由存在於你所見到的一切。 

 

 

 
(15章)  

這個世界的方式是多變且雜亂無章的。即使這夢中，上帝之子很難忍受存在於無秩序的混亂中。

所以有些律法給了他來管理掌控自己，一直到他能接受內在指導影響的來臨時刻為止。  

當你打開自己來接受聖靈的引導，而且自己有意願被祂引導，這也是把掌管你的法律和規則放在

一邊的時刻。  

不要誤會以上的陳述。這並不代表如果你接受上帝，就不會被有混亂。這意指你應該去做你已開

始做的。你將會被內在非雜亂，只是愛之聖靈引導。  

內在聖靈將依據愛之律法引導，但那不是你曾知道的法律。你向來都遵循那些意圖在保護你安全

且避開混亂之律法。  

愛之法不知曉保護或混亂，只知曉真理，將引導人從相信有混亂的可能至不可能有混亂的真理。  

你完全無知愛之法，所以你不能判斷那些律法可能是什麼。當你與我在這途徑同行時，你無能批

評給你控制掌管行動的律法。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不要自己評估你應該做什麼或不要做什麼，因為你真

的完全不知道。對你是正確的也許對其他人是錯誤的，所以你也不能批評你的弟兄。唯一能做的是聽從

我的話語，相信所有給你去做的，對你而言都是正確的；所有給你弟兄去做的，對他也都是正確的。  

遵循你自己的引導，而不批評給他人的引導。 

全心充滿喜悅和確認者，將歡迎聖靈的引導，因為此心知曉引導是對的。不要信任你自想的心

智，它會考慮、評估和衡量去避開混亂，且渴望去避免所有可能遭遇的痛苦。這些就是畏懼的思維，只

會幫忙帶給你更多恐懼。  

用心靈來評估就是不作批評，只注意隱約存在的不評論之喜悅。這是知識之道。這是找到你應該

跟隨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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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跟隨聖靈領導者，將會認同真我，因為他將知道自己的權威。他將不去尋找對他來說是最好的

途徑，但是他將會問。他將不會評定他該做什麼或如何做；適時他自然將知曉。關於某件事該怎麼做，

他不會與弟兄爭吵辯論，而將會把所有事情都讓聖靈去處理，信任祂之方式和愛，也都是屬於弟兄的。 

 

 

 
(16章)  

這是個充滿法律規則的世界。我曾告訴你不要讓自己受這些律法控制，而接受我的權威，把自我

交給我。我將會引導你遵循愛之法，從這世界去理解愛之真諦。  

當我領導你與我沿著此途徑前行，我將教你在這個夢境中什麼是有理性該做的和什麼是不該做

的。信任我引導你航行於似乎是世界的法規中。信任我的一切決定和判斷。將一切都交給我，我真的會

引導你。  

如你能讓我掌管一切，萬事你都不需花心思或考慮，我將會引導你。我會引導你去知道什麼該做

而且什麼不該做。所以，唯一只需要你做的是，當我要求你做的時候，你有意願去做，而且歡喜的經歷

你所表達的自由。  

當你跟隨我的引導時，你將會發覺你在上帝之心中受到歡迎。你總是被上帝歡迎的，但只因為你 

的無知。你閉眼不去看你的價值。在跟隨我時，你將會開眼看到你的價值，也會了解你是被摯愛和欣然

接受的。  

當你知曉上帝歡迎你，你將也會歡迎祂。因為愛不可能拒絕對祂要求愛。你知曉你父答應你

「好」，你也應該以「好」回應你之父。  

你在弟兄所見到的歡迎和在上帝內見到的歡迎是相同的，那也是你給弟兄和給上帝的歡迎。你和

你的弟兄並沒有差異，而且你對弟兄的感覺和對上帝的感覺也無差別。 

你將發現弟兄內的憎恨，你也發現你對他的憤恨。這是因為你對上帝有憎恨，因此你現在無能完

全接受上帝。  

憎恨產生於畏懼，畏懼來自愧疚，而愧疚是相信你不值得父親之愛。因為你相信你的無價值，你

相信祂也評估你為無價值。因此你不歡迎你之父，因為你不期待祂歡迎你。  

這就是你所處的監牢。這就是根據你幻想的自我心智所製造的相信和期待之監獄。  

我來此顯示你另一種觀點。我願意在你自製的牢獄內見面，顯示你即使在那監牢裡，你也是自由

的。我願意與你同行，導引你走出監獄，使你能夠知曉你父之愛。當在你自關的監獄中看到父親給你之

歡迎，你將會看到祂無條件在你所幻想的萬事中欣然接受你。  

知曉你的父親之歡迎，將會使你自由。因為你無能再繼續假裝自己不受歡迎，你不可能再繼續堅

持渴望不去歡迎祂。知曉你父親的歡迎就是被歡迎，而被歡迎就是自由。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求你與我同行。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求你在所有萬事都信任我。你不知道你已經

是自由的，所以你相信自己被關在監牢中。我看到你是自由的，因為我知道你的父親之歡迎。來吧! 我

將顯示你之父對你的歡迎，然後你就會因為知曉你已是自由而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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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章)  

當決定與我同行時，你並不是在偏袒支持我這邊。用自我眼光來看，會看見偏袒。也就是在看著

一些人有某種目的，而其他人有另外一種目的，而且你似乎必須選擇要袒護一邊。看到有分派的就是在

選擇一邊來對抗另一邊，也就是看到紛歧和參與分派活動。在那兒，你將找不到我，因為我不存於分派

的感知中。  

只有獨一無二之目的，所以只能有一邊的存在。所有人都與我以此目的而同行。選擇了我，你就

不需要偏袒任何一邊。你選擇去看沒邊的存在。你選擇去蓄意的在這世界以唯一目的與我同。  

聖靈和自我的觀點不同。這並不是分岐，因為一個觀點是真理，而另一個是假的。這並非在說聖

靈是正確，而自我是錯誤，因為這在影射自我是一邊，且可以被評判。聖靈的觀點基於真理，給幻象真

解釋。而自我只是幻想的觀點，完全無真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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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幻相中，它也能在事實律法內毫不知情的運作著。  

因此，只有一邊是真理，也只有一邊是真存在的。萬事都是為在上帝而合作。這是聖靈的視野， 

也是真理的視野。  

我此時此地為你詳細說明聖靈和上帝之觀點如下:  

你是上帝之子，你總是上帝之子，且總是上帝的唯一獨子，因為那就是你如此被創造的。  

在創建你時，上帝給了你一切。祂延伸擴展自己所有的，然後稱所延伸的為你。那所創建的你也

就是我。所以我和你之間並無差異。為你也就是為我。這就是你的真我，總是永遠如被上帝創建時ㄧ

般。  

你和我並無不同，所以在事實中這些字語是完全無意義的。只是現在於你仍感知的自我與真我不

同之夢中，我的話還有用處。 

你是子。我是父。你是我存在的延伸。在延伸中，你也是我。  

然而，有一點差異，但是完全不能稱為差別。你與我不一樣，因為你並沒創造你的真我。是我創

造你。而所創造的你就如同初創時一般，也就是完全的真我。 

 

 

 
(18章)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求你將信心寄託於我。你已經忘記你是真我，且你也就是我。但我沒忘記，完

全記得我們。信任我將引導你記得你的真我和記得你之真父。  

聽著我，而且真正好好的聽我現在要告訴你極端重要的:  

凡你想是真的，對我來說都是假的。我知道這是真理。因此，  
我將要求你放棄你想是真的任何事，然後完全將信念交給我。 

雖然這對你來說似乎很困難，我的要求很簡單。當我說: 「你不知道你是什麼，所以你不知道該

做什麼。」時，我是在要求你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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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是真我的喜悅，你必定也會知道該做什麼。跟隨我而不要信奉自我所想的，你將會學到 

你的真我，而且你該做什麼。然後你將會知曉做事的喜悅。  

拋棄自我的想法、理由和一切自定律法準則。信任我。我將領導你理解和真見。  

去上帝之道是很清晰的，因為那是唯一無分歧之道。此道將引導那位似為許多部分組成者，能夠

記得他是單一無分裂的。  

不要因為你被要求去做的步驟和那些似乎是他人要做的事而焦慮。對這些步驟有焦慮就是相信分

岐。信任你的聖靈以及祂唯一的計畫。知曉萬事真的都是在為上帝共同合作。讓上帝在要它們展開時，

來呈現出各步驟。由認同你的聖靈來知曉你的工作任務。  

你將依據你之意願被引導去你的工作崗位。跟隨你的意願去那兒，你將會找到真我之獎賞。 

 

 

 
(19章)  

與我同行的途徑似乎分成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尋找。這是要開始信任聖靈的時候。因為此時

你不知道如何尋找和在何處找祂。在這個階段，祂只要求來幫助你。這是個很重要的階段，因為這是你

有意願的開端。此時需要很堅強的信心，因為在這時候，你可能似乎沒有多少聖靈存在的證據，但仍要

繼續而且有信心祂是存在的。  

我感激你在這階段與我一同踏入此途徑。雖然你也許尚未知道，要知曉我是與你同在，且引導著

你。這並非偶然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為上帝共同做事。  

在途徑的開始，似乎有需研讀、思考和質疑的時刻。可是在你的心智內，將會有更多的情況發

生。你將開始讓我解開鬆弛你向來斷然堅持的思維。能鬆懈這些誤信是非常重要的，這使你能夠展開第

二個階段來放棄你的思想。因此，不要因為這第一階段似乎花費很多時間而沮喪。這個階段對完整過程

而言是很重要的。  

在整個程序中，對我和內在引導有信念會很有幫助。跟隨著內在激勵和提示，研讀某書籍或去某

教師，但不需要覺得你須讀全部或求教所有老師。不要以為他們會有答案。答案都來自於你的內在。當

你願意鬆動在你心智中的老舊重複思維，書籍和老師們也許出現於你眼前，且似乎能夠幫助你。這是他

們來幫助你的角色，他們也感激能夠幫助你，可是不要從他們那兒期待更多。  

當你在尋找我而不知去哪兒找我時，你可能被自己無價值的意識誤導。不配和無價值將會騙你，

其他人都有你沒有的。這也許會誘惑你去接受原本不接受的。  

不要被你是不配的聲音愚弄。沒有人會有你沒有的。因為每人都是相同的。  

所以當你讀或聽那些出現於你途徑的教學，也要從內在去感覺它們在說什麼。如果是你該讀和聽

的，我將從你的內心告訴你去接受。你就會知道那是為你的，因為我已經如此告訴你了。如果你沒感覺

到內在的認可去接受專注你所讀的或聽的，你可以棄置它們，因為那可能不是為你的，或是現在要給你

的訊息。  

不要犯錯而批評現在不是為你的訊息或老師。因為他們可能是對其他的人是完美恰好，也可能是

在他們發展過程中最完美的。信任我，記住萬事都是在為上帝合作共事。然後去你該去之處，接受從內

心的引導，知曉導引皆源自於內在。信任真我，如此你也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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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內有一種有意識的論據和另一完全無知的推理。當你決定要聽那兩種似乎是屬於你，但截然

不同的理論，好像很錯亂。因此，我教你體我論調的特徵，也會教你聖靈正確論點的特質。這點將能幫

助你在心智中認出這兩種理由。然後你才可能選擇一種，而遣散另一種為無意義的。 

體我用的理由總是基於渴望保護自私的意願。它看到一個「我」和「他們」，而且只想要以踐踏

其他人的利益來保護私自利益。它可能要加入一個集團來保護那團體利益，可是總會相信它必須保護一

種而攻擊另一種。  

因此，自我的理論總是見到差異分離，而且期待攻擊。以一種或是另一種型態，它都預期被從自

己之外的某人或某事打擊。自我絕不期待愛或接受，因為它視自己除了配被攻擊之外，什麼都不配。  

因為體我期待被攻擊，而且想保護自己，防衛它所感知到的威脅，所以它必須自衛。這些自衛能

以各種型態顯現，可是總是基於潛在的渴望要保護自己不受攻擊。  

體我可能從事先發制人的攻擊策略，或進行有計畫的造謠中傷。他可能會規避或採取巧妙地操縱

動作。它以被害者身分來哭號懇求，希望能贏得外在的支持。它也可能用計謀打敗敵方，或提升自己至

假造的崇高地位。自我會利用許多防衛，包括拒絕承認、沮喪和痛苦，這些都是在設計保護自我意願來

對抗它想像和感知中的外來攻擊。  

體我預期打擊，因為它相信是應該受打擊。體我很畏懼，視自己一文不值，相信自己有罪。這也

都是它的特徵。這都是被畏懼、愧疚和一文不值感慫恿激發的，所以它完全基於那些無意識的相信，而

自我辯護所採取的行動。體我很少會意識到它所相信的，雖然它所相信的似乎已產生反應和所作所為。

這就是為什麼你必須要慢下腳步，問自己為什麼。在匆促的奔向似乎直覺是正確和自然動作或反應前，

你必須先安靜下來問自己為什麼要有此反應和行動。你必須繼續不斷地問為什麼，直到你能了解所有行

動和反應的性質為止。  

體我的性質就是基於畏懼、愧疚和無價值感，只企圖防衛自我不受打擊。你如果找到這些是你的

論證，你就知道自己是基於個人和私自意願。如此，你可以開始有意識的作選擇，且知道你要做這抉

擇。你不需為你的選擇而有罪惡感。因為上帝之子能自由選擇他選擇成為的。 

聖靈正確論點之特徵與體我的論調特徵完全不同。如果你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事或任何人開始要反

應或要採取行動之前，花些時間尋找為什麼，你將會知道你相信的原因基礎，你也將知道要選擇哪種的

意願。  

聖靈是愛，但你不熟悉愛，這也許並不是你能夠知曉而且跟隨的。因此，我告訴你愛的特徵是:

和平、接受、喜悅、認可或記得真我；而總是有單一無二之目的。  

在聖靈目的中，你將找不到分派隔離。從要防衛的渴望中，你也找不到正確理由；正確理由來自

於信任之意願。祂不會來自於畏懼，而是來自於愛和信念之計畫的運作中。正確理由只渴望要為萬事的

最高利益，看不見分歧且找不到愧疚。祂信任你的價值，而且你所信託的手掌。正確理由有意願「順其

自然，一切讓上帝接手。」 

當你跟隨著聖靈之理由時你會有意識，因為你的行動並不在爭取你預期的結果。那是在此瞬間的

一種完全信賴託付的行動，其他的一切則交給上帝。 

 

 

 
 



新約聖經使徒行  

 
 

18 

(20章)  

在鬆動原本固執的己見之後，你則已進入途徑的第二個階段。在這階段有許多方面和第一階段相

同，因為在心智中仍舊有些需要被解開鬆弛的思維。但因早先已有鬆動，在第二階段中，能讓你捨棄不

要保留的思維。  

在你之內存有光。所以當你開始注視著那些鬆動且被棄置的思維時，你不必害怕。你內有另個聲

音將告訴你，看著動搖被丟棄的思維是死亡。可是注意那思維並非死亡。  

在你的心智中存著由長時間所編織出厚重密集的相信羅網。我曾告訴你這些相信是如何產生的: 

你將所相信和批評的，重複繼續應用為有意義的，而已經在你的心智中造成了所見到的世界幻象。你在

這世界內昏睡著! 所以，放棄這些幻象才是清醒。  

在這個途徑的階段，對我有信心將會幫助你。你將受到強烈的引誘去離開不要聽所有我已經教你

的。  

我來幫助你，讓我解釋誘惑的來源，使你不會被它欺騙愚弄。  

引誘將似乎源自於你的外在，它們可能似乎來自於這世界的「事實」感，可是這「事實」性只是

幻影煙幕，會覆蓋你的心智。凡從心智感覺的壓迫，就是要引誘你繼續執著你的自我心智。  

這個世界全是渴望自我意願的反射倒影。這就是為什麼似乎充滿堅持他們的自我意願之體我個人

們。這世界完全就是如要製造的反影，但那只不過是基於心智中相信的幻象所產生的幻象倒影。 

如果看這世界而且相信它是真的，你就是接受強化心智中的幻想。你要丟棄幻想，就是要捨棄這

世界。捨棄和增強是相反的。  

你的誘惑來源是: 

在你的心智中有部分是有意願與上帝旨意相同，而另一部分意願則不要上帝旨意。那部分就是自

我意願的聲音。那聲音不放棄自我，那聲音愛戀這世界，因為人世反映出他所希求的。那聲音宣稱這個

世界是真的。所以那聲音是所有引誘的來源。  

你看著這世界的一切，將它們看成似乎是真實的，它們也將引誘你去堅持此種相信。可是這世界 

是不同自我意願的倒影。要聽從這世界就是要繼續認可幻覺是真的。  

你對我的信心必須超越你在這世界所見、所聽和所經歷的一切，這就是把真意願擺在幻覺之上。

誘惑是對假相的誘惑，要抗拒此誘惑就是渴求真理。 

自我意願似乎拼命地要爭取它的幻覺，因為幻覺就是那幻想意願之家。但不要被它所報告的曲解

玩弄。幻覺非真理，而你不要那種意願。  

謹慎的觀察你的心智，特別留神幻覺的存在。不要被這世界欺騙，能忽視你在這世界所見、所聽

和所經歷的一切，就是捨棄你的幻想思念。而捨棄虛假思維，就是從幻覺的束縛中釋放。這才是你真要

的，因為只有真理是真的，而你所尋求的就是真理。  

當你鬆開幻想的鎖鏈時，不要害怕會變孤獨，不要害怕你將會一無所有。因為上帝之光是你唯一

擁有的，而幻覺並不是你要的。在放棄幻覺後，你只棄置那些非真實的。非真實的並不會造成喪失。由

釋放幻象，你給自己的則全部是真理和真我。 

直到你不再需要我之前，我會與你同在，引導和保守你。我是你的聖靈，是你的教師，是你所鍾

愛的，也是你的嚮導。我是你的一切，因為我是你與真理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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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苦難中和受誘惑時，向我求助。我將不會讓你失望。我將接受你的意願之禮，而且給你所

有你要求的。我是你的支持者，而你是被扶持支撐著，我們共同將能夠鬆開需要被消除的一切。 

 

 

 
(21章)  

我們曾討論過你的理由在與我同行的途徑中很重要。這是一個很直接地道路，但是有許多迂迴繞

道。所有的迂迴等於耽擱。查問你的理由將會幫助你減少耽擱。  

每當被激發想要去做任何事情時，查問它是一種誘惑還是靈感。誘惑來自於體我，來自於畏懼， 

是渴求自我意願。而聖靈藉由你的意願去要聽從祂，而給你靈感提示。  

聖靈之意願是治癒。祂在這世界中沒有其他的意願或目的。當你聯合祂之目的，你的唯一目的也

是治癒，無其他的目的能使你分心耽擱。  

信任聖靈和祂之目的。祂所供給你的都是你要求的。這是領導你去聽從祂的真意願。這是知曉你

之道路的真意願。你聽從和跟隨祂。你的真意願是歡欣鼓舞之道。 

我將藉由恰當的理由領導你在這世界中做事。凡是我要你做的事，都是在為上帝之子，而不是為

了這世界。  

我將要求你去做那些似乎在這世界中合理可行且符合人世律法和理論的事。當我要求你做這些事

時，去做它，而且相信這是在以愛治癒一切。  

我也會要求你去做那些非與人世律法和論調符合的事。當我要求你做那些事的時候，也去做，信

任那也是為了以愛去治癒一切。 

現在讓我們討論什麼是你必須做的事。因為你在這世界的所有行為活動只是為了治癒心智之目

的。你的行動並不是你的目標。而只是一種表達於外的方法。達至目標之方法是聽從在心智中聖靈的聲

音。  

我們曾說過許多次，你所知道的心智是分裂的。此似有的裂痕是在分割虛假和真理。但分離真實

和虛假的並非分裂。非真的怎麼能夠使完整無分裂和真實的真理產生分裂呢?  

但在你無分裂的心智中，有分裂的幻象，而必須將幻象帶進真理中被治癒。如要使痊癒發生，你

必須做一件事:你必須要有意願去經歷虛幻，然後把它交給真理。在交給真理之後，虛幻不能停留，因

為它完全喪失存在的根基。  

這就是為什麼你必須有意願留神注意心智中的思維，而不能怕它們。因為怕它們就是把它們當

真。你選擇把它們當真之後，你則被虛幻思維監禁而無能逃脫。  

這是為什麼我告訴你，自我意願就是對人世的貪戀渴求。如此，你才不會想要有這意願。不要把

世界當真而渴求它，讓它在你心智中變成毫無目的。  

否認這世界之目的，你就選擇了與我有共同目的。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治癒那完整不可能被分

裂之單一無二的意願。 

選擇虛假或真理是給你的唯一選擇。選擇虛假就是在否定真理，而耽擱認知原本就是的真理。  

在你選擇信念和治癒的正確理由時，讓安寧降臨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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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章)  

在與我同行途徑的第三個階段，是引導或服務的階段。此時合併融會將會發生。經由你的意願，

我將願意藉由你來運作我的意願。  

在這階段之前，兩件事必須先發生:你將繼續鬆弛和放棄自我思維。因為鬆弛和放棄是治癒的途

徑。直到你知道已經完全被治癒前，必須繼續鬆解思念且放棄它們。 

當達至第三階段時，你已經完成足夠的鬆弛和清除，使你能有意願去真見。你將接受所有視域，

而且全部交託給我。這就是有意願把自我意願棄置於一旁。 

在與我同行的第三階段中，你將會知曉我的存在，因為你的信念將會對我張開你的雙眼。你將會

知曉你在被引導且被照護著。你將繼續會把更多託付給我。 

這就是我們意願之併合如何發生的。併合藉由你有意願託付給我。當你看見屈服於和平安寧的證

據時，你將會更願意託付更多給我。  

當你放棄自我意願，視其為無意義且也不再渴望它時，那來替換填補空間的就是你的真意願，也

就是我。那些似乎不同隔離的私人意願，將逐漸變成單獨意願，直到所有「差別」明顯的不曾存在。只

是你選擇不去看見和理解私自意願，你的真意願就是我。現在你看見了，所以你知曉真意願就是我。  

質疑你的理由，往內自省。真答案在你內心。詢問你是誰，而傾聽去知曉。那答案將會給你。 

 

 
 

(23章)  

在與我同行之途徑，事情並不見得會變得似乎比較簡單。其實反而可能變成非常、非常艱難。這

是有原因的。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現在要你特別注意聽我說。  

你把自己看成為分離的個體。我已經告訴過你，你並不是。如果你並非與其他一切是分開的，那

麼其他的一切必定是你的部分。這是你不能與其他任何分離的唯一方式。  

當你看著人世，你看見殘酷。你所看見的刻毒傷人的行為或語言，都是與你分開的。然而，你如

果真誠實，你知道那些殘酷也是存於你內在的希望。很重要的是注意到殘酷是一種心願。因為希望心願

並非是你。你希望成為非真我，可是你還是想假裝成為那你心願中的自我。  

仔細地聽我說。你完全並非如你希望成為的那位。這世界也並非如你想像的。你所經歷的是你所

希望的表達，可是一個希望並非所希望的。  

若要看見超越你自己編織的希望，你必須能除去那希望。這就是為什麼當你與我在這條道路上同

行時，事情可能似乎變得很艱難。我來顯示給你自製的希望，所以你能選擇放棄那希望。  

你自製希望，但你卻否認是你編造的，不主張它是你的。你把自己編造的心願看成一種可惡的

罪。你害怕面對它勝過一切。可是，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須知道，如不面對它讓它消失，那希望將繼續會

存在而維持為你的心願。你已經製造的希望含有你所給它的一切力量。希望將如此繼續存在，直到你能

面對它，而且選擇不再如此希望。  

因為你將無意識的畏懼你的希望，不自知自己在做什麼，你將會盡力的避開面對你的心願。你將

會不自知的掙扎去保持自我否定。可是繼續否定，就是在保持你的希望。否定並不是你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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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就是在耽擱延遲。躲避也是在耽擱。即使這恐怖世界中似乎暫有的和平和快樂，也是在拖

延。放棄你的希望，不要被自己愚弄。你真心要被治癒。你必須面對那使你生病的，接受它是你自己給

予力量的希望，而且選擇不再要有病。 

 

 

 
(24章)  

不要害怕面對你的指控者，不要害怕痛苦。期待盼望著有機會去看見你的希望，而且了解所有希

望都是假的。  

希望的結束就是幻象之結尾。面對你的希望然後把它取回來。這是你面對的最大之解放! 這是你

往自由之道。  

當面對著你的希望，要知道所有一切可能不是很簡單的。這是因為你根深蒂固的相信，使你的希

望對你來說很真實。當你面對你害怕的心願，你必須記得一件事:  

你所看見的全是假的，你必須面對它來否定它。 

當你否定那似乎是真的時候，你只是在對自己誠實。因為它向來是假的。緊緊抓住我不放，作為

你的勇氣。堅持你的信念，信任你所相信的都是錯誤的。  

在你完全準備好要看之前，你將不會完全面對你的希望。記住你是自由的。無能給你那些你無意
願接受的。直到你能準備好，你的希望將會繼續被掩藏著。它能被看見，可是你將選擇不去看。而我會

與你同在，依據你的意願給你力量，走向你真要看的希望。 

 

 

 
(25章)  

你不知道如何去看，所以你會害怕看那些沒有什麼可害怕的。讓我顯示給你如何去看，所以你不

再害怕而願意與我在這途徑上同行。 

這個世界是假的。像一齣演員扮演各角色的戲劇。只是在這世界舞台上，大家都已經忘記了劇本

的存在，所以相信扮演的角色都是真的。  

這齣戲有許多結尾，就像影片劇本需剪裁成許多部分，讓一個角色選擇踏出劇場。但如果一位演

員相信而且專心一意的表演他的角色，他將會錯過下場的機會。  

當你在讀這段保羅故事時，把它看成是個劇本，就如同你的生命也是一個劇本。想像你自己是在

扮演保羅的角色，看戲劇如何的發展下去。想像你自己也在那戲劇中表演。 

當你在表演保羅的角色時，你有許多選擇要如何演此角色。你可以完全變成保羅，而完全忘記那

只是一個劇本。你可以把猶太人看成你的敵人，在你的心智中努力鬥爭他們。但如果你選擇如此，你就

無意識那只是個劇本，你將忘記去觀察和等待那領導你下場之信號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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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當你演保羅的角色時，選擇不同的方式來表演。你可以看著那些羅馬人和猶太人，記得他們

全是劇本中的角色，在與你一同表演。他們可能似乎忘記他們在扮演那些角色，但你可以觀察他們，為

他們記得，所以你能以劇本的觀點來看他們的表演。 

當你記得劇本的存在，所有戲劇性則被消除，而將能以愛的感覺替代之。因為那時你能看見每位

演員唯一目的是在依照劇本為你扮演。所有扮演的角色都在使劇本能夠發展至你出場之刻。每位演員都

是你的弟兄和你的解救者，完全運作來幫助你去找到劇本剪裁釋放你下場之處。  

當劇本再繼續演出，你也許開始了解對弟兄們的喜悅和感激。因為萬事都是在共同合作，領導你

結束戲劇角色任務。 

 

 

 
(26章)  

在這一齣戲劇中有原因要你來扮演你的角色，而且有原因讓這個劇本繼續發展下去。當你在扮演

你的角色時，記得這只是劇本中的角色，其他人也將從你所扮演的角色中看到劇本的存在。如此他們也

將鬆弛對這場戲的執著，而能夠從你開始也超脫劇本。且從他們，其他的人也將會清醒，直到所有人都

能離開這舞台劇為止。 

 

 

 
(27章)  

在此途徑跟隨我時，沿途似乎會引導你至許多地方和許多休息處。各地和每次停頓都有其目的，

都是在增加你要追隨我的意願。  

如果你要從世界劇本退出，與為上帝子之師的我聯合，你必須願意於萬事都隨從我。你必須願意

只聽我的。如此，你將被引導至能增加你的信念和仰賴我的練習情況。  

如果你只傾聽我，每一個情況都是學習機會。因為我將永遠愛著你和教導你，不會讓任何機會喪

失。但你必須能記得要聽我，如此你才能作決定: 

在每一個與我同行的情況和處境，我將與你同在，提供你援助和輔導。我
絕對不會不在那兒。你絕對不會犯錯而把我趕走。真的，如果你有意願看

我就是解決萬事的答案，你就只能聽我的話和接受我的援助。 

如果你選擇要限制邀請我幫助你的情況，我的幫助則被限制住。如果你自
己選擇要去自行解決問題，你則聽不見我給你的答案。我總是與你同在且
能幫助你。毫無例外的，我總是在那兒。但你必須要有意願認知我且接受

我的存在，你才能接受我就是你的真我。 

當你做好準備要放棄對自己的信任，你就是已經準備好來接受你對我的信任。當你看到自己的答

案並沒帶給你和平，你將準備好來接受我給你的安寧。  

信念不可能發自於懸疑和焦慮中。你必須有意願把那些交給我。提心吊膽和焦慮就是代表你缺乏

信念。在那種心境內，你找不到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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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誘惑要害怕或被引誘去擔心時，你必須記得我。且記住那些畏懼、懸疑和焦慮都是表達你相

信沒有我的存在，因此你是孤立的個體。然而，若願意在你內心和靈魂深處察看，你知曉自己並非孤

獨。你知曉你所怕的孤獨和被遺棄是一種幻象，不可能是真的。  

由此種知曉後，內在的覺醒將不再離開你，你將發覺你有意願把畏懼和焦慮擺在一邊。和我一同

安靜下來。去你的寧靜之刻。然後在那知曉處，安頓且沉澱雜念。就在那兒，你會找到運送你至我處的

滋潤營養。在安寧之中，你將找到信念。在安寧之中，你將認同我。  

當你似乎充滿戲劇性而無法靜止時，很有幫助的是要記得那只是你心智中的劇本。看著它繼續發

展，而信任在劇本後面有股力量存在，你將在混亂中找到寧靜。你將認同喜悅。如此你能為那些似乎尚

未知曉者，幫助他們知道內在的安寧。風暴動盪的大海中，你將藉由內心安寧提供聽見我的方法。由你

的信任和保持有超越劇本力量存在的可能性，你將會幫助這劇本和所有演員與我一同演出。 

 

 

 
(28章)  

「保持你的機智」就是必須記得要傾聽我。在任何情況，你必須忘記那第一發言的聲音，而願意

傾聽我。我不會試探讓你等後。我現在就已經準備好來回答你。可是你必須要有意願不理會那首先發出

的聲音，然後要求由我來給你答案。  

上帝之愛總是與你同在的。你永遠在祂的懷抱中。你必須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此事實不可能變成

假的。當你在祂之內鬆懈放心，你將會知曉你是被支撐擁抱著。當你在祂之內放輕鬆，你也會知曉你被

祂保守著。  

我現在所給你的訊息很簡單: 

萬事都由你決定。 

你是神聖的，且是被祝福的自由上帝之子。沒有任何能夠改變你。你永遠是如父創建你時一般，

不可能從你那奪走任何自由。  

你自由地按照劇本來表演，全是在於你自己要自由的扮演。上帝之子啊，你要演多久就多久。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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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自作的劇本也不可能限制你。只要願意

選擇，你就可選擇。然而當你準備好時，有另一個劇本的存在，我就是那真劇本。  

在這世界舞台，你有兩個選擇:選擇依世界劇本表演，或不理會那劇本。體我的聲音是這世界的

劇本，因為它選擇表達自我意願。聖靈的聲音是離開這世界劇本，而選擇行使運作真我，且是完整的自

由。 

於你選擇哪種聲音時，上帝祝福你，孩子。你是自由而且是自由的表達。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