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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復習 介紹 

 

我們又開始複習，知道這是為練習課程下冊作準備。今天開始，專注於準備下冊的練習功課，學

習如何應用真理。我們以復習才上過前 20課的中心概念來作適當準備。第四段復習以及接著的 20課

之目標即是如此。因此，再次以上述方式來唸這 20課的中心概念將能幫助我們成功地學習。 

有一個主題聯繫著我們的每個準備步驟，簡單的說就是: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這是個事實，代表你父親和你是真我之真理。即是由此思維，你父親贈與創造之禮給獨子，因此設定

了父子的共同創建事實。由此思維完全保證了祂之子得到救靈復健。因為在獨子的心智中，沒可能產

生任何非與其父共想的思維。缺原諒的思想會阻檔獨子對真理的理解，那是永恆的真理。 

讓我們先暸解一些可能被特意遮掩缺原諒的各種形態。因其幻覺本質，使它們無被感知成其真面目；

缺原諒實際是種防衛，在試圖保護遮蓋缺原諒的事實，使它們不能被認出。它們的目的是要顯示你其

他用來延遲應該糾正錯誤的自欺。 

然而，你的心智只存有與祂共想的思維，你的自欺無能取代真理。即如同一個孩童以為丟下一根小

棍子到大海中，就能改變海潮的來去、使太陽增高海水溫度，或加深夜晚月亮的銀彩色。我們每天已

開始花些時間來準備用心智學習當天所閱讀的練習，讓每個練習教導我們所要了解的意義。 

每日準備心智來學習能供給你自由和安寧的概念。打開心智，清除所有會欺騙的思念，讓下述的唯

一思維完全運作來除去其他的想法: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用 5分鐘專心想這概念，已足夠讓上帝之思維掌控你整天會接到的所有雜念，也將一整天沿順著祂所

派遣的任務運作。這些並不是你單獨想到的，因為所有這種思維是與祂同想的。因此每個思維會帶來

祂對你摯愛之訊息，也會還給祂你對祂的敬愛。即如祂的意旨，你心智成為能與祂共融相通之招待所， 

祂之心智也能供給你成為與祂融合之棲居處。 

在做好準備後，只需閱讀當天分配復習的兩個概念。然後閉上眼慢慢地默念那概念。現在不必著急

了，因為你在依據祂的設計來使用時間。讓每個字用祂之光照亮，由祂之音給字語的意義。讓每個複

習的概念為祂贈與你以及你送給祂之禮。除了如下述形容的之外，我們無須有特定形式: 

用給你的當天概念作為一天的開始，花點安靜時刻想著那天所教的概念。然後，毫不急躁的重複幾

次那概念，直到能看出它含有贈你之禮，然後接受這要給你之禮。我們不增添其他思維，讓那概念保

留其本來的訊息。除此之外，我們不需要有更多來使我們快樂、安歇，和無止境的安寧。我們完全確

信父親意願其子從祂那繼承產業。 

我們以每天複習來開始和結束一日，重複那第一個使我們整天受祝福和快樂的特別概念；藉著此信

念，將世界從黑暗恢復至光明、從哀怨恢復至喜悅、從痛苦恢復至平靜、以及從罪咎恢復至神聖。上

帝感謝你的練習和珍存祂的話語。當你睡前，再將你的心智想著這概念；在祂意旨要你永遠有之安寧

中，並於現在就學習如何再度取獲繼承的產業，祂的感激將環繞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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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21] 「原諒是快樂之鑰」 

 

[122] 「原諒能供給我所要的一切」 

 

第 142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23] 「我感激吾父之禮」 

 

[124] 「讓我記得與祂是相同的」 

 

第 143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25] 「今天，在寧靜中，我接受祂之語」 

 

[126] 「所有我給與的也是贈與給我的」 

 

第 144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27] 「只有祂的才是真愛」 

 

[128] 「在我肉眼所見的世界中完全無真我所要的」 

 

第 145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29] 「此世界之外有我要的真世界」 

 

[130] 「不可能同時看見兩個世界」 

 

第 146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31] 「凡祈求取得真理者不會失敗」 

 

[132] 「我丟棄所想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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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7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33] 「我不珍惜無價值的」 

 

[134] 「讓我領悟原諒之真意」 

 

第 148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35] 「我作防備護衛等於我已被攻擊」 

 

[136] 「疾病是在防衛抗拒真理 」 

 

第 149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37] 「當我痊癒時，非只是我單獨被治癒」 

 

[138] 「天堂是我必須作的決擇」 

 

第 150 課 「我心智中只存有和上帝共想的思維」 

 

[139] 「我意願撤銷分離，復原與上帝聯合為同一性」 

 

[140] 「只有救靈才能稱得上是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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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1 課 「一切皆為上帝聲音之迴響」 

 

沒任何人能憑著部分的證據而作批評，那不是評斷，而只是種以愚昧和疑惑為基礎的個人意見罷

了。那似乎很確信的意見只不過像是一件披風在隱藏其內心的不確定。它需要無理智的強辯，因為它

是無理性的；雖它的防衛狡辯似乎毫無疑問的有強迫說服力，但深藏在底下的全只是懷疑不安。 

你似乎未曾懷疑過你看見的世界，你從不質疑肉眼所顯示給你的一切。雖然你已經學了很久，知

道感知會欺騙你，你不曾捫心自問為什麼你還要相信你的感知。更怪異的是，當你停頓片刻，回憶有

多少次你的肉眼的確會提供給你錯誤證詞，它們必定是有瑕疵能欺騙的見證者，而你卻仍舊要選擇相

信肉眼所報告的細節。為什麼你毫不保留的要信任它們？那且不是因為要以表面的肯定來掩飾潛在內

心的疑惑嗎？ 

你怎麼可能批評和判斷？你所作的判斷是基於你的感知提供的見證，還有什麼能比那偽證更虛假

的？但除此之外，你還能用什麼辦法去評價肉眼所感知的世界？你對視覺和聽覺的可悲信心讓你相信

它們所做的報導；你相信手指能摸到的就是真實的。這是你所能了解的意識，因此相信它能比上帝發

言者(即聖靈)更真實。 

這真能稱為評斷嗎？你常常聽到要節制自作的批評判斷，這是因為你沒有能力去評斷。這並非要

剝奪你的權力。你只能相信體我的評斷，它們全是錯誤的。體我會特意的誘導你的感知來證實你是多

麼脆弱無力、多麼無助及害怕，而且多麼擔憂你的所有烏黑之罪和可恥之過失會受到公正的處罰。 

體我告訴你，你能護衛自己。你也頑固堅持的相信體我所說的自我才是真正的你。然而，你隱藏

在內心深處，則是在懷疑體我所顯示出的不是真我。這就是體我的自我詛咒，因為所見到罪都只在它

自己內，而它從你身上所看見是它自己的絕望。 

不要再聽體我的話：它送去那些證明它自己的罪就是你的證據，都完全無知於它們(看、聽、嗅和

觸覺等)所確信的；但你對它們的見證仍是盲目的，因為你不要承認那指使它們的君王(體我)都無能

克服它自己的困惑。你相信懷疑體我的部下(眼、耳、鼻和觸覺) ，就是在懷疑自己。 

然而，你必得先學習懷疑它們所給你的證據，才能騰清認識真我之道，讓聖靈為你判斷什麼是值

得你相信的。祂將不會教你憑著你肉眼所見到的、從口傳入你耳內的，或從你指頭觸及的感知，作為

批評他人的證據基礎。祂會超越這些為上帝摯愛之子作偽證的無聊證人們，而只認知上帝心愛的；於

祂看見的聖光中，所有體我夢幻都在祂燦爛閃耀的視覺中消失。 

讓聖靈來裁判你是什麼，祂之確信是基於永恆真信念，其強力信念使得所有疑惑和不確定在祂眼

前變得毫無意義。基督(即上帝子)不可能疑惑他自己，上帝之聲(即聖靈)只會榮耀他，因基督的完美

和永恒純淨而歡欣。 

那判定為上帝之子者只會把罪當笑話，且不再意願繼續玩用缺愛感所製造的玩具；在基督神聖面

容之前的歡欣，能完全忽視無聞身體的作證。你就是被祂判定為基督者。接受且確信祂所認定的你，

祂見證了創建者的思維所創造完美的你。 

身體對那位知曉父與子之榮耀者會有甚麼意義? 那子能聽見體我在耳語什麼? 能用什麼來說服祂

你的罪(即缺愛)是真的? 也讓祂來判定你在人世似乎面臨的所有一切。祂所教的課程，將幫助你彌合

幻相和真理間差距隔閡。 

祂將移除你給痛苦、災難、哀傷和喪失的信念；祂將給你真視覺去忽略那些殘酷外表，而能在它

們中看見溫柔的基督面容。你將不再懷疑只有最好的會降臨至上帝摯愛之子，因為聖靈會判斷所發生

的各個事件，而教你含於它們中的唯一教訓。 



第一百四十一課至第一百七十課 

 

5 
 

祂會從你所經歷的一切選出那些代表真理的部分，漠視那些反映出無意義夢境的部分；然後以祂

那完整確信聚集合一為單獨參考架構，而重新解釋你肉眼所見到的和所有似乎發生在你肉體的各種經

驗和情況。 

因此，你能超越恨的幻象而看見愛、在萬變中看見持續一致、在罪過中看見純淨，而且最後在人

世中只看見天堂的祝福。 

這就是你的復健重生，你的生命並非是你以肉眼所見到的一切。你的真生命在神聖中，如同祂一

般神聖，是超脫肉體和人世。由所有人和事，祂用聖靈只告訴你真我和與真我融合的創建者，使你在

萬事中只目睹基督神聖面容；在萬事中只聽到上帝聲音之迴響。 

今天除了默禱「一切皆為上帝聲音之迴響」外，我們練習不用字語。今天的開始，我們介紹這單

一思念，重複緩慢的默念，然後看著我們的思潮，靜靜地懇求那位能選出代表真理部分之聖靈，讓祂

評估每個穿進我們心智的思維，讓祂洗清有被夢幻沾染的部分，再還回無含任何與上帝意旨衝突的潔

淨思維。 

把你的思想交給聖靈，祂會還你奇蹟:喜悅地宣稱上帝旨意是要其子的每個思維能夠如此的轉變而

圓滿和快樂，作為祂永恆之愛的證據。藉由那只見到真理的祂之心智，必定開始會具有治癒能力，不

會再被錯誤侵入心智的想法欺騙。所有幻想威脅已經消失了，只剩餘能夠聯合於完美的真思維，且提

供各處真善美的思維。 

在睡醒後，如上述練習 15分；睡前再次高興的練習 15分。在淨化你的所有思想後，即可以開始

屢行為聖靈做的事。如此能引導你如何去教上帝之子的聖潔性。當你聽見聖靈給上帝之子的敬重，沒

有人會不要聽的。每人皆會與你分享聖靈在你心智中重新翻譯的思維。 

這就是你的復活節季，你用贈與世界雪白的百合，來取代所見證的罪過和死亡。由你的基督聖容

顯現，整個世界也因而得救，歡欣的由罪惡感中解脫。現在，我們向修復且歸還我們治癒的心智的聖

靈，欣喜及感激的提升復活之心智。 

我們也要每小時記得我們的重生和救靈者，當我們誠摯的感激祂時，整個世界與我們聯合一心，

欣喜地接受我們允許天堂更正且淨化的神聖思維於心中。現在我們開始為祂做事，讓這喜訊傳佈於世

界:真理內不可能存幻相，上帝之寧靜安詳藉由我們為管道，能夠傳達於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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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2 課 「決定力量完全是在於我自己」 

除了自己決定要有損，沒人可能遭受損失；除了自己要選苦境，沒人能受痛苦；除非那會帶來他所期

待的效果。沒有任何人可能悲哀、害怕、憂慮或相信自已有病。除非先得到自己的同意，沒有人會死亡。

每件事情的發生皆只不過代表著你所希望的，絕對不會忽略掉任何你已選擇要有的。這就是完全包含著各

個細節你要有的世界，這也是你的完整事實。然而，也是只有從你所撰寫編織的世界中，能得到解脫和復

健。 

你也許相信這種論調太過極端，包括太廣泛，所以不可能是真的。然而，真理能會有例外嗎？如果你

已經擁有一切，怎麼有可能損失？痛苦能夠是安寧的部分嗎？悲哀能夠是喜悅的部分嗎？畏懼和疾病怎麼

可能夠侵襲存在充滿愛和完全神聖的心智？ 

真理必定是完全概括性的，否則不能稱為真理。真理沒有相反或例外的可能，如有這種可能，則會否

定了整個真理。救靈復健僅在重新知曉「真理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你曾聽過這句話，但也許尚未能完

全接受這兩部分。然而，沒前半句，後半句變得沒意義；少了後半句，前半句則不再是真的了。 

「真理不可能包含有與其相反的」，這概念不可能會過度重複地想著或說太多次。如果假的也是和真的

一樣都是真的，那麼真理的中間包含有假的部分，此真理則失去了意義。只有真理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這最簡單之分辨，也是最常被掩埋的。並非因為有困難去感知真假的辨別，而是被那一長串似乎非能自主

的選擇遮蓋著；因此真理能顯現成無一致性的假相，而且那些矛盾衝突似乎變得不是你自己邀請進入的。 

如果你是如上帝創建時一般完美，你必定是永恆不變的，依此定義，任何變化的狀態是假的：包括所

有情感的轉移、身體和心智狀況的改變，以及所有意識及其反應出的感知。這種包容萬象設定了真和假間

之隔絕，而且把假的與真的分開。 

你相信能自製所看見的世界是種高傲，不是很奇怪嗎？你能肯定的是，上帝並沒製造你肉眼所見到的

世界。祂怎麼可能知曉這短暫朝生暮死和充滿罪過、愧疚、畏懼、痛苦、孤獨，而且心智會生存在那終究

必老死的肉體中？相信祂製造了這似乎充滿那些有真實感的世界，你只不過是在指控祂有瘋病；只有精神

錯亂者才可能製造編織這種世界，但是有精神錯亂的並不是祂(而是你自己)。 

想著上帝會否定祂自己的旨意，製造混濁、編織反真理，且以死亡來征服生命者，才是高傲的。謙虛

者即刻會了解這些絕非屬於祂的。你能看見非祂所創建的嗎？想像你能看見，是相信你有能力去看見非祂

旨意要發生的，還有能比這更高傲的嗎？ 

今天讓我們練習真謙虛地接受自製的此種世界。決定力量完全是在於我自己。只要決定接受與祂為宇

宙共創者的角色，由你思想自製的一切都會消失。那些油然而生的意識則是你原本就有的，如同此瞬間的

永恆，來替換那想篡奪聖父及聖子之聖壇的自欺。 

今天練習真謙虛，丟棄體我企圖用來證明真謙虛是自大的騙局。只有體我是自大傲慢的；真理謙虛地

認知自己是強大有力、永恆不變的完整，是包容萬象的，是上帝贈給祂摯愛子的完美之禮。我們練習放棄

那些宣稱自己有罪、害怕、自愧的那種傲慢；而用真謙遜提昇我們的心智，像創建者一般，有完美潔淨之

愛與力量。 

決定力量完全是在於自己。由祂中，我們接受自己的真我，謙遜的認同為祂之子。認同上帝之子意味

著我們已經放棄自製的體我形相，且看穿體我是假的。體我的傲慢已經被識破了。在上帝之子謙虛的輻射

中，我們喜悅的接受擁有子的溫柔、無罪、父之愛、進入天堂之權力和從地獄的釋放。 

現在，我們一起聯合歡欣地承認只有真理才是真的，所有欺騙是假的。早晨醒後，用 5分鐘如此練習

真理，用「決定力量完全是在於我自己，今天我將接受父親旨意所創造的真我」來重複地鼓舞畏懼的心智

繼續練習。然後在寂靜中等候著，放棄所有的自欺，而謙虛的要求我們的真我顯示祂的存在。未曾離開的

祂會再度返回至我們意識中，我們會滿懷感激地依照上帝意旨復健祂的家園。 

在一整天耐心的等候祂。在每小時用清晨醒後的第一句「我擁有決定力量」來邀請祂，再以同句做為

一天的結尾詞。聖靈必會為你的真我和你之父應答。祂會用上帝之安寧取代你自製的恐慌思維，用上帝之

真理交換你的自欺，並且以上帝之子我調換你自製的體我。 

 



第一百四十一課至第一百七十課 

 

7 
 

第 153 課 「我的安全取決於我不作防衛」 

 

若因為這世界的無常而感受到威脅，你則要好好注意今天的課程：它的轉換好運、它的挖苦滑稽、

短暫人世間的關係，以及所有暫時讓你借用，但會被取回的「禮」。這世界不會供給你安全感的。它

基於攻擊(即防衛)，所有衍生似如安全的「禮」，也只是虛幻的詐騙。它在攻擊且重複攻擊。在這種

危機威脅處，不可能有安寧的心智。 

因為世界的威脅感會帶給人憎恨，憎恨使攻擊似乎合理化；在你被真激怒後，以自衛之名使得攻

擊有了正當性。此世界只會使人要作防衛。實際上，防衛反而對你有雙重的威脅。因它證實了自己的

脆弱，所建立的防衛系統毫無效力。現在你這位弱者受了更多的傷害，不但遭遇外來的叛逆，還得忍

受自己內心深處更毒惡的背叛。這心智已迷糊了，不知該往何處才能逃脫它自製的幻境。 

這就類似被一個鎖鏈拴緊的人，加上另一個鎖鏈，又再加上另一個鐵鍊來緊綁住自己，直到逃脫

變得完全無望且永不得獲取。攻擊、防衛；防衛、攻擊成為每天、每時、每刻專心盤算的，就如此惡

性循環的將心智囚禁於銅牆鐵壁內。那厚重鐵鍊繞完一圈後又重新開始繞一圈。枷鎖一環環地扣緊心

智，直到似乎沒有中斷或盡頭。 

防衛是體我所有勒索中的最高價碼。它們瘋癲到極點，使得理智的希望似乎僅成為無可能性的渺

茫夢想。這世界慫恿你應該小心防備各種威脅，其瘋狂及強烈的程度，是遠超出你能想像的；你完全

不知道它那精心傑作的毀損所產生災情之嚴重程度。你是體我的奴隸。你過度怕它，而不知道自己在

做什麼。你並不了解你已被迫犧牲了上帝所創造的真我，只感覺到體我的鐵掌緊抓著你的心智。 

你也不知曉所作的「防衛」措施是在蓄意傷害祂的神聖寧靜。因為在你眼中，你把上帝之子看成

被幻想、夢境，和自製的幻相攻擊的受害者；然而，在這些幻想中似乎是無助的你，只能求助於更多

的幻想和夢境之防衛措施，給自己帶給暫時虛幻的慰藉與安全感。 

不作防衛就是力量。這力量見證你已經承認你內心存在之基督。也許你還記得正文提到：你的抉

擇只在選基督的力量或你自己的脆弱。不防衛者絕不能被攻擊，因為那表示已認清自己擁有之力量是

如此強壯，使得攻擊顯得極愚蠢，如同一位疲倦的小孩已經睏得記不得自己要什麼，但還要撐著繼續

玩無聊的玩具。 

防衛是脆弱無力的。防衛即是宣稱你已否認是上帝之子，因此開始怕父親會生氣。在所相信的邪

惡世界中，你幻想看見了發怒的神明，誰能將你救出來？現在，只能用幻想來製造你的敵人，且也只

能用幻相來作防衛。 

今天，我們不要再玩這幼稚的遊戲。我們的真目的是在解救人世，我們不會用這種愚昧來取代在

人世功能所帶來之無盡喜悅。我們不會因正巧心中閃過的幻夢碎片，而讓歡喜溜滑失落；也不會誤認

上帝之子為夢中的角色，或將它瞬間之夢誤信成永恆。 

今天我們要看穿所有夢幻，知曉我們無需任何防衛，因為我們被創建成無懈可擊的基督真我，此

真我不可能存有任何攻擊想法、希求或夢想。現在我們已拋棄所有害怕的思念，不可能再有畏懼感。

在無防衛狀態中，我們受到完全的保護，寧靜的確信我們的安全和得到救靈復健，也肯定能實踐所選

擇的目標:為聖靈作事，將神聖祝福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安靜片刻吧！默想一下你的目標是多麼神聖，你的安寧在那目標之光芒中是多麼被安全的保護著。

上帝的工作者已經選擇要於內心中保存真理。誰能比他們還更神聖？誰能比他們更肯定他們之福是保

證完整的？且誰會比他們能被更壯大的力量保護著？凡是被祂派遣和他們自己選擇來作奇蹟工作者，

有可能需要任何防衛嗎？ 

奇蹟工作者的功能是在幫助他人作類似的選擇。上帝創建且選擇了全部為奇蹟工作者，但只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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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明白祂的旨意也是他們自己的意願。當你不去教已學到的，黑暗會殘酷的將人世監禁著，救靈復健

只好等待著。如此，你也無能知曉曙光已降臨，你已經脫離黑暗世界了。因為，在你把光明帶給他人

之前，你看不見光明。直到他們由你手中接到光明後，你才會認出自己已經擁有那光明。 

消除幻覺的救靈可被想成是快樂孩童們所玩的遊戲。救靈是由愛祂子之父所設計的，祂用這欣喜

的遊戲來取代他們自製的恐怖玩具，且用來教他們恐怖的遊戲不曾存在了。用快樂來教導人玩的遊戲，

沒人會輸，每一位玩家都會贏，而且他所贏的也會讓所有人享受共同利益。當孩童們開始看出救靈所

帶來的好處時，他們自然會樂意放下自製的恐怖玩具。 

你曾喜歡玩假想遊戲:被父遺棄、完全絕望、孤獨而恐懼地處在一個由罪惡與愧疚編織的瘋狂和

恐怖世界中。現在，那遊戲已經結束，你可有快樂了。現在於安寧時段內，我們收起用愧疚製作的玩

具，把那古怪幼稚的罪惡思念永遠鎖住，不再允許它們進入天堂及上帝之子聖潔的心智中。我們只在

人世停頓片刻，玩著最終結快樂的遊戲。然後，去那正確崗位上，不再玩無意義的遊戲了。這是故事

的尾聲。讓我們在這一天將完結篇與此世界拉近一些，使所有人逐漸學習到：他所讀的故事中的那些

恐怖的命運下場、落空的希望，以及想要對抗無可逃離的復仇可悲之防衛企圖，都只不過是他自己的

錯覺和幻想。奇蹟工作者已來到，將他從自編自導之扭曲故事與迷惑混淆記憶黑暗的夢中喚醒。一旦

學到這些都是假的，上帝之子終於可展顏微笑了。 

今天繼續使用練習形式一段時間。在一天開始，我們專注於當天的概念，盡可能愈久愈好。現在，

至少用 5分鐘為今天做準備，以救靈撤銷幻想作唯一的目標。10分鐘會更好，而 15分鐘更佳。當不

再對目標分心時，我們將發現，即使半小時與上帝同在都嫌太短。在晚間，我們也會喜悅感恩地意願

花至少同樣長的時間練習。 

當我們記得忠誠地與祂分享其旨意，每一小時的練習都會更加深我們的寧靜。有時，在每一小時

來臨，我們也許只能練習一分鐘或更短的時間。有時，我們可能忘記作練習。另有些時候，人或事臨

頭，使我們無能抽身一會兒將思維轉向祂。然而，只要有可能，我們必會履行所接受的上帝工作者之

功能，而在每一小時都記得我們的使命和祂之愛。現在，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祂，傾聽祂的聲音，知

道祂要我們在下一個小時該做的事，也感謝祂在上一小時給我們之禮。 

如此練習，遲早你將永遠不會忘記想到祂，而能聽見祂慈愛之音導引著你的步伐，確信天堂與你

同行，而進入那毫無防衛地寧靜中。即使於你忙著帶給世界救靈時，你的心智也不曾離開祂片刻。當

祂選擇你來為祂履行救靈計畫，你想祂會不要實現這目標嗎？ 

今天的主題是不作防衛。我們套上這概念來迎接這一天的來臨。有力的提昇至基督內，記得祂的

力量也存在我們內，而脆弱感自然消失。我們將提醒自己，祂會整天的陪伴著，絕不讓自己軟弱而不

讓祂力量支撐著。每當感到防衛又開始危害到我們堅定的目標時，立即呼求祂的力量。當聽到祂答覆:

「我在這裡」時，我們會靜止片刻。 

現在開始，我們的練習將會開始充滿愛的熱忱，以避免分散注意目標。不要害怕或膽怯，你必會

毫無疑問成功的達至最終目標。上帝工作者絕不可能失敗，因為他們之光照亮所有弟兄的愛心、力量

與安寧，全是來自於祂。這些是祂賜你之禮。你只需以無防衛來給祂回禮。將那些未曾是真的放置於

一邊，注視基督，且只看到祂的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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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4課 「我是一位上帝捎信者」 

今天不要傲慢自大或假謙虛。我們已超越這種愚昧。我們無能力也無需批評自己。這些只是在企圖延遲

決定去承諾我們的功能。評斷自己的價值，不是我們該做的；在整個大的計畫中，我們不可能知道什麼是最

適當的角色，我們該做什麼，因為我們無法看見完整的計畫。我們的角色不是由地獄排定的，天堂已作分配。

我們所認為是弱的，可為力量；我們相信為自己的長處，通常是種傲慢自大。聖靈為上帝選定你扮演的角色，

祂的功能也是在為你發言。祂看見你的真長處，同時深知曉你的長處能在何處、何事、何時，以及對何人發

揮最大的功效，因此祂為你決定並代表你接受此任務。但祂不會不先經過你的同意去接受，祂只聆聽在你真

我內的聲音，不會因你認同成體我而被騙。 

你必得藉由祂的能力才會聽到那唯一之真音，且終於會知曉你心智內也只有獨一無二之真音。那真音指

派及傳達任務給你，給你力量去了解及履行那些該做的任務，且能成功的完成所有與此任務有關的細節。上

帝與子在做這任務中結合，祂之子也因而成了傳遞同一性訊息的使者。 

由此思維結合，父與子將救靈與人世隔開。真音告知非人世所服從的律法；真音講述的，能讓你脫離一

切罪惡感，且在上帝所創的無罪心智中廢棄所有愧疚感。現在，這心智再次認知其創建者，以及與自己的永

恆聯繫。此即是真我意願與上帝旨意的結合。 

訊息傳遞者不能選擇他需傳遞什麼消息，他也不會質問創訊息者有什麼權利來發送訊息，或問為什麼要

選擇誰來接受訊息。他只須接受訊息，傳遞給指定的收信者，而完成扮演的角色。若他自行決定訊息內容或

傳送的目的應該是什麼，或誰該收此訊息，他表演為捎信者的角色則是失敗的。 

天堂信差與人世信差所扮演的角色有個主要不同點:天堂信差傳遞信息的首要對象是自己，他必須自己

先能接收這些信息，才能繼續傳遞消息到所有該遞交之處；而相同點是: 他們不選擇去製造需要傳遞的消息。

他們都是第一位收信者，且已先接受訊息，以準備再傳遞給他人。 

人世的信差只要送出所有的信息，就履行了任務；上帝的捎信者由自己先接受祂的信息(好似此訊息是

為他自己的)，之後才能以傳送出去給他人來表示他們已真正了解這訊息。上帝的捎信者只表演祂所指派的

角色，不會選擇非祂指派的角色，而會從所傳遞出去的每一個信息中獲益。 

你願接收祂的訓息嗎？如此，你才能成為上帝的捎信者。你已被任命了，但你卻耽擱該傳遞給別人你已

接收的，因此你尚未了解這些訊息，而且認不出它們也是要給你的。凡接到訊息而不傳遞出去者，無能了解

訊息。因為只有在給出去時，他才真正接受所分享的訊息。 

現在，你為上帝差使，必先得接受祂的信息，因為那是你被指定扮演的角色。祂不會不提供你所需的一

切，也不會讓被你不接受祂之訊息。但你尚未完成被指定的部分(接受)角色。聖靈為你接受上帝之訊息，也

要你收下這些信息。這樣，你才會認同祂而且認同真我。 

今天，我們努力做到這認同的結合，不再企圖逃避為我們發言的聖靈，因為當我們集中注意聆聽祂時，

我們也能聽到真我的聲音。只有祂能夠同時對我們和為我們發言，聯盟於上帝之語: 接受祂之言及意旨，然

後給與祂的旨意。 

我們練習給祂真要的，使我們能認出祂賜給我們之禮。祂需要藉用我們的喉聲，使祂由我們來發言；祂

需要我們的手握持著祂的信息，傳遞給祂所指定者；祂需要我們的腳，帶領我們到祂意願我們去之處，使那

些在苦難中等待者，終於有解脫的希望。祂需要我們的意願與祂的旨意結合，使我們真為接收祂之禮者。 

讓我們在今天就練習這一課：只有在傳遞訊息出去時，我們才會認知且接受祂之禮。你已聽我們這樣說

過幾百次，然而，你仍不以為然。即使你接受了上千個、上萬個奇蹟，除非你真心相信，你仍不會知道上帝

不必再增添祂已經給你所擁有之禮，祂也不會拒絕給其子最微小的祝福。直到你與祂以及其他子群有認同感，

這一切對你會有什麼意義？ 

因此今天練習的禱文是: 

「我是一位上帝捎信者，我感激有方法去重新認知我是自由的」。 

當照亮的心智使我們能明瞭上述聖語的真理，此世界會開始遠退而消失。這就是創造我們者在今天所傳達的

訊息。今天我們要證明此訊息如何改變了我們對自己以及功能的想法。當我們證明了我們只接受能與祂共有

的旨意，祂給我們的許多贈禮則會突湧現至眼前，甚至跳進我們的手掌中，且讓我們了解早就己經接受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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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5課 「我將退一步讓祂在前引導」 

雖真世界似乎是存在此世界中，有一種能生活於人世但不執著於人世的方式。在真世界中，你沒改變外

表，但你的唇邊會常帶微笑、你額頭是平坦，你眼神是寧靜的。那些與你生活於人世者，會認出你和他們是

同夥的；那些尚未看見這種方式者，也會認出你，且相信你如以前一般，和他們是一樣的。 

這世界是幻相。凡選擇來此世者，為了尋找一個能讓他們存於幻相中的地方，以逃避真實的自己。但當

發現甚至在此世界也得面臨真我時，他們則會自動退後一步，讓祂前導。他們還有什麼其他選項啊？讓幻相

在前頭引導真理，必有瘋病；讓幻相退至真理後面，讓真理在前引導，則是簡單的明智抉擇。 

今天，我們就要作這簡單的抉擇。那些決定來此世，但尚未慶幸地發現自己只是作了錯誤決擇者，仍須

保存一會兒瘋病幻相的證據。他們已經否定了真理，因此無能直接由真理中學習；他們需要一位導師，能認

出他們有瘋病，但仍能超越所有幻相，而認出他們內在單純的真我。 

若真理命令他們放棄此世界，會使他們感到似乎要求他們作犧牲。許多選擇放棄此世者，仍相信這世界

是真的;因此深受失落感的痛苦，所以尚未能真正解脫。其他仍執著要選擇把此世當真者，則會有更深刻的

失落感，但他們不瞭解為什麼。在這兩條道路之間還有另一途徑能帶領你避免每一種失落感，因為那途徑會

教你撇棄所有犧牲及剝削感。這就是現在指派你之途。你如其他踏入此世者，雖與他們似乎無能區分，然而

你的感知與他們不同。如此，你能為自己和他們一起服務，和他們踏入上帝為你開啟的道路，也藉由你而為

他們開啟新途徑。 

幻相雖然仍舊似乎緊挨著你，使你可能觸及它們。然而，它們已退於背景中。所有跟隨你者已聽不到幻

想之聲；你帶他們眼睛去看到的和心智所了解的，已非幻相了。現在真理能在前帶領，藉由幻相教導他們。

此道路如今已遠遠超越幻相了，你招喚他們與你一起上路，他們則跟隨著你。 

所有道路在最後都會導入這一條路。因為所有犧牲與剝削之道則是在選擇失敗，在以不可能當作其目標，

故只能達至走投無路。你只需讓內在的真理領在前頭，就可引導弟兄們遠離死亡，而邁上幸福之道。他們的

痛苦只是幻相。但他們已把幻相當真了，因此真的需要一位嚮導來引領他們去脫離幻相。 

這即是救靈撤除幻相的召喚。祂只要求你接納真理，讓祂在前導航，照亮那將你由幻境中贖回之道。祂

不要求任何贖金。你無需付任何代價，但只會獲利。幻相似用鐵鍊般囚禁著上帝神聖之子，此子只能從幻相

中被救出。一旦幻相退到幕後，他就能再次找回真我。 

安全地但仍需警覺的走下去，因為這道路對你仍是種新的途徑。你可能注意到自己常被誘惑的想走在真

理前面，而再讓幻相成為你的嚮導。當你能確定都以真理為目標，祂會交給你一群神聖弟兄去跟隨著你的足

跡前進。現在真理在前引導著，使他們能看見可認同和理解的，來帶他們前行。 

在旅途的終點，真理與你之間會毫無任何空隙與距離。所有旅途上的幻相，也會離你而消失，沒有任何

能阻撓真理完成上帝的完整性。有信心的退一步，讓真理在前引路。雖你不知道該去何處。但那位全知者會

與你同行。讓祂引領著你和弟兄們。 

當夢境結束後，時間將一切過去都關在門外，此時奇蹟已無目的，神聖上帝之子將無須繼續其旅程了。

他只要真理，再也不希望幻相。我們將沿此指標往真理前進。這就是我們為大家所作的最後旅程。我們必不

會迷失的。因為真理在前引導我們和弟兄們。 

我們前往上帝。靜止片刻，沉思一會兒。還有哪一條路會比這條更神聖，更值得你的努力、愛心及你的

全心全意去走？現在我們前往上帝。走在我們前面的真理已與祂合而為一，領導我們進入祂永遠存之處。除

此道路以外，你還有什麼能給你所有，或供給你較少但仍能使上帝之子完全滿意的? 除此途徑之外，你怎能

有更好的選擇？你雙腳安然踏上的路，正引領著這世界邁向上帝。不要去注意其他似乎指向不同歸宿的路。

你是祂之子，幻相不配稱為你的嚮導。不要忘了，祂已把自己的手放在你的手中，並且把弟兄託付給你，因

祂認為你是值得信任的。沒有任何事情欺瞞得了祂。祂的信任使得你的腳步堅定，目標穩固。你絕不會辜負

弟兄及你的期待。 

如今，祂只要求你每天片刻想著祂，使祂得以向你訴說祂對你之愛，重申祂對你之信任，以及祂無限之愛。

因你的名，以及祂自己之聖名（兩者其實是同一回事），我們歡欣地練習今天的觀念：我要退後一步，讓祂引
導，因為我意願踏上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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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6 課 「我與祂同行於神聖完美中」 

 

今天的觀念只是在陳述不可能有罪(缺愛)的單純真理；保證沒有缺愛(罪)泉源，它不可能存在。

這點是依照正文中常提的基本原則：思維不離其泉源。若真如此，你怎麼可能與上帝分離？你怎麼

可能離開生命之泉源，而獨自存於人世間？ 

在此奇蹟課程中所教的，無可能有不一致的概念。真理若是真的，必定從頭到尾是真的。它不

可能自相矛盾，也不可能有一部分是肯定，但另一部分會懷疑。你不可能在離開上帝之世界中獨行。

因為，沒有祂，你無能有生命，祂就是你的生命。你所在之處，祂一定也在。只有獨一無二之生命: 

就是你與祂共享的生命。沒有生命能離開祂而仍是活著的。 

與祂所在之處的任何生命，必定也具有神聖性。凡有生命者，必定享有祂的特質。凡有生命者，

必與祂一般神聖；因為凡與祂分享生命者，必也是祂神聖性的部分，而不可能具有缺愛的罪；就如

同太陽不可能選擇變成冰雪，海洋不可能選擇離開水而仍能存在，青草也不可能在草根懸空而繼續

的生長。 

你內在有一盞永遠不滅之光，此光的神聖性使整個世界都因你而被聖潔化了。凡有生命者，都

懷著感激與歡欣前來於你腳前獻禮:花朵的芬香是你之禮，海浪向你俯首致敬，樹木伸出手臂為你遮

蔽豔陽，且以它的落葉鋪路，使你踏在柔軟的土地上，微風也縈繞輕語於你神聖耳邊。整個宇宙都

熱望瞧見你那盞光。凡你眼前有生命者都認出祂與你同在。由認出你內心所懷之光，亦同時知道他

們自己的神聖性。接受他們的致敬，因為與你同行的神聖者應受此尊敬；祂以溫柔之光潛移默化一

切，使一切皆如祂般的純潔。 

撤銷罪幻覺的救靈即是如此運作的。當你退一步，你內在之光即會在前領導，以祂的光明覆蓋

整個世界。祂不會宣布罪以懲罰與死亡來結束。於祂輕聲一笑中，所有的罪即刻消失，因為缺愛的

怪面具已被拆下了。那只不過是一個愚蠢的思念和無聊的夢，雖荒謬可笑，但並不可怕；誰會浪費

時間想這些無理智的思維？  

然而，你的確已經浪費了許多年在想這些愚昧思緒。所幸，過去都已過去了，所有的幻想也隨之

而去。不能再讓它們束縛你。你離祂愈來愈近了。在仍存在的短暫疑懼參雜於思緒，你可能忘卻與你

同行者，且錯誤的想祂只是存在你古早以前的夢幻中。 

「是誰與我同行？」你今天應該自問幾千遍，直到你能夠肯定的清除了所有的疑惑，且重健內心

的寧靜為止。今天，讓所有疑問停止，讓代你發言的祂用下句回答你： 

 

「我與祂同行於神聖完美中，我照亮了世界，照亮了自己和
所有上帝在創建時完全相同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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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7 課 「現在我進入祂存在之中」 

 

今天是靜默與信念之日，也是你的行事曆中該作的特殊承諾。天堂特選此日，以無時間性的光輝

照亮這天，你會聽見永恆的迴響。這神聖之日能引導你有新經歷、不同的意識與感知。你已花費無數

漫長的日夜在歌頌死亡。今天，你學習慶祝喜悅的生命。 

這是本課程的另一關鍵性轉捩點。我們添加了一個新層面─這新經歷使我們更了解已經學過的，

且為以後要學的課程作準備。此日將我們帶到學習終點之門，讓我們能瞥見那超越學習之外的。今天

確信我們的方向和唯一目標，讓我們在那門檻逗留片刻後，一起跨越過去。 

雖然你將仍回到學習之路途，今天會使你嚐試接觸天堂的滋味。然而，你已經隨行夠遠而來至此

時刻。 你之改變到足以超越時間律法，而能踏進永恆一會兒。只要依照每一課的指示忠實地練習，

你能夠學會愈來愈來快的進入這與真我同在之神聖片刻。 

今天，祂會指導你的練習，因為你現在要求的是上帝的旨意。今天，你的意願已結合了祂的旨意，

你所要求的，必能得獲。你只需用今天的概念來照亮你的心智，讓此思維棲息於靜止的等待及安寧的

喜悅中，使你要迅速地撇下人世。 

今後，你的奇蹟工作開始呈現誠摯地忠貞和光輝，由你指尖傳至你所接觸者，祝福所有你視線所

觸及者。你的視覺亦能達至你所遇到、想到或是想起你者。今天的經歷將徹底轉化你的心智成為神聖

思維的試測標準。今天，你的身體也將被聖潔化，因為它之唯一目的，是在藉由你經歷的真視覺來照

亮人世。雖然，我們無能給你像這種的直接經驗。但我們能將那經歷所帶來的視覺提供給每一個人，

讓他更快地經驗到相同的境界，使天堂回到記憶中一會兒，而讓這世界悄悄地被忘卻。 

當這種經驗逐漸增強，且除此經歷以外之目的也變得無價值時，你要回去的世界，會接近時間尾

聲；且會以它自己的方式，變得有些類似天堂，而更接近被解救了。而那位將光明帶到人世的你，會

開始更確信的見到光明，也將有更清晰的真視覺。那時刻會到來，你不會以目前顯像的型態回到這世

界，因你將不再需要它了。但目前，你的身體還有它之目的，且仍能為此目的好好的服務。 

今天我們將踏上遠超你夢想之道。這位聖靈: 加諸生命於快樂之夢者，轉譯感知為真理者，以及

導引你回天堂的神聖嚮導，已為你做今天所開始旅程的夢，並將呈現給你所有的經驗，讓你接受成為

自己的經歷。 

現在將進入基督的存在中，除了祂之榮光聖貌及完滿之愛以外，視無目睹其他的。祂的聖容影像

會與你同在，此瞬間將超越你的視覺，甚至也超越了這最神聖的基督視覺。這種經歷是無能被教導的，

因為它不是由學習而得的。然而，這基督視覺使你記得你曾在那瞬間已經知曉的知識，而且必會再度

獲取此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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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8 課「今天我學習在接受時也是在給與」 

 

已給了你什麼？下述知識已經給你了：你是源於愛的心智，存在祂純真心智之內，永遠無缺愛，
且是完整無畏懼的。你未曾離過那生命泉源，仍保持著祂創建你時般的完美。這是已經付諸於你永遠

無能失去的知識。這真知識也同樣給了每一個生物，因為只有那知識，才能有生命。 

你已經接受了所有的知識。凡運行於人世者必然都已經接到此知識了。唯有祂才能給與知識，此

知識並非自己能學到或其他人能授予的。那麼，今天你要學習給什麼呢？昨天的(157) 課提到在正文

中所教的重要主題：自己所經歷的無法如同聖靈視覺般直接與他人共享；父與子是同性之啟示，將會

在適當時刻讓每個心智經歷到。然而，非能教人如何有啟示，各個心智必得自己決定那經歷啟示的時

刻。 

那時辰命運已經預定了。這句話的表面上似乎很武斷。然而，凡是行於此世的，所踏出的每一步

不可能是種巧合。即使他還未上路，他已經走完了那行程。因為時間，使他看起來好像在往一個方向

前進。雖旅途的未來對他似乎仍是個未知數，其實，此旅程早就已經結束了。 

時間只是一種遊戲，用時鐘指針的魔棒，變出巨大的魔幻佈景，景中人物出現消失，來來去去。

然而，在所表演的幕後，一個劇本已早寫好了。已早設定了那終止所有疑惑的經歷來臨時刻。我們只

是在旅途的終點回顧整段旅程，幻想再重走一趟，回憶曾經發生的旅途細節而已。 

一位教師無能教非由他學習所得到的經驗。經驗會在特定的時刻顯示給他。然而，真視覺是贈予

他之禮。因他從未丟掉基督(即上帝之子)之真知識，他可以直接轉贈給任何向他要求者。父和基督的

旨意於此真知識中結合，這正是基督心智中所見的聖靈視覺。 

這世界是以無實質的疑惑及陰影所編織的。然而，這世界中仍存有以原諒與愛聖潔化之安寧處。

所有矛盾對立在這聖處折衷妥協成為中性，而成為旅程的終點。那無能學到、無能教導且肉眼看不見

的經歷，都僅是在那而已。此旅程目標已超越要完成什麼。我們關注的是基督視覺，這是我們能得到

的。 

基督視覺只有一單純律法: 祂絕不看著身體而誤認成是上帝所創之子。祂看到的是超越身體之光
和無能觸摸的信念；此光無能因被看錯及懷疑而削減其純淨本質或由罪之夢所製造的恐懼感而變暗淡
模糊。祂看不見隔離分裂，始終以永恆之光看著每人、每事件和每發生的事情。 

這律法可被教授訓練且必得教所有要取得基督視覺者。但先決條件是在能認知：此世界所給的無
能媲美真視覺所贈與的價值；此世界所設定的目標，只會在真視覺注視下銷聲匿跡。這就是今天要給

你的真視覺：不再能看見任何人有具身體。視他為祂之子，認知他與你皆有相同的神聖性。 

由此，因基督視覺有力量去忽視所有缺愛的罪。於基督視覺的原諒中，罪完全消失了。而神聖視

覺來取代那些缺愛所騰出的空位。不論罪似乎以何種形相顯現，不論它們是多麼龐大或似乎造成傷害，

全是無關緊要的，且已全無作用；它們外在似乎導致的結果，已隨之消除。 

如此，你學會給你所接受的一切。基督視覺也關注著你。只要你記得：你所看到的弟兄就是你自
己而已，本課程並不是困難的。若你看見他於缺愛中迷失了，你必然也已迷失；你若在他之內看見光

明，你則已經寬恕了自己的缺愛和罪。今天所遇到的每個弟兄，都會給你一個新機會，讓基督視覺之

光照明你，贈送給你祂之安寧。 

啟示非時間性的，何時來臨不是重要的。然而，時間還是能贈與另一種禮。此禮是：真知識能在
時間領域內極精確地反映，使其倒影也能閃耀著永恆之愛，且分享著前所未見的神聖本質。今天，我

們練習用基督之眼光去看一切。基督視覺也會以同樣神聖之禮注視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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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9 課 「我將給所接受的奇蹟」 

 

沒有人能夠給他人自己尚未能接受的。要給他人之前，自己必須先擁有要給的。天堂及人世都同

意這律法。但也就是在此點上，兩者也分道揚鑣。人世相信，若要擁有某物，必須得把持緊抓著；天

堂以救靈所教授的則正好相反。由給他人，你才會認知自己已經擁有了，也才能證明你所擁有的真是

屬於你的。  

當你在給他人治療時，才會明白自己已經痊癒了；當你原諒他人時，你才會接受寬恕已經於自己

內心完成了。認知弟兄就是自己，你才可能感知自己的完整性。沒有任何不能贈給他人的奇蹟，因為

所有奇蹟都已經給了你。現在開啟保存奇蹟的內心儲藏庫，就接受它們吧！所有的奇蹟都等著你把它

們分贈出去。 

基督視覺就是一個奇蹟。祂來源於一個遠超奇蹟的境界，反映出不朽但被遮掩住的永恆之愛及重

生。基督視覺顯現出天堂的景象，在祂視野內的世界與天堂變得如此的類似，足以反映出上帝的圓滿

造化。透過世界的墨鏡，你只會看到支離破碎和扭曲的人世魅影；然而，真世界能顯示給你如璞玉純

潔之天堂。所有的奇蹟都是在基督視覺中誕生的。基督視覺是一切奇蹟的泉源，附著在你所給予的每

個奇蹟中，也在同時仍屬你所有。基督視覺有一種聚合作用，由此人世間的給予開始伸展，來聯繫給

予者與接受者，使他們在天堂中能合而為一。在基督視覺中看不到任何人心中有缺愛感；在祂眼中，

所有無罪都是同一性的。他們的神聖性是由基督之父與基督祂自己所贈予的。 

基督視覺是真世界和假世界之間的橋樑。在祂力量中，你能夠有信心地依靠祂，將你從這假世界

載運到那已受寬恕聖化的真世界。凡在人世間顯得似乎堅固實體之物，在真世界中皆成為能被看穿恍

惚朦朧的影子，甚至有時被遺忘；但絕對遮掩不了那照亮它們之光。視覺能於此再度復健其神聖性，

盲者終於能重見了；這是聖靈唯一贈予之禮。 

基督視覺也就是唯一你能確信懇求到且能促成快樂之寶藏。一切已為你安置於此了。只需你請求，

就會獲得這一切。此寶庫門從沒上鎖的，不論你要求的是多麼微不足道或有迫切需要，你永遠不會被

拒絕。在基督的黃金寶庫內，沒有疾病不是已經痊癒了，沒有匱乏不是已經填補了，也不會有滿足不

了的需求。 

在這寶庫中，人世會記得在它被製造時所喪失的。因為在這寶庫中，所有丟棄的已在另一種不同

觀感中被拾回了。於此，罪的故居變成了救靈中心及仁慈之家，歡迎所有受苦者來此得到療癒。這個

新家絕不拒絕任何人，他的救靈在此等待著。沒有人會視他為陌生人，除了要他接收所贈之禮外，對

他一無所求。 

寬恕原諒之百合花在基督視覺中生根鞏固。這是百合之家園。百合能由基督視覺被帶回人世，但

它們絕無能在人世貧瘠和淺薄的土地生存成長。它們需要基督慈愛的光明、溫暖及愛心來照顧。它們

需要愛的慈悲關懷。如此，原諒才能成為祂的使者，且能轉贈出已接受之禮。 

從祂的寶庫中取出的寶藏，將能更增添。祂的寬恕百合縱然被帶回人世，但並沒有離開它們的家

園；它們的根仍留在天堂。它們離不開自己的根源，只會攜帶著祂的恩澤，而將人世變得好似天堂的

花園；而當它們再度重返家園時，只會更加天堂家園的芬芳。現在寬恕百合已經受到了雙重的祝福。

它們不只傳播出去基督的訊息，還會喜悅地回到基督心智中，欣然地將這些訊息奉還給基督。 

看著這為了你能給予而準備的奇蹟寶庫。你怎麼可能不配接受上帝指定要贈送你之禮？你只要遵

循祂建立之道，不需再批評祂之子了。基督夢到了一個已被寬恕原諒的世界。這即是祂之禮，由此禮，

你才可能安詳自在地由死亡轉變至生命之境，由絕望深淵躍渡至希望之岸。讓我們與祂一起做此瞬時

幻夢，基督之夢能喚醒我們的真理。藉由基督視覺，我們回歸於祂內未曾失落的永恆神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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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0 課 「真我安於家園，畏懼是陌生者」 

 

在往愛之道路上畏懼是位陌生者。你會有畏懼，就是已經視真我為陌生者，因此不知道自己是什

麼。你所認同的體我，自然把你的真我視為與它不同的外來人。誰能在這種情況下仍能保持理性？除

了瘋子外，還有誰會相信自己是體我，且甚至批判指點真我的不是？ 

在我們中間有位陌生人，他來自真理完全無知的觀念，且說著不同的語言；此陌生人看著真理，

而毫無概念和理解，反而譏笑真理是種荒謬。更奇怪的是，他不記得自己從哪兒來，卻號稱他所喧賓

奪主之真我家園是自己的家。實際上，他是那家園的陌生人。然而，你能多麼簡單的告訴那外來人：

「這是我家，這是我所屬之處，我不會因為瘋子命令我離開，就離開我家園」！你不說此句的原因何

在？ 除了你已邀請體我進入家園取代你的真我，且讓真我變成你的陌生人之外，還能有其他什麼原

因呢? 沒有人會如此無謂的被剝奪自己家園，除非他幻想有個另外比較適合他要體驗之家園。 

誰是陌生者？是畏懼還是真我不適於居住此上帝所準備的家園？畏懼怎麼有可能是祂按愛的肖像

所創建出來的？愛能夠由畏懼來使祂完整嗎？沒有任何家園能夠讓愛與畏懼同居並存的。你若是真實

的，畏懼則必是幻想；畏懼若是真的，你則不存在。 

這問題就如此簡單地解決了。凡是懷有畏懼不安者，僅在否認真我，宣稱：「我才是家園中的陌生
人，因此我要把家轉讓給那位比較類似的體我，而且把那些我想真我所擁有的一切完全獻給體我。」

現在，真我必得被放逐流亡，不知道自己是誰；只有一點能確定的：祂不再是你的真我，你已經拒絕

祂入家門了。 

現在真我還能尋找什麼？祂又能找到什麼？你對自己已是形如陌路，不論往哪兒去找，都不可能

找到你的家；你已經完全迷失不知去向，回歸家園已經變得不可能了。除非奇蹟能找到而顯現出真我

並非陌生人。此奇蹟將會來臨；你的真我仍安然無恙的在家中。真我從未邀請陌生人侵入，也不會相

信任何外來的怪異思念是祂想出來的。你將會認出真我，而招喚自己回歸家園。 

誰是陌生者？他不是你的真我。你尚無能認出此陌生人，但你已把天賦之權轉讓給他了。然而，

你的真我仍如上帝般的確信，仍肯定自己是上帝之子。真我不可能混淆上帝所創建之子。無陌生者能

介入祂之子與祂的知識中間；上帝並不知曉陌生者，但祂確信且知曉其愛子。 

上帝之確信已足足有餘了。祂知曉上帝之子仍安然無恙的生活且存在於永恆家園中。祂已經回答

「誰是陌生人？」聽祂的聖言安詳肯定的保證，你絕不是祂之陌生人；創建你者也不可能是你自製的。 

今天，我們感謝基督來至人世找回屬於祂的真我。祂的視覺內無見任何陌生者，祂所見到的都是

祂之家人，歡欣的與他們聯合。但他們認不出自己的真我，會反而視祂為陌生者。然而，只需他們歡

迎祂，就能回憶其真我。祂則會溫柔地領他們回歸所屬之家園。 

基督不會忘記任何人。祂未曾不帶給你任何弟兄，來使你記憶起家園即如初創時般的圓滿完整。

祂未曾忘記你。但除非你用祂的視覺，你無能記得祂。凡是否定弟兄者，就是在否定基督，也因此拒

絕接受基督視覺之禮；由此視覺你才能認知真我且回憶起真家園，如此也才能撤銷體我幻相(救靈)而

復原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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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1課「神聖之子，給我你之祝福」 

今天的練習有些不同，我們下定決心要控制自己的憤怒和焦慮，如此，才能為愛騰出空間，而且消除所有

畏懼感。我們今天的概念，就是在用簡單之語來練習撤除幻覺。這些字語是在對付誘惑，而迎請基督進入那原

是充滿畏懼與憤恨之心智。這句話能圓滿地完成撤銷缺愛感，而復原成與上帝聯合之單一性；人世已安然渡過，

現在已復健了天堂。這一句話是聖靈的答覆。 

心智在自然狀下是完全抽象無特殊性的。但它有一部分已經變得不自然而特定化了。它不再視一切為同一

完整性。而只能看見從自己分裂心智往外投射的支離破碎的片段；因為只能由斷章取義的方式，心智才可能發

明肉眼所見到的支離破碎人世。所有你看見的，只不過是在顯示你想要看的；所有你聽到的，也只是在讓你聽

見想要聽到的。因此，依據你所要的而訂做編織出世界形相。現在，就利用這些已經自訂的特別形相來幫助我

們練習。把它們交給聖靈，祂會以不同目的來使用它們；祂能用我們所編製的一切，教我們從另一個不同的角

度來有正確感知，使我們了解它們各個皆能另有用途。  

一位弟兄即是所有的弟兄；一個心智包含了所有的心智，因為每個心智都是相同的。這是真理。然而，這

些字語是否為你澄清了創建之意義？你能徹底明白這些概念的真意義嗎？它們很可能只是一些空洞的話，聽起

來似乎很美，但你並不了解，也許不可能了解它們。因為，那教自己用特定思考方式的心智，再也無法理解那

包羅萬象之概括抽象性。我們只需領悟一小點，則能學習許多。 

我們似乎感知身體限制了我們的自由，使我們受苦，最後也是因為它而結束生命。其實，身體只是種象徵，

是固體化的畏懼而已。愛是真理，無需藉助象徵。畏懼為假相，必須附著特定固體來維生。 

身體會攻擊，心智則不做攻擊。這個概念使我們連想到正文也在反覆強調這觀點。因此，身體很容易地會

成為畏懼的象徵。我們一再督促你必須超越身體去看人事，因為肉眼為你呈現的，都在象徵愛的「仇敵」；是

基督視覺看不見的。因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所恨的是心智，於是身體成了攻擊的對象。然而，除了心智外，還能

用什麼去指揮身體去攻擊？ 

憎恨必是特定的，必會有特定攻擊對象。仇敵在它的眼中必是可摸、可看、可聽，最後還可殺的固體物。

即如聖靈宣稱無死亡般的肯定，當憎恨一旦選中了對象，必定要置他於死地。畏懼是貪得無厭且永遠不能滿足，

畏懼的目光所觸及之物，都會被它吞噬；但是它在每件人事都也會看到自己，因此被迫最後轉向攻擊自己而自

滅。 

凡視弟兄為身體者，就是在視他們為畏懼的象徵。他必會攻擊弟兄的身體，如此使他誤視自我內心的畏懼

是存在於外在，故隨時要往外攻擊，但也嚎叫著要與他們集體自盡。不要低估了恐懼往外投射的能力，它會如

雜草般很快的繁衍。它憤怒地嘶吼，瘋狂地張牙舞爪，想要逮住那製造它者，將他吞噬。 

這就是你用肉眼所看見的弟兄；然而，他是天堂珍惜、天使鍾愛之上帝的完美造化。這是他的基督真我。

在基督視覺中，能反映出他的美善是如此聖潔完美，讓你不由自己地屈膝於他腳畔。你會牽起他的手，因為你

與他是一般聖潔完美。攻擊他，就等於在與他為敵，你則看不見他的手中已掌握著贈禮，能撤銷你所有幻象而

復健真我。向他要求這救靈之禮吧！他必會贈送給你。要求他不要成為你畏懼的象徵。你怎麼會要求愛去毀滅

自己？你難道不寧願要求他顯現其真我來將你從自編的幻覺中解放出來嗎? 

今天，我們繼續你先前的練習方式。現在你已作更好的準備且更近基督視覺了。只要有此意向，你今天必

會成功。之後，你再也不會輕易相信肉眼所呈現的證據。你所見到的任何一切，都會向你唱誦一首記憶猶新的

古老歌曲。天堂並沒有遺忘你，你難道不想記得天堂嗎？ 

現在，選擇一位弟兄來作為所有弟兄的象徵，向他要求救靈之禮。你先盡可能地以他在你心中所繪的影像

看著他。注視他的臉、手腳和穿著。注視他的笑容以及他的習慣動作。然後想著：你此刻所見到的這一切，已
經遮住了那能夠寬恕你所有罪的聖子，他神聖的手能夠取出刺穿你掌心的釘子，以及移除曾戴在你血跡斑痕的
額頭那頂荊棘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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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如此向他要求，他會還你自由的：「神聖的上帝之子，請給我祝福。我願以基督視覺來看你，並在
你內心看見我的純潔」。你一呼求，祂就會答覆。因祂會聽到你內在的上帝之語，然後用你真我的聲音回答。 

現在，看這位被你視為血肉之弟兄，而認知基督已經來臨了。今天的概念保證能幫你安全地逃脫憎恨與畏

懼。當你被誘惑看一位弟兄為自己恐懼的象徵而忍不住想要攻擊他時，確信要隨時應用上述觀念。如此，你就

會看到你的弟兄突然由敵轉變成救靈，而且由魔鬼突變基督。 



第一百四十一課至第一百七十課 

 

18 
 

第 162 課「我仍如同祂創建我時一般完美」 

 

只需牢記此唯一思念，將足以拯救整個世界。在我們進入另一學習階段前，我們將無時無刻地重

複:「我仍如同祂創建我時一般完美」。當你學得愈多，這句話對你則會更有意義。這句話的每個字都

是神聖的，是祂對你自製世界的解決辦法。只要說出這句，這世界和其中所有如夢的幻相皆會頓時消

失。因為這一句話來自於祂；也就是此神聖之言，聖子成了父親之喜悅、摯愛和成就。祂所有的創建

則能在此世顯揚與榮耀。 沒有任何夢境和夢中的缺愛感及幻相，不會不因這神聖字句而逐漸减弱匿

跡。這句話是喚醒人世的號角，其音樂能響遍世界。已死者聞聲而起死回生，答覆其召喚。仍活者一

聽此聲，再也不會看到死亡的存在。 

能把此句當作自己已擁有者，是真神聖 ─ 他清晨醒來懷著此思念，整天想著此思念，晚間再帶

此思念入睡。他的夢一定是愉快的、他的歇息必定是安穩的、他確信有安全，他的身體也得到痊癒，

因為在他入睡及清醒之刻，總是將真理擺在最前面。他將會拯救世界，因他每次練習這真理之言時，

就是將自己所接受的轉送給世界。 

今天的練習很簡單。因為「我仍如同祂創建我時一般」有極大的力量，而無需藉助其他思維去轉

變那些使用此句者的心智。這心智已有了完整的轉變，而成了上帝存放祂所贈之禮和愛的寶庫，藉由

這心智寶庫傳送到世界的每一角落；這禮會因愈給予而愈增添，永遠圓滿無缺，因它的分享是無限的。

由此，你能學習與祂共思。基督視覺挽救治癒了你的心智，使你恢復了真視覺。 

今天我們榮耀你。你現已接納天賦的完美神聖本質。救靈需藉由你先接受，才能帶至於每個人心

中；一旦蒙受這神聖的祝福，還有誰會再珍惜缺愛感？一旦擁有了圓滿的歡欣，足以治癒一切哀傷、

痛苦以及所有的失落感，且能徹底逃脫缺愛和愧疚幻覺，還有誰會再繼續陷於絕望中？ 

現在，還有誰不再被視為弟兄的？他怎能不以愛心迎請你進入他心內，熱切你與他聯繫於神聖中？

你仍是如祂所創建的真我一般完美。這一句話將夜晚驅逐，不再有黑暗。今天光明已經來臨，祝福了

全世界。因你已經認出了上帝之子，你的認同也使整個世界認知了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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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3 課「無死亡的存在，上帝之子是自由的」 

 

死亡只是一種概念，但它會有許多被認不出來的形相。它可能顯示成傷心、畏懼、焦慮、懷疑；

也可能表現為生氣、沒信心、不信任、嫉妒，或關(／小)心身體；它用你所有想要成為非真我的願

望，顯像出來誘惑你。這一切的形相，僅不過是反映你已供奉死亡為救世主及解放者。 

各種死亡形相都是在具體化畏懼、招待罪的存在、崇拜愧疚之神，且視幻象和詐騙為主，因而

使得死亡思念似乎有特別威勢力量。所有生命似乎都逃不出死神枯萎的手掌，它的骷髏手指戳破所

有希望及夢想；所有的人生目標似乎都得從死亡的盲眼去看。所有脆弱、無助及有病者在死神偶像

前磕頭，以為只有它才是真神。因為死亡無可避免的確定會來臨，應該要信任的。 

除了死亡之外，其他一切似乎都是不確定的，不論多麼不容易取得的會很快喪失，且很難預測

結果是什麼；新生的希望會輕易的破碎，且在死神降臨時變成一切抱負和美夢的葬禮，僅能嚐到餘

留灰燼及塵土的味道。但死亡是最可靠的。當時辰到了，它必會以肯定的步伐來臨。它絕不會放過

劫持任何生命為俘虜的機會。  

你要對這死亡偶像屈膝嗎？以塵土所製造的偶像就如此的貶視了上帝之力量；與上帝相反的被

宣稱為造物主，它的力量遠超祂之生命意願、無止盡之愛，及天堂完美不變的永恆。如此，祂與子

的意願終於被征服了。因而豎立墓碑底下，躺著神聖上帝之子的屍體。慘敗的上帝之子，已淪落為

死亡的俘虜。死神親自在他的墓碑上題字，但不提他的名字，因為他已經化為塵土。墓碑上寫：「這
裡躺著的是見證上帝已死的證人。」死神再次重複地為死亡的上帝子寫碑，崇拜它者匍匐於地，頭

觸及地上，滿懷畏懼地低聲讚許。  

你不可能只有崇拜死亡任何一種形相，而仍可選擇不珍惜或逃避其他形相。因死亡是完全的。

你不是已全死就是有生命。沒有半死半活的折衷餘地。凡有理智者不能不接受這明顯的論證；除非

能證明某思維是假的，與那思維完全對立的思念不可能是真的，。 

上帝已死的想法太過荒謬了，連瘋子都會難以置信。因它暗示著，上帝曾活著但不知何故地被

滅亡，顯然是被那些不想讓祂活存者殺了。死神的意願必然勝過上帝的旨意；因此永生得讓位給死

神，子與其父一起同歸於盡。 

崇拜死亡者可能會害怕。然而，像這樣的想法能有多可怕呢？崇拜死亡者如能看清這不過是自

己選擇要相信的，他們的不信即刻得以解除畏懼死亡了。今天，你要為他們示範這一點。死亡不存

在；為了你與他們撤銷幻覺而得解救，不論死亡以任何形相顯現，我們現在就宣示不承認它的存在。

上帝沒創造死亡。任何死亡形相，都是幻覺。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立場: 要略過死亡而看到它背後的
生命。 

「我們之父，今天，祝福我們真視覺！我們是祢的差使捎訊者，將瞻仰祢之愛映照在萬物的光
輝。我們只在祢內呼吸和生活著。我們未曾與祢的永恆生命分開過。死亡不存在，它不是祢的旨意。
我們要生活在祢安置的家園中，共享我們與祢及眾生之生命；我們不僅酷似祢，也永遠屬於祢。我
們接納祢的聖念，我們的意願也將永遠與祢的旨意結合為一。阿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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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4 課「現在我們與生命泉源的祂有同一性」 

 

除了現在之外，你還可能在什麼時刻認出真理？只有此瞬間是唯一存在的時刻。今天、此剎那、

現在，我們能注視著那基督視覺所見到的，但非肉眼能見之永恆。基督能略過時間，而只注視永恆的

顯現；祂將這愚昧忙碌的世界產生的噪音關小聲，你只聽見它微弱雜音；因此祂所聽到的是更清晰、

更有意義、也更接近的天堂之唱誦與上帝之聖言。在聖靈的視野中，人世輕易的消失退色；它的喧囂

也逐漸變模糊。然而從那遠超人世之外的樂聲，逐漸變清晰悅耳–在應答著古老的祈求。你將同時認

出祈禱和應答兩者，因為那也正是你在應答你父親的召喚。基督在替你應答，是你的真我之回響，以

你之聲欣喜地給予父親承諾，且讓你從體我幻覺束縛中釋放。  

當基督賜給了你祂之慧眼，也為你傾聽，且以你之名來答覆祂所聽到的天堂召喚，今天的練習課

將變得多麼神聖！你所用來超越人世與祂共處的時間，也將是多麼的寧靜！你能多麼輕易地忘卻了似

乎曾存有的缺愛和傷感。在今天，放下一切悲痛，因為那真世界對你已經更清晰了，你會接受祂所賜

之禮。在今天，你將會記得這一切：一種無能被人世侵犯的寧靜、一種未曾失落一直存在內心的古早

安詳，以及一種未曾被缺愛感污染的神聖意識。今天忠誠的練習會讓你取得與以往所追求是截然不同

的重大獎賞。你終於知曉這才是你的寶藏，這也才能使你能喘息。 

在這一天，當無謂的幻想如同窗簾一般拉開，而顯像隱蔽於幕後的真面目時，自然呈現出真理，

使得先前似乎遮住真理的簾幕往下沉墜至陰暗中。現在，已將審判之秤砣交還給那位能真審判者，一

切則能得到平衡了。在祂的審判下，世界會在你眼前展現出它的純潔無罪。現在，你將以基督之眼光

去看它；現在，已能清楚的顯示給你那轉換的世界。 

弟兄，今天是世界的神聖之日。藉由那來自超越此人世的視覺，使你以新觀點重新回顧人世。你

所見的，能為世界帶來治癒與救靈。不論是有價值或無價值的，你都認知其本質。凡值得你愛的，就

會得到你的愛，再沒會剩下任何使你害怕之人或事了。今天，我們不再批評。我們只接受那來自超越

此世間的批判。今天的練習，成了我們感謝自己得以由盲目及悲慘中解脫之禮。從此，我們所見到的

一切，只能增添我們的喜悅，因為新世界的聖潔反映出我們的聖潔。我們在基督視野內得到了寬恕，

整個世界在我們的基督視覺中也得到了原諒。選擇以救世主的角度來觀看世界，我們就是在祝福這個

世界；我們也將祂寬恕的視覺所帶給我們的自由，獻給了人世。 

只要放棄你想是你要的種種，來練習捲起遮掩真理之簾幕。收起那些人世瑣碎無謂之寶，在心智

中清理出一塊乾淨開敞處，基督才能提供給你救靈之真寶庫。祂需要你的神聖心智來解救人世。這難

道不值得作為你的人生目標嗎？基督視覺難道不比世上難以饜足的目標更值得你去追尋嗎？  

別錯過今天之禮，等到你能讚同與接納時，我們才能一起來轉換世界。你也許還看不出，接受此

禮能對人世有多高尚的價值。但這必須是你的確想要的：就在今天，你能轉換一切痛苦為喜悅。誠摯

的練習此課，這禮即是屬於你的。祂會欺騙你嗎？祂的承諾會失敗嗎？當祂打開了手掌把完全的救靈

交給祂之子，你怎麼可能還要有所保留，而不幫助祂一同轉換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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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5 課「別讓我心智否定上帝之思想」 

 

除非已先否定了那遠超人世的真理，你怎有可能編織出似乎是真的世界？除非已先被死亡及悲痛

之思念覆蓋了，你還有什麼其他原因拒絕父親意旨你擁有的圓滿快樂及永恆生命？除了用幻相來遮蓋，

還有什麼能遮蔽那無能被隱藏的？若非你選擇看不見而且否定其存在，還有什麼能阻止你享有已經擁

有的？ 

祂以聖思創建你，未曾離開過你，你也未曾離開過祂片刻。那思維是屬於你的。你靠祂生活；祂

是你的生命泉源，與你聯合為一，其他一切也與你聯合為一。祂的聖思保護和照顧著你，祂以歡欣與

愛之光照亮你的心智，使你的歇息處柔軟舒適，也使你的道路平穩。那聖思未曾離開過你，永恆生命

閃耀於你心智中。 

一旦認知他有安全、靜謐、喜悅和痊癒的心智，誰還會選擇否定那真家園？比較起來為毫無價值

的其他東西，豈能不立刻要被放棄，而且要準備去真家園找回那些寧靜的歇息和冷靜的甦醒嗎？在找

到那些寶藏後，他豈不是要確定能永遠棲居於家園中？  

不要再選擇否定天堂了。今天，只需你要求，天堂就是你的。你不必感知那贈與你的是多大之禮

或你的心智需如何被更正後，天堂才會應聲而來。只要你接受，你就會獲得。此要求已是基於這堅固

的信念。在你能歡迎天堂之前，懷疑不安仍會留滯於你心智內。然而，你無須先有堅固信心，只要你

有點意願去接受，就能享有此禮。 

用渴望之心來要求！你無需很肯定所要求的確是你唯一想要的。但當你接受時，你即刻能肯定那

是你追尋之寶。你怎捨得用其他任何東西來交換此真禮？現在，還有什麼能夠誘惑而讓那寶藏由你狂

喜視覺中消失？你的視覺即已證實你已用基督之眼取代盲目的肉眼；心智將否認棄置於一旁，而接受

祂的聖思為你的天賦。 

現在，所有懷疑不安已成了古早歷史，旅程的終點已確定，救靈已賜予給你了。現在，基督力量

在你心智中治療及復健了真我。現在，你已踏入奇蹟工作者的行列中。這才是你的使命。祂怎麼會眼

見著其子拒絕生命所需的養分，而同意讓他永遠受挨餓之苦？一切豐盈都在上帝子之內心，任何剝削

皆無能將此子隔絕於祂始終支撐的聖愛和維護的家園之外。 

今天，滿懷希望地練習。因為你的希望有其正當性。你的懷疑是無意義的，祂是確信的。祂的聖

思永恆存在。你既是祂的招待所，你心智內必有相同的信念。本課程在移除那介入祂與你對祂的確信

間之懷疑。我們以仰賴著祂而非自己的能力，來獲取此信念。因祂之名，我們遵照祂聖言的指示來練

習。祂的確信超越了我們的所有懷疑。祂的愛也超過我們的每一種畏懼而能持續長存。於我們心中，

祂的聖思始終超乎一切夢境，這就是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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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6 課「祂之禮已託付給我」 

 

一切都已經給你了。上帝對你的信任是無止盡的。祂知曉其子，要增添你的快樂，因此無保留的

給予一切。然而，除非你的意願與祂的旨意一致，你不會要接受祂之禮。但什麼造成你可能以為還有

其他的意願存在呢？和祂旨意衝突矛盾的意願是編織人世的基礎架構。 

此世界並非祂的旨意，因此非真的；然而凡相信人世為真實者，必已經相信在祂的旨意外還可能

存有另一個旨意。這產生完全與祂的旨意倒反的結果。雖然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但任何心智判定人世

為踏實、確定而且為真的，就真相信有兩個創造者的存在，或相信只有一位創造者，而且是他自己(體

我)，絕非上帝。 

相信這種怪異思念者，不可能有任何空隙來接受祂之禮。他必定深信若接受祂之禮，就是不忠誠

且叛逆自己。不論祂之禮是多明顯，不論祂多迫切地召喚他收下此禮，他必得否定祂之禮的存在，硬

要抗拒真理，且用受苦來保存自製世界的真實感。 

這世界是他唯一想知道的家園。他相信只有在人世才能找到安全。若沒有他自製的世界，他就在

外流浪、無家可歸且很害怕。他不了解他所怕的就是人世。在這世界中他才是淪落異鄉的無家者。經

過許久，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會忘了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甚至忘了他的真我。 

然而，在他孤獨無謂的流浪中，茫然無知祂之禮始終都在伴隨他。他不可能丟失此禮的，但他能

選擇不去看此禮。他繼續流浪著，了解他這輩子所忙的一切都是一場空；再繼續無目標的晃蕩，感知

他眼前已經夠少的選擇，也更是縮減為零了。雖生命之源與他同在，雖他能有那些豐盛寶藏，使人世

所能提供的在相形之下如似廢物，他依舊孤獨地在痛苦與貧困中徘徊。他那可悲的輪廓：疲乏、破損

且衣衫襤褸地走在亂石路上，腳板已出了一點血。所有與他同樣選擇這崎嶇難行之道的世人，與他認

同且跟隨著他的步伐，像他一般感覺到挫折和絕望。然而，他真是位悲劇的角色嗎？是他選擇體我之

崎嶇道路；他只需開啟他的寶庫，知曉誰正在與他同行，就能重獲寶藏和自由。 

這就你選擇自製用來取代真我的體我。儘管所有的見證者都證明那不是你的真我，你一概置之不

理，而仍違反一切理性、證據，任性蠻橫地防衛這體我。執意去繼續走自己選擇的路，眼睛往下看著

地，危恐抬起眼會瞥見一絲能從自欺中解脫釋放的真理。你畏懼的退縮，危恐會感覺基督在你肩膀輕

觸，或見到祂的手溫柔地指給你看那些贈禮。如此，你怎還能宣稱被放逐至貧瘠之地？祂將使你把這

種自我感知當笑話。你的自憫自憐會還在哪兒呢？你硬要把上帝只要有喜悅之子製造成你所希求的悲

劇主角，他有何下場？ 

現在，你的古早所畏懼的已出台登場了，公道也終於追上來要與你算帳了。基督的手輕拍著你的

肩膀，使你不感到孤單。你甚至開始懷疑，也許自己思維中那可悲的影像並非是你所認同的。也許，

上帝之語比你所相信的真實。也許，祂所賜你之禮才是真的。也許，祂不會中計而讓你把真我深埋於

無意識中，而讓體我所行所欲。上帝的旨意只是永恆如此，不會作反對。你計畫中所束縛的並不是祂。

祂對你想失去真我的計策一無所知，但仍會給你應答。你得到了祂的答覆，就再也不會有其他希求了。 

現在，我們活生生的，不可能死亡。祂應答了你的死亡之願，看見此刻的視覺已取代了你過去的

死亡意願，而看清了你並非是那個假冒的體我。 與你同行的聖靈，只慈悲溫柔地回應你所有的畏懼

說：「實際並非如此」。每當你被貧乏感知威脅時，祂會為你指出你所擁有之禮；每當你看到自己孤獨

害怕時，祂會告訴你，祂就是你的伴侶。祂還提醒你所忘記的真我。因祂對你的感觸已將你變得像祂

一般了。 

 



第一百四十一課至第一百七十課 

 

23 
 

 

然而，祂仍提醒你另一件你忘記的事。祂觸碰著你已經使你酷肖祂，你所擁有之禮，不是只是單

獨給你的。現在，你必須學習給予祂所供給的。此課就是祂之給予所決定的，因為祂已經將你由覓求

逃避祂而製造的孤立中拯救出來了。祂提醒所有上帝贈予你之禮。祂也教你，當你接受此禮，且認出

其原本就是屬於你的，此意願與祂意旨是完全相同的。 

這些給你之禮，都是託付你保管，使你把此禮帶給那些仍像你以前般要選擇走孤獨之道者。他們

還未明白自己是在追求體我要求的。你現在能教他們，因你已經由基督那裡學到了另一條奇蹟道路。

你只需讓他們從你表現的安寧喜悅，而了解凡受基督輕觸者必能認知上帝之禮。不要讓悲哀誘惑你，

而背信託付給你之禮。  

現在，你的哀嘆會背叛那些相信你能解救者。你的眼淚是他們的眼淚；你的生病就是在拒絕他們

的痊癒；你的畏懼在教他們正當化恐慌。你的手能成為基督的觸碰；你所轉換的心智，也證明了凡接

受上帝之禮者，絕不會受任何痛苦。已經託付你將世界由痛苦中解脫的任務。 

不要背信這託付。作為那活生生的證據：凡受基督輕觸者，則必能認知上帝之禮。上帝已經將所

有禮都託付了你。讓你的欣喜證明那些選擇接受上帝之禮者能感覺基督的觸碰。這就是你目前的任務。

上帝託付所有接受此禮者，將祂之禮物轉送其他生命。祂已與你分享了祂的喜悅。現在，你也把這喜

悅分享給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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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7 課「我只有單一與上帝共享的生命」 

生命如真理般，沒有種類之分，也沒有程度之別。如同祂之思想中無矛盾的存在，生命是共享上

帝所創建的唯一狀態。死亡不存在，因為祂創建的必只在共享生命；死亡不存在，因為和祂對立的不

可能存在；死亡不存在，因為父與子共有相同單一之生命。 

但這人世上似乎能存有與生命倒反的狀態，你們稱那為死亡。然而我們已經學到，死亡能以各種

形式顯現。它潛藏於所有非極端快樂的感知底下，在你沒能極度喜悅時，死亡警鈴會響。所有的悲哀、

失落、焦慮、傷心和痛苦，甚至一點疲憊感、一絲不舒服或輕微皺眉等等，都是在承認死亡狀態存在，

因而否定生命。你想死亡是涉及身體。然而，死亡只是一個思維概念，與似乎所見到的肉體毫無關聯。

思念在心智內，依照心智的指示來思考，必須從其來源改變，才有轉變思路的可能。本課程一直在重

覆強調: 思念不會離開其泉源。這是我們企圖改變你所認同的中心思想。這是痊癒之源，是你能治癒

他人的原因；這也是你不可能死亡的原因。此真理奠定了你與祂是相同的事實。 

死亡是相信你已與上帝已分離，相信情況的改變和情緒的反應是你自己無能控制，且不是你能自

作的決定。因此你確信：思念能離開其泉源，它還能具有泉源中無具備的特質，變成與來源不同、且

有距離、時間及形相等差異的想法。然而，死亡不可能源自上帝。而且思維與其泉源始終會保持聯繫。

思念只能延伸其泉源所包含的特質。以此而言，思念能延伸自己，但不可能產生其泉源無賦予的。即

如一種思念是如何被創造的，它也能如此複製；即如它是如何誕生的，它也能如此繁衍；即如它之來

源，它也必將回歸其泉源。 

心智能想像它在睡覺，但也只能如此而已。它無能改變其覺醒狀態；它無能製造身體，或存在身

體內。然而凡是與心智不同者，因無來源。不可能存在。心智製造一切存在的，但無能賦予它們自己

所沒有的屬性，改變不了自己永恆覺醒之境，也不可能製造身體。所有似乎已死的，只不過是表現心

智正在昏睡。 

生命的相反只可能是另外一種生命形式。如此，它與其創建者才能妥協，因為在真理內不可能有

倒反的。它的形式可能改變，甚至可能顯現出似乎非是真正的它。然而不論是在睡或醒著，心智即是

心智。即使在相信自己在睡覺，它仍無能創造與自己相反的。上帝只創建清醒的心智。祂不曾睡，祂

所創的不可能擁有祂沒賦予或分享的。死亡之概念不是生命概念的反面。上帝之思維永遠沒有任何相

反或對立的，是永恆不變的；上帝思維所延伸的也有能力延伸永恆不變的思維，但因其無所不在，故

永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範圍。 

那些似乎與生命相反的，只是在睡夢中。當心智決定認同非真我，且假想自己具有虛空的怪異力

量，進入它不可能進入或非來自泉源的假境界時，只不過在類似小睡一會兒，夢見了時間的存在，夾

在那似乎發生和實際未發生的空隙，並無實質且從未發生變化。當心智甦醒後，只是會繼續以原狀存

在而已。 

讓我們今天作真理之子，不再否定我們的神聖天賦。我們的生命絕不是如自己所想像的。誰能閉

上眼就改變了他的生命或製造出體我？他只在睡覺，夢見自己不是真我。今天我們不要再祈求任何一

種形式的死亡；我們也不讓那些編造出反生命的幻相在心智中停留片刻，因為上帝祂自己在心智中安

置了永恆生命的思想。今天將努力把祂的神聖家園維持如祂初創般完美。我們今天所想的只是祂。在

那無對立的神聖思維中，我們明白了，只有我們與祂及其他一切於生命中所創建的思想才是真的，才

能共享生命；此生命不會因死亡而離開，也離不開其生命泉源。 

我們分享單一生命，因為我們都是來自於單一生命泉源；我們的完美也是來自於此泉源，永遠存

留在上帝所創建的完美神聖心智中。我們原本即是如此，如今仍是如此，且是永遠如此。當似乎在睡

的心智看到了自己的完美已經反映出生命之泉源時，必會甦醒過來的。現在，已醒的心智不再只是一

個反映倒影。祂變成了那個被反射的泉源以及在反射時不可或缺的光明。此時，已無基督視覺存在的

必要了。因為清醒的心智已記得且知曉其泉源、真我和自己的神聖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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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8 課「現在我要領取祢所贈予之恩寵」 

 

祂發言了。我們能不回答祂嗎？祂在就近，從未企圖避開我們。但我們試著躲避祂，故因為自欺

上帝的不存在而受苦。祂仍完全平易近人。祂愛其子之事實是在人世中也能確定的，這也就足夠了。

祂永遠愛著祂之子。即使那心智仍是熟睡無知，祂仍愛他。當子之心智甦醒時，祂對子之愛也毫無變

化。若知道祂愛的真諦，你不可能感知到希望和絕望；你的希望已經永遠得到滿足，而無能想像有絕

望的可能。祂的恩寵是在回答所有的絕望祈求，此恩賜將回復對祂愛之記憶。難道祂會不欣喜地給你

那如何能認知祂旨意的方法嗎？如能承認此點，祂之恩賜就是屬於你的。那些要求如何去認知祂旨意

的心智，會因記得祂而即刻覺醒，不會要選擇再繼續昏睡了。  

今天要求祂給我們那些精心保存於我們心中且等待我們去認領之恩寵。藉由此禮，祂則會作救靈

復原真我的最後步驟：傾斜彎下而將我們心智頻率提昇至天堂王國。除了此步驟外，其餘步驟皆需要

我們從祂的發言者(聖靈)教導而學習。但最後一步，祂自己會來清除我們在夢中編織的蛛網，提昇我

們於祂的心懷中。祂所賜的恩寵不只是應答我們的要求而已。那恩賜能使心智於昏睡中遺忘的一切回

復記憶，且肯定愛之真諦。 

祂摯愛其子，現在就求祂送給你認知祂旨意的方法，此世界將會隨之消失；真視覺會先跟著知識，

於瞬間來到。在恩賜中，你見到整個世界籠罩在愛的光明裡，看著畏懼從那些被提昇且要求光明為己

有者的面容上消失。如今還有什麼能延遲片刻天堂的來臨？你的原諒已照耀一切，還有什麼尚未解決

的？  

今天是嶄新神聖之日，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祂賜給我們之禮。我們的信念並非在於自己是否能接

受恩寵之禮，而是對贈禮者是否有信心。我們承認自己的錯誤；祂對所有錯誤一無所知，仍會應答且

給我們方法糾正錯誤，使我們能懷著感恩與愛提昇至祂面前。當我們開始提昇頻率時，祂必會傾下來

迎接幫助我們繼續提昇。因祂已為我們準備好祂要贈與且我們要接受的一切。這就是祂的旨意，因為

祂摯愛其子。 

今天我們要向祂祈禱，回贈藉由聖靈、聖言與聖愛所贈之言： 

 

「祢已賜給我恩寵。我現在就要接受領取。父親，我來至祢面前。
祢也會回應我的祈求。因為我是祢摯愛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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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9 課「我因恩寵而生活，我因恩寵而解除束縛」 

恩寵是祂之愛的一個層面，極接近那是一元性的真理。這是人世間最高超的抱負，但需藉由恩寵才能完

全超越人世。學習的最終目標是領取恩寵，此已遠超越學習目的。必須等待心智真正作好接受準備，恩寵才

會降臨。恩寵將於瞬間來到那些意願接受，且已妥善準備了潔淨和神聖能安置恩寵的聖壇者。 

在這似乎充滿憎恨與畏懼的世界中，能接受祂之愛就是取得恩寵。單獨藉著恩寵，能使憎恨與畏懼頓時

消失；因恩寵顯現出與人世全然相反的天堂境界，任何被恩寵之光照亮的心智，不可能相信這充滿畏懼的世

界是真世界。 

恩寵非由學習取得的，然而其最後步驟必超越所有學習。取獲恩寵不是本奇蹟課程的教學目標。然而我

們為恩寵準備而打開的心智，會聽見祂的召喚而覺醒。不會再緊閉著心智來抗拒聖靈之引導。此已清醒的心

智變得知曉自己的無知，而開始願意接受那些截然不同但似曾熟悉的啟示。 

這似乎與我們曾說過的(：父與子之單一性，早已建立其直接溝通的能力)有所矛盾。可是，我們也曾說，

心智決定直接與上帝溝通的時刻，且時辰已經被設定了(158課)。我們鼓勵你為上帝之言作證，加速真理啟

示的來臨，且加快開啟那些能從你看到被真理影響力之心智。 

一元性是屬上帝的概念，祂涵括一切。除了只有祂的存在之外，心智完全沒存有其他的雜念。我們只能

說：「祂永恆如此」，然後就緘默不語。因在知識內，任何言語是完全無意義的：無唇能講述知識，無心智的

任何部分能有顯著的不同，且能感覺有非屬自己本質的。一元性將心智復原至無止境的現在，無能感知過去

和未來。心智已經與生命之源結合了，且如生命泉源般，永恆如是。此非為我們能談論、描述，甚至思索的。

所有心智都將能完全給予、接受和理解其意願即是上帝旨意。此理解超越救靈、時間、寬恕以及基督聖容之

思維。子融合於其父之內，即如父融匯於其子般。人世未曾存在過。永恆繼續保持其常態。 

這不是我們所能試著加速的經驗。然而，教和學原諒所帶來的經驗，才能見證心智已抉擇為恩寵之來臨

而放棄其他一切。我們並非催促，要催促就表示你相信自己比那位教原諒者更知道該怎麼做。一切學習早已

存於每個心智中，且早已圓滿完成了。祂很清楚時間的意義，並教心智在無時間存在之瞬間決定把時間復原

至啟示與永恆之境。 

我們已經重複說過，你只不過開始一個先前已經完成的旅程。一元性必然也存在於此。不論心智決定何

時候接受啟示，絲毫不影響那永恆之境界；過去一向如此，未來也如現在一樣，永遠如此。我們只是接受早

已指定的任務，且完全明白祂以聖父與子之名所寫的救靈劇本；且已圓滿完成了那任務。我們不必進一步澄

清那人世無能理解的。當一元性啟示來臨時，你自然會悟出其深意。現在，我們須努力在時間領域中領悟超

脫時間，且了解將來臨的，其實早已是過去之話語。至於那些仍依靠時間起床、工作、睡覺者，這些話對他

們能有什麼意義？  

你的本分就是做好自己被指派的任務，這就夠了。在完成此任務之前，你不可能看清最後的終結。這是

無關緊要。你的任務仍是所有其他人的希望所仰賴的。那些頻率與祂不一致的猶豫心智，只需扮演好指派的

角色，救靈就能更接近一點。寬恕原諒是穿梭於救靈的中心思想，串連支撐著救靈每一部分使他們成為有意

義的關係，依據指出的途徑運作，其終結是肯定的。 

現在，讓我們一起祈求恩寵經驗，此為救靈最後所贈之禮。恩寵的經驗會隨著時間的結束而終止，它預

告天堂的來臨，但無能完全取代時間的思維。雖即使只是一瞬間，已足足有餘了。奇蹟誕生於此神聖片刻內，

等著你在神聖剎那中接受它。再藉由恩寵經驗，將它交還給所有在你面容見到光明者。基督聖容不正是那些

在瞬間經驗到超脫時間，但又能將此瞬間經驗之倒影清晰地帶回人世來祝福世界？當部分的你尚未覺醒或知

曉，且需要你為真理作證時，你如何能永遠獲取恩寵？ 

在那一瞬間欣然接受恩寵後，再感激地回到人世，你將此禮帶回給你自己。啟示很快就會隨之而來。其

來臨是確信的。我們祈求恩寵和來自恩寵的經驗。我們也歡迎恩寵所帶給每一個人的解脫。我們並非要求不

可祈求的。我們也不渴望超越恩寵所能給予的。這是賜給我們的恩寵，也是我們所能轉贈之禮。今天我們的

學習目標只有這下述禱詞。在這世上，還有什麼能夠勝過我們今天的祈禱？ 

「我因恩寵而有生命。我因恩寵而獲得自由。由恩寵我能給予。由恩寵我能幫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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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0 課「祂與真我內無殘酷能存在」 

 

任何攻擊者絕無例外的有意圖要傷害。當你幻想為了防衛而攻擊，你就是在用殘酷手段攻擊來保

護自己；你因殘酷而有安全感；你相信要傷害他人，才能釋放自己；你用攻擊別人來換取能有更好、

更安全以及更多保障，使你遠離畏懼感，不受危險的威脅。這種用防衛自編的畏懼感來攻擊他人，是

種極端瘋癲的概念！如此，畏懼在鮮血中誕生，且以鮮血哺乳，助它膨脹和猖狂肆虐。因此，你在保

護培育畏懼，並非逃避它。 

今天我們所學的課能為你省時間，使你不會再要拖延學習，且能避免遠超於你能想像的無謂悲慘。

這一課即是： 

你編織了要防衛攻擊的對象，它由你對它的防攻而變成真的，且變成無能避免的。
放下你的武器吧！只有如此，你才能感知它是假的。 

你所攻擊的敵人都似乎在你之外。然而，是那防衛怪異思維建立了與你自鬥的內敵，剝奪了你的

安寧，分割你的心智為兩個互不相容的陣營。現在，愛(就是你的真我)有了對立的「仇敵」；現在你

反而需要保護原本是陌生的畏懼，來抵抗愛對它的威脅。 

只需要仔細思量所幻想的自衛是運作在想像中，你將能看出此概念的幾個前提: 

第一，概念顯然必須離開了它的泉源；因為你必得先醞釀，才會發動攻擊。然而，你所攻擊的卻

是你外在對象，因此，你的心智與確信為真實的攻擊對象，已分裂為對造二派了。 

第二，原屬於愛特質的思念已被轉變成「仇敵」，因此畏懼反而成了安全和寧靜的保護者。你轉向

畏懼尋求慰藉，逃避對自己力量的懷疑，希望它給你一個無夢的歇息。 

因愛會要求你放下所有愚昧的自衛武器，使它們顯露出本來就是的灰燼；現在愛反而被加諸了畏懼的

特徵。 

當愛變成你的仇敵，殘酷必會被你奉為神明。這神會要求其信徒崇拜它、服從它指令，不准懷疑

它。那些敢質問它的命令是否合理或明智者，必會受到殘酷狠毒的懲罰；而那瘋狂的神明，永遠是仁

慈而有正義感的。 

今天我們平心靜氣地正視這一位殘酷的神明。雖能見到它唇邊血跡斑斑，火焰似乎由它口中冒出，

但它只是一具空心石膏頭。它無能作任何事；我們不用抗拒它，因它是毫無力量。那些在危難中向它

求救者，在緊急中沒力量護衛，也沒鬥士會為他們打仗的。處於這一刻也許很難受，但這可能是你從

做它卑躬屈膝的奴隸中釋放的時候。你要選擇站在這偶像前，看清它只是愚蠢佔據空間的頑石嗎? 從

愛中所奪取而奉獻而給這空虛石像的你，將願意歸還給祂嗎？或是你要再造另一具空頭偶像來取代它

的地位？殘酷的神能以各種不同方式顯像，你隨時都能再找到另一個偶像。 

切莫以為能以一種畏懼逃脫另一畏懼感。讓我們記得正文中所強調邁向安寧的所有障礙。那最後

一個障礙雖外表似乎是不能穿透、堅實無比、極恐怖且不能克服，也是最難以置信的─即是對上帝的

畏懼感；其實那根本不是障礙。如此，畏懼之概念被擁戴而登上神明的寶座。崇拜畏懼者摯愛這障礙，

而愛反被授予成有殘酷的外表。 

相信這報復之神的瘋顛想法來自何處？愛從未把自己的特質與畏懼的屬性混淆。因此，崇拜畏懼

者一定已經把自己的混淆與不安投射至畏懼的「仇敵」了；畏懼者把自己的殘酷看成是種愛的表現。

如此，還有什麼會比愛更可怕的？愛的嘴角似乎溢出鮮血，火焰從口中噴出。祂是人世間最恐怖的；

祂的殘忍是不可思議，祂會擊倒所有尊祂為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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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將更加確定所作的抉擇。因為這是你最後一次注視自製的頑石偶像，從此再也不會尊它為

神了。你以前雖也歷經此境，但選擇仍要保留那殘酷的神像，因此對上帝的畏懼感只換其外形，又回

到了你內心。這次，你要返回新的世界，卸下畏懼的重擔，把它留在此處；不再透過它的盲眼去看人

世，而要藉由你的抉擇恢復基督視覺來看一切。  

現在，你的眼睛已屬基督，祂會藉由你的肉眼為你看人世；現在，你的聲音也屬於祂的，且與祂

之言相呼應答；現在，你的心智永歸於寧靜。你已選了愛來取代頑石雕製的偶像，你也復原了愛所賜

予真我之屬性。祂聽到了你對祂的呼喚，祂已答覆了你。今天，畏懼下台讓位子給愛，以上帝來取代

殘酷。  

「父親，我們肖似於祢。殘酷不屬我們的，因祢毫無殘酷存在。        
祢的安寧即是我們的。 

我們只會用從祢接受之禮來祝福世界。                       
我們意願重新抉擇，且為所有弟兄作此選擇，

我們知道他們與我們有同一的生命。 
我們要把所接受的救靈復原成真我交給他們。我們也感謝他們使我們完整。 

從他們之內，我們能看見祢的榮耀，在他們之內，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安寧。 
我們是神聖的，因為祢的神聖本質恢復了我們的自由。 

我們在此獻上感恩。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