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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課程(下冊) 
 

(13) 什麼是奇蹟？  

 

奇蹟是在校正錯誤，非重新創造或做任何改變。奇蹟平靜的目賭週遭毀損慘景，只是

提醒心智，那些所見所聞的只不過是種錯誤。奇蹟在揭發錯誤感知，但並不試圖超越感

知，也不會高於原諒寬恕的功能。因此，它停滯於時間的限制範圍內，然而能為我們鋪好

往永恆與愛的覺醒之道路。在奇蹟溫柔的治療糾正下，所有畏懼必會無聲無息的溜滑消

失。 

奇蹟含有恩賜之禮。因為給與奇蹟和接受奇蹟是完全相同的，奇蹟示例了這世界完全

無能理解且不願遵從的真理。奇蹟扭轉那原來是顛倒是非的感知，因而終止所有扭曲怪異

的幻想。所有感知向真理敞開後，寬恕原諒則自然能被視為合理，這即是奇蹟的發生。 

寬恕是奇蹟之家園。基督之眼為所有受祂仁慈及摯愛的視野中被祝福者，帶來奇蹟。

在基督注視下，感知被治癒，將原來是要詛咒責難的，轉化為祝福。每一朵寬恕的百合花

都悄然無息地為全世界帶來愛之奇蹟。每朵贈與基督的百合花，被安放供奉在創建者及其

所創造的普世祭壇上，和在完全純潔及無限的喜悅之光芒中。 

祈求奇蹟的發生，代表祈求者的心智已先有準備去接受那肉眼看不見，且感知無法理

解的力量，因此必須先有信念才能有奇蹟。然而，奇蹟可見證你的信念，並顯示它由非你

肉眼所能見的一個更真實的世界中產生的。因此，奇蹟將正當化你的信念，顯示奇蹟所憑

據的世界遠比你先前用肉眼所看見的世界有真實性，而那你以為看到的世界已被復健成真

世界了。 

奇蹟就像從天上降落於人世乾旱塵土的治癒雨水，使生物有水解渴。現在世界各角落

都是綠油油的，開始顯示著新生命的跡象，來告訴我們所有出生者永遠不會死亡，那有生

命者是永恆不朽的。 

奇蹟心智即正確心智，其目的並非抬舉或貶低奇蹟創造者或奇蹟接受者，而是在復原

接受者之正確心智。奇蹟不需要等待接受者的心智糾正後才能發生。然而先決要件是奇蹟

給與者要能有正確的心智，否則他無法復興其他人的正確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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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課「只有自我能侵襲真我的純潔無瑕」 

 

「父親，祢之子是神聖的，我即是祢以深長和親切的溫馨及愛微笑著的聖子，而整個宇宙
也以微笑回應著祢。存在祢的微笑中，與祢聯合為一，有完整的父子及弟兄關係，充滿祢
所贈與之愛心，我們是多麼純潔、安全、和神聖！那純淨無瑕疵是多麼的完美，使得純淨
之主想像醞釀出祂之子，而以思維的宇宙天地來使祂完整。」 
 

讓我們不要侵襲真我的純潔，真我擁有祂贈與我們的基督性，在基督的沉思中，將我們由

自我控制中解救出來。 

 

 

 

342課「我讓一切已原諒為基礎，原諒也因而將給我自己」 

 

「父親，我感激祢有策劃的將真我從自我製造的地獄中解救出來，那牢獄是虛假不存在
的。祢給了我方式去證實它的非真實性。鑰匙在我掌握中，但得靠我選擇去觸及那扇超越
夢幻終點的大門。現在我站在天堂大門之前，猶豫著我是否應該跨進門檻回家園。今天，
不要再讓我等待，讓我原諒寬恕一切，讓祢所有的創造如同祢所計劃的，如其現狀。讓我
記得真我是祢之子，且終於打開了家園之門，在真理之光明燦爛的照耀下，忘記所有體我
編織的狂想假象，而讓祢的溫馨記憶回到真我心中。」 
 

弟兄，現在就原諒我。我是來帶你一同返鄉的。當我們前進時，整個世界也一同加入我們

往上帝的行列。 

 

 

 

343課「我沒需要作任何犧牲才能找到上帝之慈悲與安寧」 

 

「父親，受苦的終結不可能是損失；萬事皆為祢贈之禮，且只能增益盈利。祢只會供給，
從不奪取。祢創造酷肖祢之真我，因此，祢和我無可能被犧牲。如祢一般，我也必須給
予，而一切也將會持續不斷的贈與給我。真我仍維持如祢創造時一般的完美。祢之子具備
著成全祢的功能，必定是完整的，且不可能作任何犧牲。真我是祢之子，因此，完整無缺
失。我只能給予，因此無缺損。一切萬物皆永遠是我的。」 
 

上帝之慈悲與安寧是免費的，無需繳付任何花費來復健真我靈魂。這是可自由給予和接受

之禮。這即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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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課「今日所學習愛之律法是：我贈送弟兄之禮皆是贈與真我之禮」 

 

「吾父，這是祢之律法，並非體我自訂之規則。我甚至不了解什麼是給予，因此會想要為
自己單獨保存著所有我喜愛的。但是，當注視著以為是我所擁有的寶藏時，我發現從以
前、現在和未來都是空無的寶庫。誰能夠分享空虛夢幻？虛假幻象能夠為我提供什麼呢？
然而，我所原諒的弟兄將贈予我遠超越人世所能衡量的價值。讓我已經原諒的弟兄們用天
堂之寶藏填滿我的寶庫，只有這寶藏才是真的。這也就是履行實踐愛之律法，祢之子也因
而能提昇其真我，而回歸於祢。」 
 

當我們在去上帝之途，彼此是多麼的接近。祂也是多麼接近我們。我們是多麼接近所有錯

失噩夢的終點，以及復原上帝之子的真我。 

 

 

 

345課「我今天只提供奇蹟，因為奇蹟會因此而歸回給我」 

 

「父親，一個奇蹟是祢所贈送祢之子–真我的表達。我所送出的奇蹟都回歸至我，提醒我
愛之律法的普及適用性。即使在人世中，愛之律法也會以能夠被識別的形式顯像出來，而
且似乎奏效。我所給的奇蹟，也以我所需要的型態來幫助我解決所有感知的困難。父親，
在天堂則非如此，因為奇蹟無存於天堂的必要。但是，在人世中，奇蹟是我在所能贈與的
禮物中最類似祢所贈之禮。讓我在今日只贈送此誕生於原諒寬恕中的奇蹟之禮，讓奇蹟之
光照亮我必須前進而找回對祢記憶之道路。」 
 

安寧降臨至所有尋找真心者。光明已經來提供奇蹟且祝福衰竭疲憊的世界。此世界終於能

在今日得獲歇息，因為我們將給予所接受的奇蹟。 

 

 

 

346課「今天上帝之安寧環繞著我，除了祂之愛以外，我已忘卻其他的一切」 

 

「父親，今天我已甦醒，讓奇蹟更正我的所有感知。在今日已將時間擺置於一旁，我能開
始與祢共享這一天，即如將與祢共度永恆一般。我不再追求存在於時間內的東西，因此不
再去注視著它們。我在今日只要探詢超越時間規則和只在時間內能感知以外的。除了祢之
愛以外，我將忘記其他萬物。我將生活於祢之中，除了祢制訂的愛之律法外，不知道其他
的法規。我將尋獲祢為祢子所建造的安寧，而在注視著祢和真我的榮耀時，完全忘卻自製
的愚蠢玩具。」 
 

當夜晚降臨時，我將只會記得祢之安寧，而不記得其他的一切。當我們在今天除了記得上

帝之愛而忘記其他一切時，我們已經學到祂之安寧是屬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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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課「氣憤必定來源於批評判斷，用批評武器作為攻擊自己且抗拒避免接觸奇蹟」 

 

「父親，我祈求要違反自我意願，而且拒絕它所願擁有的。吾父，請矯正我的心智。它
是分裂有病的。但祢已經提供給我自由，而我今天要選擇領取祢所贈之禮。因此，我將
一切批評判斷的功能託付給那位祢派遣來為我評斷的聖靈。祂注視著我所見到的，然而
知曉真相。祂注視著痛苦，然而了解那是假的，因而在祂明瞭中得以痊癒。祂給我那些
奇蹟，但被自我用夢幻來掩藏，使我無能意識到。今天，讓祂做裁判者。我渾然無知真
我的意願，但是聖靈很確信真我的意願即是祢的旨意。由我的邀請，聖靈會將為我招喚
祢的奇蹟來至我的意識中。」 

 

今天，在非常寂靜中傾聽聖靈保證你，祂已經判定你是上帝摯愛之子。 

 

 

 

348課「因祢環繞著我的周圍，使我沒有氣憤或畏懼的理由。每當我有需求的感知時，祢之恩

寵滿足我的缺失感」 

 

「父親，讓我記得祢一直以永恆不變之愛環繞著我，我並非孤單的。除了與你共享完美
的安寧和喜悅之外，我無其他不滿的理由。當完美的安全感環繞於我四周，我怎麼還需
要氣憤或畏懼？當祢永恆的跟隨著我，我怎麼可能膽怯不安？所環繞著我的全是無瑕疵
的純淨。當祢在神聖中創造了與祢自己一般完善的真我，我還可能害怕什麼呢？」 
 

上帝之恩寵能足夠成全祂需要我們所作的任何工作，而只有祂的旨意是我們選擇作為我

們的意願。 

 

 

 

349課「今天，讓基督之眼為我注視一切，不作評判，而給予每一位愛的奇蹟」 

 

「父親，如此我能釋放所見到的一切，而給他們那我為自己所探尋的自由；如此我則服
從了愛之律法，且擁有給自己所找的自由。那無須批評的自由之禮，也將會回贈給我，
因為這是我選擇要給予他人之禮。父親，祢之禮是屬於我的，每件我選擇接受之禮將也
是我贈與他人之奇蹟。當我在贈與所接受之禮時，我明瞭祢之痊癒奇蹟即是屬於我
的。」 
 

吾父知曉我們的需求。祂給予我們恩寵來滿足需求。我們信任祂會賜給我們奇蹟來祝福

人世，且在我們回歸祂時，治癒我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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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課「奇蹟反映上帝之愛。提供奇蹟給他人就是記得我們之父，且我們藉由對祂的回憶來治

癒對人世的幻覺」 

 

「父親，我們所原諒寬恕的都會轉化成屬於我們對自己的感知部分。上帝之子將其經歷
的萬事包含融匯於如祢最初創造的真我心智中。能否記得祢，完全依靠他是否選擇原
諒。他的真我完全不會被他的體我思維影響改變。然而，他所看的必定是他所想的直接
反射結果。因此，吾父啊，我必得求助於祢，只有對祢的記憶能將真我從自我的掌控中
釋放；只有我要繼續練習原諒，才能夠教我如何回復對祢的記憶，而且感激能轉贈這記
憶給人世。」 

 

當我們從祂那領取奇蹟時，我們的確將心懷感激。因為，在我們記得祂的剎那，我們即

復原為在真愛現實中的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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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什麼是真我？  

 

「真我是上帝之子，圓滿完美、心智被治癒而完整無分裂缺失，發光閃耀於祂之愛
的反射光輝中。真我聖化祂的創造且保證其永恆的生命。在真我內，真愛得以完美化，
畏懼變得不可能，因而建立了無對造相反的歡欣喜悅。真我即是上帝之神聖家園，是祂
之愛所棲居的天堂，是祂神聖無錯失的本質，因為真我的純潔就存在於祂的純潔無瑕
中。」 

現在，我們已快來至那無需使用文字的境界。然而你們和我，在我們一起獻給上帝

的這一年的最後幾天，找到我們共有的同一目標。你們即聯繫結合在我的內心，因此我

也與你們一樣是真我。真正的我們不是能用文字可形容的。然而，我們了解在人世的功

能，若以我們行為作例範，文字仍能夠解釋教導這功能。 

我們是帶來救靈者。我們先選擇接受了人世救靈的角色，此虛幻世界則於我們的聯

合寬恕原諒中，得以被復建治癒為真世界。藉由此事實，我們之禮也贈與給了我們自

己。我們將每人都視為弟兄，人間萬事都被感知為仁慈的好事。我們不再追求越過天堂

之門以外的功能。只要我們做到我們的本分，知識將回歸於我們心智中，而無須再使用

感知。我們在意的，只是要歡迎真理之來臨。  

藉由我們之眼，基督視覺看見了一個已從每個錯失思念解脫的世界。藉由我們之

耳，聽見聖靈宣告此世界的純真無錯失。我們的心智也將在祝福世界之際，連合為單一

心智。由此單一真我，呼喚著所有弟兄，請求他們分享我們的安寧，圓滿我們的歡欣喜

悅。 

我們是上帝的神聖使者，祂的代言者，且將祂之言帶到祂所派遣我們去之處，此聖

言已銘記於我們心智，我們已學成了。如此，我們改變心智來此人世所要追尋和完成的

目標。我們來此人世，帶來喜訊給那些誤信在受苦的上帝之子。現在，他已得復健了。

他看到天堂之門在他面前敞開著，就會跨入，而隱沒消失於上帝的心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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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課「我的純真弟兄是往安寧的嚮導，我的犯錯弟兄是往痛苦的嚮導。我會看見自己選擇要

看的。」 

 

「除了是祢之子外，誰是我的弟兄？」若視他有錯，我則在宣稱自己非上帝之子，是犯
錯者，在這恐懼世界中孤立無友。然而，這種感知是自我的選擇，我也能捨棄它。我也
能視弟兄是無錯失，是祢之子。藉由此選擇，我則看到自己的純淨，陪伴我的永恆護慰
者及朋友，而人生之道則是安全且暢通。父親，讓祢派遣之聖靈為我作此選擇。因為只
有祂能因祢之名作此判決。」 

 

 

 

 

352課「批評和愛是相反的。批評導致世界所有的悲哀；但愛則帶來上帝祂自己的寧靜。」 

 

「原諒寬恕只會注視著純潔無瑕，而不作批評。藉由原諒，真我得以來至於祢。評估判
定將會造成眼瞎和盲目；然而，愛能反映寬恕於此人世，且提醒我，祢已經給我一條再
找回祢之安寧的道路。當我選擇這途徑時，我已經被治癒且復原為真我。祢不會讓我流
落於無聖靈存在之處。在真我之內，仍保存著祢和引導我去祢之聖靈的記憶。父親，今
天我將傾聽聖靈之聲，選擇尋覓祢之寧靜。我將珍惜所認同的真我，在真我內儲存有祢
的記憶。」 

 

 

 

353課「今天，我之眼、我之舌、我之手和我之腿只有獨一的目標：交給基督去用奇蹟來祝福

世界。」 

 

「父親，今天我將所有屬於我的都交給基督，讓我與祂共同以最佳方式來達至單一目

標。我所擁有的全非單屬於我的，因為基督與我已經聯合了共同目的。因此，我們的學

習已接近指定的尾聲。為祂之目標再繼續與祂工作一會兒，然後我將會拋棄自我認同，

而認出了基督才是真我。」 

 

 

 

 

354課「基督和我在寧靜中團結一致，確信我們的目標。在基督之內，也存在著真我心智內的

創建者。」 

 

「父親，我與基督的結合，建立成祢之子的真我。真我不受時間影響，而且除了祢之律
法外，完全免於其他人造法規的拘限。除了基督真我外，自我不存在心智內造成心智分
裂。除了基督之目標外，我沒有其他的目標。基督即如其父。因此，真我也必定與祂及
與祢都是相同的。除了誕生為如祢所創造之子外，基督還能是什麼？而且，除了是心智
內的基督外，我還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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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課「當我選擇接受聖靈所帶訊的上帝之言，我所能提供的奇蹟以及所有寧靜和喜悅則是無

限的。為何不從今日開始作此抉擇？」 

 
「父親，祢保證了我的喜悅，我為什麼還需耽擱期盼？祢會信守對流亡迷途之子的承
諾。我確定我的寶藏都在那兒，只需等我選擇伸手獲取之。如今，我的指頭已經觸碰到
喜悅，我已是非常接近了。我無需再多等候片刻來享有永恆之寧靜。我和所認同的真我
要選擇祢。祢之子因而會知曉祢即是他之父親、他的創造者和他所摯愛的，因而將認同
成為他自己的真我。」 

 

 

356課「疾病只不過是缺愛的另一個名稱；治癒只不過是上帝的另一個名子。因此，奇蹟是對

祂的一種祈求。」 

 

「父親，祢保證永遠不會不回應祢之子向祢作的任何祈求。無論他在何處、什麼是他所
感知的問題，也不論他以為自己變成什麼樣子。他是祢之子，因此，祢必會作答。奇蹟
反射著祢之愛，也因此應答了子之祈求。祢之名取代了所有缺愛的錯誤思維；凡無錯失
者，不可能受痛苦。祢之名給了祢之子應答，因為呼喚祢之名只不過是在呼喚他的真
我。」 

 

 

 

 

357課「真理給我們每個祈禱有所反應，先以奇蹟答覆，然後將我們復原為祂自己。」 

 

「原諒是真理的反射，教我如何提供奇蹟，因而逃脫我想像所處的牢獄。祢先為我指出
我的弟兄就是祢之聖子，然後指出真我也是祢之聖子。聖靈耐心的教悔我傾聽祢之言，
並在接受後，即刻轉授祢之言。今天，我注視著祢之子，聽見聖靈指點我去找到祢為我
安排應該如何回歸祢之途徑：『瞧著他的純潔，你則已獲痊癒了。』」 

 
 

 

 

358課「任何向上帝祈禱的，不可能沒被聽見或沒反應，這是我肯定的；我只要祂之回應。」 

 

「只有祢記得真我，記得我真要祈求什麼。祢是上帝的代言者，因此也是真我的代言
者；而祢所給我的一切，皆源自於上帝祂自己。父親，祢之語也成為我之言。我所想
要的，是祢提供給我的，而且只以祢為我選擇安排的型態呈現給我。讓我記住我甚麼
都不知道，讓我的雜音安靜下來，牢記此事實。但是，讓我不要忘了祢之愛和關懷，
永遠將祢的保證保存於我的意識中。讓我不要遺忘自我是完全虛無，而真我是完整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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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課「上帝之答覆是以某種安寧型態顯像的。所有苦痛會被治癒；所有哀傷會被喜悅取代。

所有監牢大門會被敞開；所有的缺愛罪孽，皆會被了解僅是種錯失而已。」 

 

「父親，今天我們將讓祢所創造的世界復原如初。我們曾對所有的一切有錯誤了解，但我
們的錯誤並無能將上帝之子改變成罪犯。祢所創造的，將永遠維持其純淨無瑕。這就是我
們。我們萬分慶幸的獲悉我們所犯的錯誤，對真正的我們毫無真影響。缺愛罪孽是不可能
存在的。根據此事實，原諒的基礎將比肉眼所看見的影子世界較鞏固確定。父親，幫助我
們學習原諒，如此我們才得以復原；幫助我們學會原諒，如此我們才得以共享安寧。」 

 
 

 

 

360課「讓我有安寧，因為我是上帝之子；讓我的弟兄有安寧，因為他也是與我相同的上帝之

子。讓整個世界藉由我們，得到祝福。」 

 

「父親，這是我從祢接受且將給予的屬於祢之安寧。我永遠是如祢出創之子，那雄炯放

射之光芒永恆的不被干擾，鎮靜地存於我心中。我們即是此光。我將在寂靜和確信中接

觸到那安寧之光，因為在其他之處的確無法找到祢之安寧。讓我有安寧，也讓整個世界

有安寧。我們於神聖中誕生，且仍繼續生存於神聖中。祢之子酷肖祢之純淨無錯失；以

此思維，我們歡欣的讚頌：『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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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課程 

 

我們的最後這幾課，會盡可能少用文字。只在每課練習的開始，用字句來稍作提示，且提

醒我們用字的目的是在超越文字。讓我們嘗試用那位引路者，祂是能確定我們腳步的嚮導。我

們將最後這幾課交託給祂；同樣地，我們也將從今開始的生活交託給祂。因為，我們不再回顧

以前所相信的缺愛感，使得這世界顯得似乎醜惡且不安全，似乎都在攻擊和摧毀，危機四伏而

變幻莫測的超越了我們要脫離痛苦和信心的希望。 

唯有祂之道，才能找到上帝贈給我們的安寧。而且，祂之道是每個人最後必得上的旅程，

因為這是上帝祂自己指示的目標。但在時間的夢幻中，它顯得遙遙無及。然而，在真理內，我

們已經達至此目標，且慈悲地為迷途的我們指點。讓我們一起遵循著真理所指示之途徑同行。

讓我們作為那些仍在尋找但尚未能找到的許多弟兄們的前鋒。 

讓我們盡心盡力的為這單一目標，集中我們的心思，努力復原真我之任務。所給予我們的

功能是在更正(寬恕原諒)對世界的錯誤感知。這是上帝所給我們的目標。我們要尋找這結束所

有夢幻之目標，而不再追尋我們自編的夢幻。若能寬恕原諒所有，我們即能認出那些所被原諒

的也是上帝之部分。我們對祂的記憶，也因此將圓滿而完整的回歸於真我意識中。 

即如同祂在真理中給我們去使祂完整化的任務，我們在人世的功能是要記得祂。因此，讓

我們勿忘此共有的目標，因為這記憶含有對祂之回憶，且為我們指出祂之道以及祂之寧靜天

堂。我們怎能不原諒那些為我們帶來這記憶的弟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們的帶路

者。在他內存有救靈復健，藉由我們對他的原諒，才能提供給我們。 

我們不會在今年結束前，不給予我們之父所許諾給祂子之禮。如今，我們已被原諒復健

了；我們從上帝是憤怒的誤信中解脫，發現那只是自己所編織的夢幻。我們恢復了理智，了解

憎恨是種神經病，攻擊是瘋子，而報復則是愚蠢的空想而已。我們免受到天打雷劈，因為我們

知曉我們只是誤解罷了。除此之外，什麼都沒發生過。父親豈會因為其子不理解真理而加怒於

他？ 

讓我們誠實地來到祂之前，坦承自己的無知，且祈求祂幫助我們藉著祂派遣的聖靈，學習

祂的課程。祂怎麼可能會傷害祂之子？祂怎麼會不瞬即回答：「這是吾子，我所擁有的一切都

是他的？」確信祂會如此回應的，因為這是祂自己給你們的承諾。沒有人能夠擁有比這些更多

的，因為在這些字句中，即是所有一切，而且也是在時間和永恆中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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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365課 

 

「我將此神聖瞬間交給祢，讓祢主管。因為，我要跟隨祢，確信祢的導引會帶給我寧

靜。」 

 

如果我需用字語來協助，祂會給我；如果我需用一種思維，祂會給我。我只需要靜止和安

詳的打開心智，即將能接受祂之禮。以我的邀請，祂做主管。祂會聽見而且回應我，因為聖靈

是吾父及其聖子的代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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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奇蹟課程只是一個開始，並非結束。你們的聖靈朋友將與你們同行。你們不會孤單的。

呼喚祂者，絕不可能徒勞的。無論任何煩心事，只要你們向祂求助，請教祂，祂將會欣然地給

你們幫助。祂將不保留的給予那些需要解除似乎使你們煩惱的一切。祂知道解決所有問題及消

除一切疑惑的方法。祂的確信也是你們的肯定。你們唯一需要作的是記得請教祂，祂就會給你

們解決辦法。 

你們肯定能重返家園，就如日出前、日落後，或在其間的微明時刻中的太陽所運轉的軌道

般之確定。的確，你們的途徑比太陽軌道還更肯定。因為那些接受上帝招喚者，不可能改變他

們回歸於祂的道路。因此，服從你們的意願，追隨那位你們已經接受為自己內在之音的聖靈，

讓祂告訴你們的真渴望與需求。聖靈是上帝之代言者，也是你們的真我代言者。祂即如此的講

述真自由和真理。 

從今日起，不再會有特別指定的課程了，因為無需要它們了。今後，當你們只需傾聽聖靈

和真我之音，然後從人世中隱退。而開始以探求真理來取代人世時，祂會指點你們的努力方

向，告訴你們究竟該作什麼、如何引導你們的心智，以及何時該靜心地來至祂，邀請祂給你們

正確的指點及肯定之言。祂之言即是上帝贈與你們的；你們也選擇了祂之言為己有。 

現在，我已將你們交託到祂手中，成為祂忠實的跟隨者，讓祂領導你們渡過你們所感知以

為是真的痛苦困境。祂不會給你們那些會瞬間消失的享樂，因為祂只給永恆及完美的。讓祂為

你們作進一步的準備。祂每日向你解說有關你們之父、弟兄及真我的一切，已經博得了你們的

信任。祂將會繼續下去；如今，你們與祂同行，你們像祂一般的肯定地去何處，你們像祂一般

的肯定前行，你們像祂一般的肯定對目標有信心，而你們必能安抵家園。 

我們的目標已是確定的，途徑亦必然是確定。為此，我們說：「阿們。」每當面臨選擇

時，聖靈會告訴我們上帝的旨意是甚麼。祂會為上帝及你們的真我代言，這確保了你們不會被

地獄索取，而且讓每次選擇都會使你們更能觸及天堂。從此時開始，我們與祂同行，邀請祂導

引我們正確的達至寧靜。欣喜會沿途伴隨著你。我們在回家園之途中，邁向上帝為歡迎我們而

大開，未曾關閉之門。 

我們把路程交託給祂，說聲：「阿們。」在寧靜中，我們繼續在聖靈引導之道路，並將一

切人事完全託付於祂手中。於任何事，我們都選擇先探問上帝的旨意，然後充滿信心地等候祂

的答覆。祂愛其子如同我們般地愛祂。聖靈教我們如何藉由祂之視覺去看上帝之子，且如上帝

一般地愛他。你們並非獨行於人生道路上。上帝的信差天使在你們四周就近守候著。祂之愛環

繞著你們，這一點是確定的：我絕對不會讓你們在人世上缺乏慰藉或難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