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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錄音 10) 
上帝已圓滿的完成創建所有的靈魂，給了他們安寧和穩定，使他們不會因其所體驗的

而產生誤解或被動搖。但靈魂們之創作尚未完美，每當你感到畏懼，代表你的心智已錯

誤的認同體我，它被體我纏身和壓抑；它的意願被限制而無能自由主張。當心智不自由

時才會製造錯誤。被監禁心智依定義則是不自由的心智。上帝創建的真我不可能犯錯或

受苦，因其心智意願接受上帝所延伸的意旨，而復原其喜悅和自由的擴展。在你心智比

較自由之時閃過的那兩件事，是完全有關心智誤造的例子： 

(1)在回憶過去時你也同時記得那時的痛苦，這是種自製的錯誤。(2)盈達失足跌下樓梯

是由她錯誤感知產生毫無理由對你的恐懼感，與你根本無關。(盈達是一位小孩，因看見

舒克曼張開雙臂以迎接的姿態站在樓梯底時，竟從樓梯上摔下來。此後多年，每次看見

舒克曼時，盈達都會因畏懼而尖叫。)  

能正確使用心智來否定錯誤，才得以解放不自由的心智，並重建自由意願。不要低估

否定的力量。當意願真自由時，它只認同真理，因此不再錯誤製造。投射是錯誤或非適

當運用心智的結果。在同一性中我所運用的是種正確的投射，我投射真理的肯定。如果

你對我 (或對你自己) 有錯誤投射，你就是在干擾同一性的進展。我所運用的投射(你也

可以同樣的運用)，是種強而有力的用心智否定錯誤。奇蹟工作者是一位能接受我所用的

正確否定和投射方式，且聯合其天賦的否定和投射能力與我合作，而且運用此能力延伸

於他人。如此，我們則能一同努力工作以達到永恆之安寧。 

在靈魂與上帝分離前，心智中無畏懼之存在，因此平靜無所動搖。分離和畏懼皆是錯

誤心智所製造的產物，而必須取消復原之。這是聖經所謂的「修復聖殿」，並非指整修建

築物，而是指打開內在聖壇以接受回復同一性之過程。將身體視為聖殿可糾正部分的錯

誤感知，但只是更正這種錯誤的第一步。下一步要瞭解的是，聖殿並非建築物，它是圍

繞中心聖壇之聖殿。人類所以強調讚賞教堂外表的莊觀華麗，是顯示他們對同一性的畏

懼感，也是種無意願接近內心聖壇的徵狀。聖殿的真美並非肉眼可能見到的。相反的，

聖靈之眼無法看到建築物，但能完善清晰的感知內在的聖壇，聖靈眼有完整的視覺，這

是人類心智內設置的一種防衛系統，能治癒分離的感知，以否定來拒絕所有錯誤的心

智，而使心智完全不會受錯誤的影響。 

同一性過程實際上早於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已經開始運作了。有許多靈魂努力

的企圖幫助分離者認清真理，但無法承受分離者抗拒攻擊的力量，而必須被援救。天使

也降臨人世來幫助分離者回歸同一性，但祂們也不夠力量給與護衛，因為分離者對安寧

毫無興趣。他們的心智已分裂，且固執的意願持續其分裂而非重新整合。他們自製的不

同層次產生相互矛盾。他們製造了差異、分割、裂縫、離散，和其它各種類似概念，用

來再持續其所製造的分裂。因非為正確心智，他們把否定由防衛性轉成攻擊性，而實際

變成精神異常。這時必需介紹一種只能治癒而無可能再分裂的工具。 

所謂「思考理解」是種對心智-頭腦的混淆，且暗示分歧性。「正確心智」涉及癒合，

為較適當防護心智的形容詞。不須要規勸，每個人都會自動防衛他的寶藏。問題癥結

是：(1)甚麼是你認為有價值的寶藏？(2)你對它有多珍惜? 一旦你學會於所有的行動中

用這兩項問題為真行為的標準，我應該不會有太多困難為你澄清這觀念。但在尚未學會

一貫的使用這兩項標準前，若你要求，我必得專門為你示範。不要過度的拖延這一步

驟，它能夠為你縮短學習時間。 

你的心智不了解現在、不了解時間，因此實際不能了解任何事。你對過去所能持有的

真正想法只能為：過去並不存在。以為你在思考過去，實際上只不過是在幻想。那幻想

過去和期盼未來的心智實際上是一片空白。很少心智能夠認知它們沒真在思考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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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開始訓練自己去注意到甚麼時候是沒在思考。當非思考的「想法」佔據了心智

時，它會堵塞真理。接受真視覺的第一步是能認知你以為充滿著思維的心智，實際是一

片空白。當你注意到有「想法」之存在時，即刻察覺你並非在思想，這是用另一種方式

重申你的心智是一片空白。能認識這點是真視覺的先決要件。你所想的是以影像顯現成

你的思維，因此你自然不認為它不存在。你想你在想著那些思維，所以你想你看見它們

的影像。這只是你如何在製造你所「看見」的思維，這是你給肉眼製造影像的功能，並

非真看見，而是以幻象取代了真視覺。 

承認你製造所「看見」的思維，可以知曉你的思想不可能沒任何影響。你所看見的全

部毫無例外的是你所想的結果。想法無大小、強弱之別；它們只有真假之別。真思維會

複製類似它自己之思念；而假想法也會複製類似自己的思念。「無影響力之思想」是自相

矛盾且不可能的。所有思維不是在貢獻於真理，就是在加強幻想；不是在延伸真理，就

是在投射假象。各個想法會帶來和平或戰爭；產生愛或畏懼。不可能有中性的思維，因

此也不可能產生中性的結果。我們企圖推開對想法的畏懼而宣稱想法是不重要、瞬間飛

逝且微不足道、不值得被困擾的。但重要的是，必須認知它們仍能具有相同的摧毀損傷

力。我們會一直訓練直到你能完全了解這一點為止。 

同一性過程計劃的一個主要步驟是在解除所有層次的錯誤。疾病其實是「非正確心

智」， 是種對層次混淆的結果，總是涉及相信於一層次的錯誤會對另一層次有不利的影

響。我們曾提到奇蹟是在改正層次混淆的媒介，所有錯誤必須在它們所發生的層次上做

修正才有效果。只有心智能犯錯。身體可做錯誤的行動，這是因先有了錯誤想法，才會

產生身體的反應動作。身體無創造能力，但相信身體有能力創造的基本錯誤，造成了所

有身體的疾病症狀。只有心智能創造的原因並非很明顯。靈魂已經被創建了，身體是心

智學習的工具。學習工具本身並不能學習，其目的只不過是幫助學習者。錯誤的使用工

具頂多無法幫助學習，而工具本身並沒有力量造成實際錯誤。然而人類往往高估身體的

能力，且人類幾乎無法否定身體的存在。身體只不過是人類所經歷的事實。那些否定身

體存在者，僅是在用無價值的否定。此所謂「無價值」是指運用不必要的否定來保護心

智。毫無疑問的，心智能錯誤的製造。如果你否定這不幸的心智能力，你亦是在否定心

智力量的存在。 

所有的思維都會於某層次變成形體，因此無「空想」之可能。所看見的都是你心智反

應的過程，以「甚麼是你珍惜的寶藏」之概念為起點，心智由此開始製造各事物之影

像，就是由慾望及評價開始，然後往外尋覓所相信是有價值的寶藏，且投射其影像於

外，檢查鑑定其真實性，而視如寶物的防衛保存之。由癫瘋的渴求產生瘋狂的世界；由

批判評價產生有罪的世界。然而由寬恕思想則會產生平靜溫柔的世界。在人世間，寬恕

是回去上帝之道，無其他方式。上帝是我們的目標，藉由寬恕使我們的心智能終於回到

上帝內。 

你們都相信不必為自己的思想負責，但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事實上你們必須

先為所有的思想負責，因為只有在這個層次，你們才能運用意願選擇正確或錯誤的思

想。你的行為來自於你的思想。當你將所有的思想交給我引導，你的行為則會自然由

我來控制。每當你害怕時，那已是確定你允許自己的心智在誤造，也就是你沒將心智

交給我。每當你害怕的時候，知曉你已意願錯誤了。這也就是為什麼你覺得有責任

感。你所必須改變的是你的心智，並非糾正你的行為，而這完全在於意願。只有在創

作性的層次之心智，需要被導引且有更正的可能。在顯出症狀的身體層次，更正一詞

是毫無意義而且毫無作用的。糾正恐懼是你的責任。當你祈求解除恐懼感，你暗示這

不是你的責任。你所應該祈求的是邀請我幫你解決那引發恐懼的原因。那情況總是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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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你意願與上帝和其子群分離的錯誤心智。在此原因層次，你確實能幫助改變結果。

我已告訴過你，要我幫你解脫恐懼感是完全無用的，因為我知道它的不存在。但你不

知道它不存在。如果我干擾你的思維和其結果，我就是在干擾這世界上最基本的因果

律法。如果我貶低了你思維的力量，對你是完全無助益，而且與本課程的目的有直接

衝突。恐懼感必不能被基督控制或削減，但可由自己控制。恐懼總是與那無關緊要的

有所關聯。畏懼感阻礙基督的控制能力，完全是在於你的意願去糾正畏懼感。當有畏

懼感之存在，顯示你已將那不重要的提升至它不配的高階層意願內。這層次的混淆感

是很明顯，因你試圖將較低層次的現實提升到心智階層，使我無法為你控制恐懼。我

鼓勵你要用意願去改正它。畏懼都是種過度費力的徵狀，當真旨意與你的意願有衝突

時，畏懼自然不可避免的會發生。這以兩種主要情況顯現: (1) 你可能依照自己意願

去做那些與上帝旨意衝突之行為。這造成矛盾的行為。你也許自以為能忍受這矛盾

(雖然別人不一定能忍受)，但這矛盾必然帶來內在的衝突與強烈的憎恨感。(2) 你可

去做那些雖無意願但認為責任上該做之事。這會產生一致性的行為，但需要極費力

的。 

你可了解在上述的兩種情況皆是意願和行為無法協調，而造成你所做的非你所意

願的情形。這產生強迫感，通常會導致激怒憎恨。當此憤恨侵襲了你的心智時，錯誤

的投射則是無法避免了，且抑鬱或焦慮必會接著產生。在這憂鬱沮喪的狀態下，聖靈

柔和的提醒你，你的悲哀是因為你不履行與上帝共同創作的職責，因此剝奪了自己的

喜悅。這不是上帝的旨意，是你自己的意願。如果你的意願與上帝的不一致，你的意

願是無意義的。上帝意旨是永恆的，無衝突性的。這是聖靈完整一致的教導。你的意

願是在創作而非分離。你為一位完成者，子群的成就只可能是完美的，延伸被創建的

喜悅，且認同其創建者與祂所創作的，知曉其為同一性。 

記住：每當你經歷畏懼時，知曉那是因為你作錯誤的決定。你仍持有分岐的意

願，所以你的行為不可避免的變幻無常、無可預測。糾正行為可能會將錯誤從第一類

型轉移到第二類型，但不會消除你的恐懼感。對你確實有幫助的是能夠提醒自己，除

了一天中的一小段靜坐冥思時間外，你沒有警慎地防衛你的思維，而且甚至那一小段

時間也沒能有一致性。你可能感覺只有奇蹟才能使你做到無時無刻的防衛思維這點，

這完全是真的。人類不習慣奇蹟思維，但可以訓練奇蹟思維的方式。所有奇蹟工作者

必須要如此鍛練。我必須能夠依靠他們。這意味我不能允許他們有無所防衛的思想，

否則他們無能力幫助我。 

人類藉物質性的藥物治療身體病痛是在承認魔法的效力。相信身體自製病痛是第

一步的錯誤。試圖經由非創建性的媒介去治癒病症是第二步的錯誤。這並不代表這些

脆弱更正工具是邪惡的。有時病症之力量佔據病者之心智，使他們無法接受同一性原

則。在這種情況下，較明智的方法是妥協心智與身體，暫時使用心智以外之事物給與

治癒的信念。這時對已處恐懼脆弱狀態的無正確心智(或病患)者，最不該做的是繼續

增加他們的恐懼感。如果直接地顯示給他們毫無掩飾的純奇蹟，反而可能導致他們驚

慌失措。當人有顛倒感知時，會特別容易相信奇蹟是恐怖的。重要記住的是：只有心

智能創造，此隱含的意義則是糾正更改必能屬於思想層次。概略上述所教導的：靈魂

已經是完美的而不需更改。身體之製造為心智學習的工具。這工具本身不會製造錯

誤。只有心智有能力犯錯。很明顯的，製造者(心智)必須更正或被誘導去放棄其繼續

錯誤的製造，這才是唯一有意義的應用創作能力。魔法實質上是無用心智或在錯誤應

用心智來製造。物質性藥物是「符咒」的一種形式，那些怕用其心智來治療者，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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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有此企圖。因他們的畏懼已使他們有誤造的傾向。自我中心和畏懼感通常是同時

發生的，且是無法接受治癒的真來源，因此他們容易誤解任何治癒效果。在這種情形

下，暫時仰賴物質性的治療媒介會較安全，因為他們較不可能誤會那治療媒體是自己

製造的。 

奇蹟是在表達奇蹟心智。以我們目前的說法，奇蹟心智也就是正確心智。正確心智既

不抬舉也不貶低奇蹟工作者或奇蹟接受者的心智。因其為創作性的動作，奇蹟的產生不

需要等候接受者能有正確心智。實際上，奇蹟的目的是在恢復接受者的正確心智。極重

要的是，奇蹟工作者必先能有正確心智，否則他無法重建他人的正確心智。各種不正確

心智的形式，都是在於拒絕接受同一性的結果。如果奇蹟工作者接受同一性，他則可處

於那地位去認知那些需要被治癒者僅不過是尚未能理解有正確心智即是治癒。奇蹟工作

者唯一的責任是自己接受同一性。這意思是他認知心智是唯一的創造層次，而錯誤必

由同一性過程而得以糾正。一旦他接受這一點，他的心智得以治癒。否定心智的任何

破壞性潛能，且重新建立其純建設性的力量，他則能夠去解開其他人對層次的混淆

感。他給與其他人的真理訊息是他們的心智也具有類似的建設性，而其錯誤的製造無

法真正傷害到他們。由此認可，奇蹟工作者之心智不再高估那學習工具的身體，因而

恢復其心智的真地位為學習者。我必需再一次強調，身體不能學習也不能創作。身為

學習的工具，它只是跟著學習者，但如果身體被誤認為賦予自製性，則會對其應助長

學習的心智造成嚴重的阻礙。只有心智有能力領悟。靈魂已經領悟了，而身體過於厚

重愚鈍。然而，心智能認知愚蠢是智慧的相反，身體無獨立學習的能力，但可接受心

智領悟之光。因此可學會視透稠密的肉體而朝光亮方向，這則會很容易將身體擺置於

正確的道路上。 

心智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創造者，從未喪失其創造力量。它從不睡覺，每時每刻

如你所意願的製造。你日常之語也都反應出這點。例如，當你說，「不要去想它」，暗

示如果你不想某事，它就不會對你有影響。這的確是真的。人們寧願相信他們的思維

無能力掌控且產生結果，因為他們實際上很畏懼自己的思想。分析師以貶低思想力量

來企圖幫助那些畏懼自圖死亡的想法。他們甚至說服有病者他想什麼都沒有關係，都

不會有任何影響，試圖在「釋放」病者的恐懼感。這真是自相矛盾，因為只有正確心

智才能避免對死亡的畏懼。意願死亡也許不會馬上造成肉體的死亡，但能導致精神的

死亡。所有破壞性的思維都是危險的。一般精神分析採用貶低思維的力量解脫思維者

的罪惡感。如果你相信思維毫無效力，你也許不會過度害怕它，但你也不可能尊重

它。人世間充滿了人們因害怕自己的思維而貶低自己的例子。在某荒謬性而言，思維

反而被榮耀化了。 

人們畏懼第六感，而且所以抵制它是因為他們知道思維能傷害自己。奇蹟工作是

在充分認識思想的力量，並能真正的規避錯誤的製造。否則無法使奇蹟工作者對真因

果律法有健全的尊重。奇蹟無法使奇蹟工作者解脫其恐懼感。奇蹟和畏懼皆源於工作

者的思維，如果他不能自由的選擇一項，他也不能自由的選擇另一項。記住，我們曾

說過當你投票給一位，你就是棄絕了另一位。 

很少人能理會心智的真正力量，但沒有人能完全意識其存在。在這世界人類有許

多必須要做的事，因此無可避免的無法持續不斷的看守著心智。你尚未能充分的警惕

體我的需求，因此無法脫離被體我的控制。如果積極防衛心智的散漫，你很容易能養

成與上帝和祂所創建者合作共事的習慣，且與我能共同一致性對抗錯覺。不要允許你

相信體我，那會阻撓你的進展。只有體我才是無心智的，無心智者對他們自己和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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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用處。仔細觀察你心智中有任何阻礙的信念，馬上遠離它們。用你自己的感覺

來衡量你做得如何，這是正確的應用判斷力。判斷如同其他防禦工具，可被用來攻擊

或保護、傷害或治癒。體我應被帶到你自己的裁判庭中，而被判有罪。沒有你對它忠

誠、保護、和愛心，體我無法生存。你對紛歧散漫的心智太過分的容忍，因此被動的

允許它錯誤的製造。特殊的結果不是重要的，但根基性錯誤才是最重要的。而所有根

基性的更正方法皆是相同的：在你想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記得問我，你的意願是否

與我的一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不會有任何畏懼感。 

我必定已做了錯誤的決定，因為我沒有安寧；我自己做此決定，因此可做另一種
抉擇。因為我要有安詳，我有意願做另一種決定。若我允許，聖靈會消除所有錯誤抉
擇的後果，我則能免除了罪惡感。我意願讓聖靈為上帝，幫我做正確的決定。 

現在該了解「無意識」或「無看守防衛之心智」之意義。這會使你驚嘆，因為這

是畏懼的來源。你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基本衝突的新理論，但這不完全是學術性的，因

為我懷疑你完全不知曉此真理。在心理結構上，潛意識可分成兩層：(1)潛意識底層

為包含著奇蹟能力的奇蹟層，應受我的導引；(2) 位於奇蹟層上方是潛意識表面層，

無看守防衛的心智造成這無意識表面層的整個內涵。因這表面層接近那用來參與人世

的意識，因而與這世界產生認同感。佛洛依德正確的稱這表面層為「前意識」，且強

調在前(無)意識與中間意識之內容很容易互相交流。他指出前意識能偵測畏懼產生，

以防止意識層受到畏懼感之侵犯。所有精神分析家對這些聯繫都有所貢獻，但他們所

犯了同樣的錯誤是要試圖去揭露前意識的「內涵」。你無法由意識層去瞭解無意識層

的活動，因為此「內涵」包含著個人隨時丟棄的恐懼感。無意識絕不應當淪落成意識

中由矛盾衝突所產生的「垃圾」桶。佛洛依德錯誤的堅持此前意識於心理結構的必要

性。如果心理結構包括此畏懼層，必得將此畏懼層割除才得避免畏懼，但這也會永久

威脅了心智的完整性。重點不是在控制畏懼的結果，而是排除產生畏懼的原因。只有

對層次的混淆者，才會造成以各種形式顯現的畏懼結果。不適當的否定或不適當的認

同，都無法避開畏懼不安。 

位於上、下意識之間的中層意識主要是被誘導反應的一種機制，會接受源由於上

和下層之衝動而產生感知。中層意識毫無自製衝動的機能，但能產生非常錯誤的感知

反應。人類所意識的感知並非靈魂擁有的真知識。中層意識是屬於體我的領域，若對

激發於上、下意識衝動之反應與肉體有認同感，甚至會扭曲上意識對上帝接近的衝

動，為與他人性衝動的意識感知。在能完全瞭解錯誤製造非為真理前，衝突矛盾感不

會消失。你必要完全認清雖你錯誤的製造仍具有真實感，你不需要繼續有此感知，或

為了已犯的錯誤而受痛苦。 

能量依正確創建和錯誤製造之特定比率而決定那促動行為力量的分配。如果誤造

是無賦予任何能量，那非常明顯的已產生的破壞性行為則不可能發生。相信正確創建

和錯誤製造必會共存才是真的扭曲概念。唯一的方法是立即停止誤造，且接受同一性

以糾正過去所造之錯誤，如此才能建立真正單一性心智。讓聖靈在安寧中照亮你，祂

在你被創造時已照亮了並將生命賦予你的心智。祂的心智仍然繼續照耀著你，且必定

透過你而發光。體我無法防止祂照耀於你，但是它可能防止你讓祂的光透過你而閃

耀。基督的首次降臨，只是上帝創建的另一個名稱，因為基督是上帝之子。基督的再

次降臨只不過意指終止體我支配人類部分心智，而癒合分裂的心智。我和你一樣在基

督首次降臨時被創造了，而我來提醒、召喚你們，與我一起迎接基督的再次降臨。如

果你仔細思索你的生命，你將會了解那些已完成周詳的準備。我已告知你們，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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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再次降臨，我的判斷用來作為而保護非攻擊，不可能是錯誤的。你的判斷是如

此的扭曲，你認為我選擇你是種錯誤。我擔保這是你體我的錯誤。不要把錯誤當作是

種謙虛。你只願意接受那些不會改變你太多思想的概念，使你允許自己於大部分時間

對心智無所防衛。 

在你想法錯亂之前，你對天堂的認同是毫無疑問的。你的真我並非建立於你的感

知，且完全不受你的感知影響。所有感知在任何層次之認同問題， 事實上不是問

題。真問題是在於理解，這意指你決定你能感知自己能理解什麼。允許錯亂思維進入

你的心智，代表你並非渴求完全的理智。如果你渴求理智之外的事，你會製造它。但

是，因為它是理智外的，它會攻擊你的心智思想，並分裂你對真理的認同。在這分裂

狀態下，你無法創造。你必須警惕避開這種分裂狀，才能使安寧延伸擴展。你分裂的

心智阻礙了天堂的延伸，而天堂的延伸，才是你的真喜悅。 

意識的感知 

於心智分裂之前，感知是不存在的。人類由意識層引進了第一個分裂而成為了一位感

知者，非知曉者。感知是造成肉體存在的可能，因為你必須先要有感知道具的設備(身

體)。這就是為什麼感知涉及妥協條件。人類用意願去認同肉體而製造了體我。這是混淆

被創作者與製造者的實例。感知的解釋功能 (實際上是一種變態的創作)，允許了人類認

同肉體。超/上意識無黑暗的存在，只能知曉。這就是為什麼中意識幾乎不可能接觸到上

意識，而肉體是完全無能觸及之。體我認定上意識為一種威脅，因為光明證實黑暗的不

存在，且會終止黑暗的存在。依此而言，真理總是會使錯誤消滅。但這是非主動的消滅

過程。我們已經強調過，知識並不需有所動作的。它有可能被感覺為攻擊者，但知識無

攻擊能力。體我所感知的攻擊，是它認知上意識所知曉的真理，此真理會終止錯誤的存

在。因為那記憶從未被消除，那所謂的記憶只是種回憶，人類所有創造或誤製的種種也

不可能使這潛力完全喪失。體我是心智於分裂後所製造的質疑部分，它只會發問但無回

答能力。體我對心智意義不斷的猜測推斷，使心智一片混亂而導致極端的不安。於心智

分裂後，導致等級、層面、和差距之別。靈魂無層次之分，而所有衝突起源於層次存在

的概念。當你假想他人處於不同層次時，鬥爭則已經產生了。所有人際間衝突皆源於這

謬論。人類因分離而製造層次感，無可避免地會有衝突且造成重大損傷。只有單一性的

心智才不會混淆。分離或分歧的心智必定是混淆的。心智分歧依定義就是不能肯定。因

為它與自己無法協調，必定有衝突矛盾感。個人內在衝突與人際間衝突的來源都是相同

的。部份心智的感覺到其它部份屬於不同層次，因而不能瞭解完整的真我。各個部份之

彼此陌生無認同感，因此導致對彼此之恐懼，而攻擊性必會隨之而產生。 

你無能力基於無從知曉的意識層次製造有意識的感知，因此體我並非源自於潛(無)意

識。感知總是涉及誤用意願，這與心智不穩定有關。經由錯誤感知，高層次的感知可能

製造低層次之內容。心智意願是非常活躍的，當意願離開靈魂時，心智自然有意願去感

知。在這之前，它只有意願去知曉。分離之後，心智意願開始變得不明確，而清晰明確

的感知才能離棄不確定之意願。只有當心智回復其知曉意願時，它才會回歸其原賦予為

靈魂服務的適當功能。實踐此功能時，感知則變得無意義。超意識是心智有意願為靈魂

服務的層次。用意願的能力為自己製造感知時，心智則必分裂。但心智是來自於靈魂，

且由其完整創造力產生能力去創造，因而無能完全脫離靈魂。甚至錯誤製造的意願也是

在證實其來源。意願是靈魂的部分，而靈魂是上帝永恆的創建。 

以體我的感知而生存，你必會感到焦慮。這也是為什麼除非認知你未曾且不能創造自

己，你永遠無法脫離恐懼感。你不能使你自製體我的錯誤變成真理，在有理性時，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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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興自己無能力將感知變成事實。最終你必須選擇治癒分離感。正確心智能用於正確感

知，但不應將其混淆為知識。你可有正確或錯誤的心智，但這事實顯然與知識無關。「正

確心智」之詞是適當的被用來更正錯誤心智，且應該來導致正確感知的心境。治癒的確

是種奇蹟，正確心智在治癒錯誤感知，因而是種奇蹟。只有病者需要治癒。心智需要癒

合，但完整的靈魂無此需要。 

靈魂的知識 

知識屬於上帝的，是上帝送你的禮物，與你的感知完全無關。所以。強求去知曉你尚

未能記得的知識已妨礙且滯礙了你的進步，這實際在執著放不下你想要保留的被剝奪

感。這門課程的學習動機是取得安詳並非知識，而知識的先決要件是必須學習能安寧。

因為矛盾衝突者不可能有安寧感，而安寧是知識和天堂之境地。當你達致那種境地時，

你才會復原對知識的記憶。知識是上帝的旨意。如要反對上帝的旨意，你將如何能回復

知識記憶呢？很顯然的你必定不相信知識的價值，否則當體我要求你對它忠誠時，你不

會很情願地將知識拋棄至一旁。上帝和祂所創的靈魂保持互信關係，因此知識與感知不

能共存的。我曾是一位記得靈魂及其知識的人。當你拒絕有錯誤感知時，你則也如同我

當時一般。身為人，我沒有試圖以知識來抵制錯誤，而只是要改正錯誤。由結合我的意

願與創建者的旨意，我示範了肉體的無力和心智的力量。將祂的光明帶回心智中，使其

自然記得靈魂與其真正目的。我無法幫你結合你的意願與上帝的旨意。但如有意願將你

的心智置於我的領導下，我能刪除你心智中所有的錯誤感知。只有你的錯誤感知在阻擋

著你的道路。沒錯誤感知的存在，你的選擇會是肯定的。理性的感知導致理性的選擇。

同一性即是種基於真實的感知而行動。我無法替你選擇如何去感知，但我能夠幫助使你

做正確的選擇。 

「許多被召喚了，但被選者為少許。」應改為「全部被召喚了，但極少數選擇去聽

從。」因此，多數都沒選擇正確。「被選者」只不過是較早先做正確選擇而已。這是加速

靈性成長的真意義。強壯的意願可即刻做到，你將找到你們靈魂的棲息所。上帝只知曉

你處於安寧中，這是真理。「洞察力」之辭，雖然是指高超的感知，並非真知識的特質。

洞察力不是獲得真知識之方法，而是為回復知識記憶的先決條件。每次你對上帝所創之

靈魂們有錯誤想法，且相信你的體我在黑色玻璃鏡子內製造的影像感知時，誠實的自

問，你是否有想著上帝非如此想的，你是否沒有去想上帝會要你去想的。誠懇的探究你
想了什麼、有什麼尚未想的。然後改變你的心智，而與上帝所想的能有一致性。 

你似乎覺得能做到上述的建議是很困難，但這比試圖與違背上帝想法會容易得多。你

的心智與上帝是同一性的。否認這一點，雖使得體我能勉強暫時存在，但實際已分裂了

你的心智。作為一位有愛心的兄長，我深刻的關心你的心智，且鼓勵你當看見自己和弟

兄彼此時，照我的榜樣，而能夠只看見到你與弟兄是天父榮耀的創建結果。我知曉上帝

賦予你的價值，身為對上帝和自己的認識，我對你的熱誠也是來自於祂的，我們無法被

分開。上帝將所有子群與祂自己聚合，而上帝所聚合的不可能被分開。回歸你真我的旅

程，僅是在重新喚醒那永存於你靈魂的知識。這目標未曾改變，這是個無距離之旅程。

真理只能被經歷，它無法被描述或被解釋。我能使你知曉真理的環境狀況，但經歷是屬

於上帝。上帝將祂的意願給了祂所珍惜的。你像祂一樣的，珍惜你的心智。你是上帝摯

愛的，完全受到祂的祝福。 

寬恕是在認知你以為那弟兄對你所做的種種未曾發生過，寬恕原諒並非饒恕罪惡，這

反而會使其有真實性。寬恕是無視罪惡錯誤之存在，使得所有罪惡錯誤因此而得寬恕。

罪惡只不過是對上帝之子的錯誤想法，而寬恕僅是拋棄此誤認，使心智騰出空間以容納

上帝的旨意。不能寬恕的心智，毫無疑惑的有批判性。那心智已關閉固定而不願被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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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它的思維保護其所投射的，因而更加纏緊用來遮蔽隱藏其扭曲感之鎖鏈；使得減少

它懷疑無確信感。非寬恕的思想會瘋狂地扭曲反駁它視為已選擇道路之障礙物。它的唯

一目的是扭曲事實，它狂暴的企圖打擊粉碎真理，而也藉用同樣方式來扭轉事實。相反

的，寬恕只是安詳的無動於衷，不提供真理的一面，也不會尋覓扭曲它喜歡的外表，它

只是無判斷性的看著、等待著。那不能寬恕者必須批判，因為他必得找理由來辯護其無

意願寬恕的正當性。那能寬恕者必會歡迎真理的實質。寬恕註定了感知的終結，知識在

感知一開始改變後得以復健。寬恕掃淨曲解，為真理留下隱藏的聖壇。寬恕的百合花照

亮了心智內，招喚它回歸注視內在，知曉只由此才能復原心智的安寧，因為上帝自己棲

息於此。 

選擇聖靈或體我為師 
體我或聖靈是你唯一的選擇。選擇必有其理論基礎，只有一位老師知道你的實質。體

我不知你的真我，不知道要教你什麼，它卻企圖要教你。除了困惑混亂是它的專長外，

體我是完全無知及充滿疑惑、畏懼的老師。雖你可以完全漠視聖靈的存在(這是非常不可

能的)，你也不能從一無所知的體我學到什麼。有甚麼理由讓你去選擇體我為師? 難道這

真是上帝之子為了尋找真我所應求教的老師嗎? 學習如何能依你的本質引導你，應是很

喜悅的，且能促進、啟發你的天賦。但當所教導的是違反你的真本質時，你所學的反而

會監禁束縛你。只要你的意願仍能自由選擇，體我不能教你，因為你不會聽信它。 

我們曾提過權威的問題。體我相信它就是你，而是你在篡奪上帝的權威。因此，若認

同體我，你必定感知自己有罪。體我經驗到罪惡感，因而畏懼受懲罰。「攻擊上帝」對理

智清晰的心智而言是荒謬的，但永遠不要忘記，體我是不理智的。體我代表一種妄想體

系。傾聽體我的聲音，代表你相信有可能攻擊上帝。無罪惡感的心智不會受苦。清晰的

心智已經癒合，因此能治癒身體病痛。純淨的心智不可能製造身體的病痛，因為它無能

力妄想去攻擊自己和任何人、事、物。疾病是一種魔法，更正確的說，是一種企圖用魔

法解決的型式。體我相信，若先懲罰自己，將會減輕上帝對自己的處罰。這是體我傲慢

自大的想法。體我先歸咎上帝有懲罰的意圖，然後再設法篡奪所有上帝的功能。體我不

能違反上帝的律法。但體我能夠隨自己的意願詮釋這些律法。所以你必須回答「什麼是

你認為有價值的寶藏？你要的是什麼？」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回答這個問題，而每

次決定時你所作的判斷都會有影響力。 

聖靈是另一種抉擇。聖靈知曉你的意願是屬上帝的，因而反對監禁任何上帝之子，祂

教你安穩的往自由之道，教你如何去漠視那似乎在阻擋你前進之種種。沒有人會意願受

痛苦，但人類可能將痛苦錯誤感知為享樂；沒有人會選擇避開快樂，但人類有可能誤認

喜悅為受苦且錯誤感知為恐懼和危險性的。每個人都會獲得他所祈求的，但他可能因混

淆而祈求那些會驚嚇且為他帶來痛苦的。聖靈會教你如何區分喜悅或痛苦、自由或束縛

之別。沒有祂，你自己無能力分辨。因為你自己已教了自由是束縛、而喜悅是種痛苦。

上帝創建聖靈，因此無法被你刪除。你製造了體我，所以你能剔除它。只有上帝創造的

是不可倒轉和改變的。你所製造的總是能被更改，因為當你無似上帝般思想時，你思想

是一片空白。幻想不是思想，但你可能幻想你相信它們是真實的，但你是錯誤的。思想

的功能來自上帝，且為祂思維的部分，你離開祂時則變得無思想能力。非理性的思想，

是種病態的雜念。上帝自己來指示你的思想，因為你的思想是祂的創作。罪惡感是你不

知道上帝創造你思維的徵狀；也同時顯示你相信而且希望自己與上帝無關，而有能力獨

立思考。所有病態思維在最初產生時，都參與有罪惡感，而其能繼續由罪惡感維持著病

態。對那些相信他們能指揮且必須服從體我的思維者，不可避免的會有罪惡感。這使他

們感到需要對其錯誤心智負責任，但卻無認知因承擔此責任，他們實際上已做了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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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反應。如奇蹟工作者的唯一責任是接受同一性，而我保證你的確是如此，那麼所需

的同一性的，則不可能是你的責任。 

與上帝為共同創造者 
如是你創造了上帝，而祂亦創造了你，創作不可能由這種有限的相互交換創造而增

加，因此你不可能創造了上帝。但你可能為上帝的共同創作者。如同上帝以其創建性思

維延伸於你，你也必須延伸那思維於你自己的創作。只有如此，所有創建力量才能向外

延伸擴展。上帝的成就並非屬於你的。但你的成就是類似祂的。祂創建了子群，而由你

增添之。你是上帝的一部分，而你生的子女是祂子群的一部分。你有力量增添祂的王國

領域，但無能力增加祂。當你學會留神警覺上帝及其王國之存在時，你則可獲取此增添

的力量。接受這創造力是屬於你的，你就會學著認識真我。上帝所創建的是永恆及喜

悅，上帝和其子群所創作的是永恆的，且只有在這永恆中，才是他們的喜悅。聽那聖經

內浪子回頭的故事，學習瞭解上帝且知曉你所珍惜為有價值的是什麼。一位父親心愛的

兒子離家出走，相信自己已揮霍浪費了一切，猜想他一定傷透了父親之心，因此感覺羞

愧回去父親之面前。但當他回到家時，父親充滿喜悅的歡迎他，因為只有兒子才是其父

所珍惜。 

除了喜悅之外，什麼是你要的且值得珍惜的寶藏？你未曾製造自己或你的功能，你只

做了唯一決定是貶低真我。但你是上帝所珍惜的寶藏，祂所珍惜的是有價值的，因此不

可能被自己降低價值。此毫無疑問的價值在於上帝分享了祂自己，並建立了其永恆的價

值。你的功能是在創造你想要的寶藏以增添上帝的寶藏。祂不會限制你的創作，因為在

你的創作中能找到祂的喜悅。你的創作在你心智內，就像你在上帝心智內。創建是去

愛。愛無法被壓抑限制而只會向外延伸擴展。其為無限性，永不停止。愛非時間性永遠

在創建。上帝的創建始終存在，因為祂始終是存在的。你的創作亦始終存在，因為你只

能像祂般的創造。類似上帝般的思想是在分享祂對你真我地肯定；類似祂一般的創造是

在分享祂那完整無瑕之愛。所以，聖靈要領導你，使你能夠達到完整的喜悅。對真知識

重新覺醒的最後的一步，是由上帝來完成的。這是真理，但難以用言詞來表達，因為言

詞是象徵性的，而真理不需要加以詮釋。但聖靈總是負責將無用的轉化為有用、無意義

的翻譯成為充滿意義的、暫時性的提煉成為永恆的。因此，祂雖能告知你一些關於這最

後一步的事，但這一點，你必須自己去知曉，因為由此你才能知曉真我。這是你的真存

在。 

只使用身體做溝通工具的自然結果是在治癒，而痊癒也自然的因完整性而達到。 所

有心智是完整性的，認為一部分為生理而非心智，是片段或病態的解釋。心智不可能成

為肉體，但可藉由肉體且超越肉體而顯現。心智可延伸其思維。若心智僅限止於身體，

心智的目的則會被阻擋。被堵塞的心智容易允許自己去攻擊自己。因此，除掉堵塞之障

礙是唯一擔保能助益與治療的方法。心智藉由身體，但非於身體範圍內運作，是助益與

治療的正常表現。心智若相信身體是它的目的，它則會扭曲對身體的感知，而阻擋其越

界肉體的延伸，且栽培分離感而導致疾病。感知身體為分離的個體，只可能撫育疾病，

因為所感知的是非真理。 

癒合的心智在這世界上是唯一類似上帝的思維，治癒的思維可以轉變成上帝的思維。

當一位弟兄感知有病時，他是感知其無完整性，因此有所彌補需求。如果你也相同的視

其為有疾病，你則等於認可他不在天國領域內或離開了天國，因此使你們共同無視天堂

王國的存在。疾病和分離非屬上帝的，但天堂是屬性於上帝。如果你遮蔽了天堂，你則

會產生那些非屬於上帝的感知。癒合是當你和弟兄分享聖靈來更正你們的感知。這會將

你們安置於天堂領域內，且恢復你們思維的完整性。癒合由增添而聯合，由延伸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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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因此類似上帝之創建。這人世與上帝天堂王國之律法皆是你會相信你所投射的。不

過，以此律法內容而言，心智運用在這世界與天堂真理有所差異。為了維持秩序條理，

律法運用必須配合各種不同的情況。當在這人世運作此法則時，你會有與真理完全相反

的結果。這是因為人類相信衝突矛盾的存在。天堂的律法在其領域之外的人世，已被配

合調整為 「你必會相信你所投射的」。這也是天堂律法的教學形式。這律法明確的規

定，你會投射於他人，且因此相信你所投射的，因此能認識你自己。在上帝之國境內只

有確定，無須教導或學習，因為沒有所謂相信的存在。上帝和祂子群，相互保證彼此之

存在，知曉你所投射的就是你自己。 

心智律法管理思想，而你的確會因兩種互相矛盾的指令有所反應。例如你曾聽說為許

多種「自由」之論點，他們實際已經是自由了，但人類仍選擇為自由而戰鬥。這就是為

什麼他們感知許多種「自由」權而非僅為單純完整性的自由。「個人內在關係」 是體我

的辭彙，因為「個人」意指自我個人非包含他人。「人際關係」之詞也犯類似的錯誤，因

為它暗示某些不同的各人間關係的存在。當我們曾提到啟示是極端個人性的，我們即刻

接著描寫啟示結果會不可避免的與他人分享。你所以會感知自己是分離的個體，主要是

因為相信自己被肉體束縛的感知。只有當你能知曉自己是心智而非身體時，才能克服這

侷限感知。此後，你則能自由的使用如「心智內在關係」 和「心智際關係」之類的辭

彙，而不會視其為有差異和衝突，因為心智相互之間可有完整的配和諧調。上帝已照亮

了你的心智，且以祂之光保持你心智之光明，因為你的心智是在祂之光內。你會毫無疑

問的。而當你有懷疑時，你已得到答案了。答案僅不過建立對真理的質疑是毫無意義的

事實，因而即刻取消了懷疑。這就是為何聖靈從不質疑。祂唯一的功能是取消困惑疑

問，因而導致確信。確信是完全安詳平靜的，毫無任何疑惑。確信不會提出問題，因為

沒有任何疑惑進入確定性的心智內。聖靈會與你分享知識的寧靜，而護衛你於完美的寧

靜中。 

溝通或攻擊的抉擇 

溝通終止分離；攻擊會激發分離。只有心智能溝通。體我無法抹煞溝通的衝動，

因為那是創造的衝動，它只能嘗試的說服你，身體也可以像心智般能自給自足，能溝

通及創造。因此你不需要心智。聖靈是位上帝和走失的浪子們間的溝通管道。治癒是

聖靈所知曉的唯一溝通方式，祂不接受體我對身體與心智的混淆感。心智能溝通，但

不能中傷。為體我服務的肉體可傷害其他肉體，但除非身體已與心智混淆，這不可能

發生。此真理亦可適用於治療和魔法。你必須先瞭解，魔法總是相信治療是有傷害性

的，這是魔法所使用完全無理性顛瘋的假想。攻擊總是涉及身體的。當攻擊以任何形

式進入你的心智時，是因為你認同肉體。不需要實際對任何身體有所攻擊，只要你相

信由攻擊可獲得你想要的，你已接受了體我；如果你不相信你是肉體，攻擊的想法對

你毫無吸引力。當你認同身體時，你總會有抑鬱感。當上帝之子視己與他人為肉體

時，他是在貶低自己，也同樣的在貶低他的弟兄們。記住聖靈之解釋為：身體只是溝

通的工具。 

體我藉由身體來與他人分離；聖靈透過身體與他人接觸。你對弟兄的感知與聖靈

的不同，因為你尚未能視他們和你的身體只是用來做結合心智的媒介。這個解釋將會

完全改變你對身體的價值觀。它本身沒有價值，你若用身體為攻擊武器，它對你有傷

害性；但若用它只為了接觸那些相信他們是身體者的心智，而且藉由身體來教導他們

其實並非身體，你則將能開始瞭解你們心智的力量。在達成連心一致的過程中，身體

則成為一種交流溝通的完美課程，因而在達到心智同一性之前，身體會有其價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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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將所限制的變成無限的方式。祂的聲音(即聖靈)，對身體的看法與你不同，因

為祂知道任何事物的唯一事實是，如何將其用成為服務上帝旨意的功能。身體是美或

是醜、是野蠻或是神聖、是有幫助或有害處，皆基於它如何被使用。從別人的身上，

你將可見到你是如何的使用自己的身體。如果你將身體交給聖靈，用來聚合子群，你

不會看到它物體性的一面。誤用了身體，你將會誤解它，因為誤用造成誤解。與聖靈

之不同解釋，將使你懷疑不確信；這將導致你憎恨感、攻擊性，且失去安詳寧靜。 

任何種的損失皆是不可能的，因為所有損失均源於你自己的誤解。當你看見一位

弟兄僅為其身體時，你與他的力量和榮耀都已經喪失了。若你攻擊了他，你必定是已

先攻擊了自己。不要如此看待他，不要在你心智內允許他貶低自己，要釋放他並解脫

你對自己的藐視。他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神聖的。你是我的一部分，你也是神聖

的。上帝的意願是賦予你力量和榮耀。祂並沒有取回祂給你的禮物，而是你丟棄了祂

給你的禮物。 

聖經上說：「字語（或思維）被展現成肉體」。嚴格講，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似

乎涉及不同層次現實的轉換。不同層次的現實，就像不同層次的奇蹟。除了在概念

中，思維無法被展現成物質，因為思維非物質性的，但可使用身體來溝通。這是身體

唯一的自然用途。不自然的使用身體，是忽視聖靈的目的。 

學生最大的挫折感是選修他無能力學習的課程。他的充任感受損，必定會非常憂

鬱沮喪。實際上，這就是為什麼這世界是愁悶苦惱的根本原因。聖靈的課程從來不是

鬱悶的，因為那是喜悅的課程。學習的反應若是抑鬱，因為學生忘記課程的目標。這

世界上視身體用途被分裂成局部性的，各部分間根本沒有關係，因此，身體似乎被混

亂掌控中。被體我導引的身體必定是混亂的；由聖靈來領導的身體則不然。藉由身體

為工具，你能超越此曲解，而觸及喚回那與靈魂分離了的部分心智，使完整心智回歸

靈魂中。體我的聖壇則得以成為聖靈的聖壇，對聖靈的忠誠取代了對體我的效忠。如

此，因為聖靈與你同在，指引你依照祂的目的去運用你的身體，身體則成為上帝的聖

殿。選擇攻擊的心智無能力去愛，因為它不能瞭解甚麼是愛，但只相信它能摧毀愛。

如它不瞭解愛，它就無法感知自己的愛心。那無存在的知識導致其非真實感，因而產

生困惑。你自己的思想已經是導致如此結果；但你自己的思想也可以使你避免這結

果。創建者賦予你能力來指揮自己依意願去思想。你若不相信如此，你就是否定了自

己思維的力量，因此會相信思想是無效力的。思想總是在複製。生於畏懼，體我複製

畏懼。體我和畏懼感是同盟夥伴。因此體我在你有愛心時會感覺被背叛了。因為你的

本質是愛，愛是你的力量，體我必須否定之。它也必須否定所有愛之力量所賦予你的

一切，因為愛給了你一切。已擁有一切者，你不需要體我。如果製造體我的心智能知

曉自己的是子群的身分，體我所能遭遇的唯一下場就是被拒絕而唾棄。因此，體我反

對所有感激、認知、理智的感知、及一切知識。體我能體驗心智所承諾之完整性，因

此對它有威脅感。雖心智無能力製造幻影，但仍能相信自己能製造幻影。幻想就是由
相信製造出的。體我不屑任何真理，因為真理會顯示體我的非真實性。如果真理已是

包容完整的，非真理就不可能存在。對真理或體我任何一方的承諾必須是完整的，因

為若兩者共存於你的心智中，會造成心智分裂。如果此兩者無法和平共存，而你要安

詳，你就必須永遠放棄衝突的概念。你在還沒有認知什麼是真理之前，你會相信兩個

完全矛盾的思想體系可以共同分享真理，你則明顯的需要警覺性。當你的心智效忠於

兩個王國時，你無法完全對任何一方有所承諾。聖靈無須用攻擊來解除幻想，因為祂

無視其存在，因此對祂而言無幻想之存在。聖靈不要你了解衝突，祂需要你知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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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衝突是毫無意義且無需了解的。若你能記得聖靈所教你的，你則能只對上帝

及祂的王國要提高警覺。不可否認，當你總是將所相信變成你的真理，當你相信上帝

不知曉，你的真理似乎與祂的真理有所衝突，且好像在攻擊祂。我們曾數次提到，體

我確實相信它能攻擊上帝，且試圖說服你是你在攻擊祂。如心智無能力攻擊，體我則

繼續以其邏輯推論你不可能是心智，要求你運用它的幻想思維系統，且要你對它效

忠。 

不要畏懼體我，它的存在必須依靠你的心智。你的相信製造了體我，你可以撤銷

你對它的信念而捨棄體我。不要把你相信體我的錯誤信念投射給別人，如此會使你繼

續保持這信念。當你願意自己單獨承擔你製造了體我的責任時，你就會將你的憤怒和

攻擊性擺置一旁。企圖投射出去你自己的錯誤會造成憤怒和攻擊性。但在接受自己的

錯誤後，不要再繼續保留它們。盡快的將它們交給聖靈，讓祂完全消解這些錯誤，以

使它們從你心智和子群中消失。聖靈將教導你超越信念的去感知，因為真理超越信

念，而祂能正確的感知。上帝的思維屬於你的心智，也是你與祂認同的部分。但你的

心智狀態能隨時知曉什麼在你心智中，決定你所相信的是甚麼。無論你如何相信，它

們是種論點，會決定甚麼是你心智所能接受的。 

每位心懷對此課程的瞭解而回歸天國之子，已治癒了所有子群，且已給上帝其感

激。每位學會應用這課程者都成為完美的教師，因為他從那願意教他祂所知曉的一切

的聖靈，學得這門課程。當心智內只有光明時，它只會知曉光明的存在。它自己的光

芒放射照耀四周並延伸到其它黑暗的心智內，將它們轉化成莊嚴的領悟。上帝的莊

嚴，等待著你去認識、瞭解、和讚賞。 

心智鍛鍊 

一個未受訓練的心智不可能完成任何事。心智的鍛鍊是在訓練其對人世中每件事有不

同的感知，首先訓練取消目前你的錯誤感知，第二步驟則是在復興真感知。以下為幾種

鍛鍊心智的建議: 

1.現在要著重的是要認知你想你所思想的皆是無真意義。當你意識有「思維」的存

在，代表你並無思想，如先前提過的，你的心智只是一片空白。這是張開真視覺的先決

要件。 

2. 第一個重要更正心智的階段過程是認知無意義的思維會顯示給你無意義的世

界。現在我介紹這新觀念：你所看見的這世界似乎在決定你的感知，但你的思維才是

在決定你如何感知這世界。此概念之關鍵在於寬恕原諒。你想這恐怖的、悲哀的、充

滿暴力的、瘋狂的世界造成你的沮喪，但這些全是你自己賦予這世界的特質。因為這

是個無意義的世界，你製造它的所有意義。 

3.你的思維是你製造的影像。你所想的是會以影像顯現出來，因此你不承認它們的非

存在性。你想你看見它們，因此你相信它們是真的存在。這僅是你如何在製造你的視

覺，是你所給與肉體之眼的功能。但它只是在製造影像，用幻象替代真視覺，並非是真

的看見。學到這製造影像之概念後，你將會感知那所謂的「看見」對你不再有太多意義

了。當你看見以往熟悉之物體四周邊際似乎有光芒時，這是真視覺的開始。你也許繼續

有許多這種突然以不同型式出現的「光芒」。不要害怕，它們是你終於能張開真視覺的徵

兆。它們是種真感知的象徵，而不會繼續維持下去。 

4.你的想法不可能是中性的，這概念使你開始不相信思維沒影響力。你所看見的

皆為你所想的結果，這是毫無例外的事實。思維沒大或小、沒強或弱；只有真或假。

你的每件想法貢獻為真理或幻影、和平或戰爭、愛或畏懼。因為中性想法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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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性的結果是不可能的。 

5.「我只能被自己的思維影響。」此單一思想可使每個人解脫其畏懼感。只有你的想

法會嚇到你自己，幸虧那是你的想法，你有力量改變它們而將其轉換成愛之愉悅思念。

思想與其結果實際上同時發生，因為原因和結果是不可分開的。我們要著重的是，所有

心智皆有連接性的，你不可能單獨體驗到你私下的思想。這概念是很不受歡迎的，因其

似乎背負著沉重的責任，甚至被認為是「侵犯隱私權」。然而事實上，毫無可能有任何隱

私思想之存在。 

6. 認知我所看見的都是我想我是甚麼的反影，使我了解真視覺的重要性。我所看見

的世界證實了我製造恐懼之自我影像。若要記得真我，極重要的是必須放棄體我影像。

我必給與真視覺，而以慈悲與愛看自己與人世。 

7. 不論你如何去嘗試，真理與幻想不可能共存。在你接受這事實前，你會花費一連

串的時間與精力、希望與懷疑，企圖達到你不可能達到之目的地，但每一個目的如同前

一個目的皆註定會失敗。一個心智與一個身體不可能共存，因為一個否定另一個的真實

存在。如你認同肉體，你的心智對你而言則無處可容而不存在；反之，如你是靈魂，肉

體於你現實中則是無意義的。靈魂藉由心智來表達真我，心智的力量來自於靈魂，為靈

魂服務的心智會充滿喜悅及安詳。然而心智亦可視己與靈魂分離，視己為身體的部分而

認同身體，它無從施展其功能、無法平靜，其思維對喜悅是完全陌生的。因它離開其力

量泉源後無能力思考，視自己為無助、被拘限、且軟弱。因與其功能無關，它想著自己

被離棄而是孤苦伶仃的，藏在微弱的肉體內，遭遇外來敵軍的無情的攻擊。你的真我仍

存於上帝心智中的心智內。聖靈於你的心智內保留著與上帝分享的救世思維。 

8.救贖在真理和幻想界線中間是種避開幻象的媒介，它反映真理，但非真理。那看見

幻影的心智相信它們是真實的。幻影存於思維中，那存有幻影的心智與上帝已經分離

了。甚麼能結合分離的心智與所有心智永遠為同一性呢？只有上帝之心智能有那無改變

真理的計畫。聖靈持有此計畫，雖源自於無時間性的永恆，但因你相信時間的存在，所

以這計畫可運作於時間內。聖靈看著你所見的罪惡、死亡、悲傷、分離與喪失，而完全

無動於衷。祂知曉真理仍然是：上帝是愛，所看見其他的都不是祂的意旨。父親，只有
祢的計畫是確定的，其他的計畫皆會失敗。在祢給我那維一能達至救贖之思想前，我
以為那計畫會使我畏懼，但我現在已知曉只有你給與我的思維才能領導我回家。 

9.「你即如同被上帝創時一般的完美」，將此思維固定於心智中可拯救這世界。這些

是上帝因你製造了你的世界，給了你這些神聖的字語。當你說出這些字語時，你所製造

的世界幻影會像霧水般蒸發消失。由此字語，子群成為其父之喜悅、愛與其完整性。這

些字語如同響亮環繞於世界周圍的喇叭聲，喚醒熟睡中的心智。你學習有和上帝同樣的

思想來重新復原你的心智，基督視覺才得以回復成為你的視覺。 

10. 心智的自然狀況是完全抽象及普遍性的，但其中那部分無法視為同一性的則是非

自然的。它所見的只是那部分能製造你所見的世界碎片，它顯示出你希望要看見的，讓

你聽見你願意聽見的。因為心智是同一性的，各個心智包含著所有心智；一位弟兄即是

所有的弟兄。這是真理，然而，這能澄清你對創建之意義嗎？這些也許好聽但空虛的話

語，但基本上無法了解也不能理解。教自己有特定想法的心智是無能力了解心智的普遍

通用性。 

11.上帝之思維創建了你，祂未曾讓你、你也從未有任何片刻分開祂，祂於你內，而

你藉由祂生存。那思維是你生命泉源，擁抱著你與祂為一，未曾讓你離開過。上帝之思

想保護你、照顧你、為你準備溫馨的棲息處且平順你的道路，以喜悅和愛照亮你的心

智。因上帝之思維從未離開你，仍與你同在，永恆及永生閃爍於你的心智中。當你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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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天堂之禮物時，證明了你要用基督之眼交換你的失明；你心智將會接受上帝心智為

你所繼承的上天賦予你的產業。 

12.死亡是種你與上帝分離的思想，是相信你無法掌握那些人世的變更或感情的浮

動。心智只能相信它在睡夢中，但它不能製造肉體或生存於肉體內。心智創造一切，

但無能將其製造的成為物質性，所有似乎死亡的皆僅是心智的昏睡。生命的相反只是

另一種生命形式。心智只有醒著或睡著，那狀態並非創建的相反或另一種製造。上帝

從不睡覺，創建是清醒的心智，祂的心智是永遠不變的。當心智選擇運用非源於上帝

的外在力量時，它僅似乎小睡一會兒，開始夢到那從未存在時間片刻、無實質的改

變、及未曾發生的種種。於上帝心智中無相反的存在，只有一個共同分享的生命。 

13.心智必須先能為接受真我做準備，才會有上帝恩惠之降臨。在那些已準備好潔

淨和神聖的桌上，恩寵則會不可避免的降臨於有意願的接受的瞬間。 

14.真理主張你所給與的會增加你所擁有的，而這世界則宣稱你失去了那給了他人

之種種。當你給與一人此事物，你的肉眼不能感知那東西仍舊是屬於你的，怎會有增

加的可能？你不缺證明當你給他人一些概念，你會增強存你心智中的概念。給與似乎

於思維中改變其形式，但所給與的必須歸回至給與者。「預擁有者，將所擁有的給與

他人。」這思維是開始倒轉你的感知，將其轉往正確方向。你尚未放棄顛倒的思維，

因此會產生不必要的衝突。有些人於此狀態維持許久且體驗極嚴重的衝突；許多人嘗

試去接受這經驗，但不願意接受下一步解決辦法。一旦接受了第一步，他們會得到幫

助。千萬別高估形式，因為不論你努力的去保持其形式，它仍會隨時間而改變成你無

從認識的型態。無形式的才能永恆，只有在形式後面支撐的思維是不改變的。要慶興

你能給與所擁有的，因為那只會為你增添。思維在給與時會因加強而維持且增加其力

量。思維因分享而延伸，而無可能喪失。有給者與和保持者之存在，但無給與者和接

受者的存在；接受者會成為再給與者。在這思維交換程序，相互有所增添。那犧牲的

想法會產生所有形式的痛苦。千萬不要相信你可能犧牲。犧牲無有任何價值，如此想

法的存在，證明錯誤已經發生，而必須由賜福糾正之。先賜福給自己，擁有福氣後必

須給與及分享之。那寬恕且賜福給自己者，無任何犧牲或受苦可存在。那些福氣會清

除所有的錯誤思維形式，留下的只有永恆完美的禮物，永遠在付出而永遠增添之。 

15.止靜一會兒，擱置一旁那些上帝是什麼，這世界是什麼，和你幻想自己是什麼

等等幻念。澄清乾淨你所有關於是真理或假理、好或壞、你評斷是有價值或羞愧感的

思維。緊抓住空無。不要帶進來過去教你的任何想法或信念。忘卻這世界、忘卻這課

程，以空手、清淨心智來到上帝面前。 

16.所有字語最多只有準備作用。字語實際上是思維。因為字是象徵性的，沒有任何

一個字能有普遍性意義。原來所用的「思維」與「字語」是相同的。聖經那句應需改

成：「在開始時只有思維，此思維於上帝心智中，思維心智即是上帝。」上帝之心智存於

祂之光芒內是完美無瑕的。你的價值是無可懷疑但無法感知的。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代表

你的想法，當你選擇改變心智，選擇你真要的上帝喜悅時，它也隨之改變。 

17.那不再視己固定存於身體內之心智可被解放自由，那以任何方式為聖靈服務的

心智，超越時間及空間之法則，是永無止境的且無偏見的能有充分的力量和精力做聖

靈要求他做的事。攻擊性無可能傾入此種心智中，因其已將自己交給了愛之泉源，而

畏懼無能侵犯進入那將自己歸屬於愛的心智。它棲息於上帝中。誰生活於無邪與愛中

會有畏懼感？聖靈現在已成為那尋求自由的心智。於祂內，他們找到所尋求的。身體

的目的變得不混淆，它成為完美的能力來為非分岐之目的服務。自由的思維是那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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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的目的，而心智能為此目的，給與最完整的服務。 

父親，雖在我瘋狂的思維中以為自製了自己，我並未製造自己。為祢的思維，我
未曾離開源泉，仍然是那創建之部分。父親，祢之子仍是完美的，當我幻想被傷害
時，是因為我忘記我是被祢創造的。祢的思維帶給我喜悅快樂。若我感覺傷心或病
痛，我已暫時不記得祢的思維，而將自己無意義的想法替代了祢的想法，我只能被自
己的思維傷害，與祢一致的思維只能祝福我，只有與祢相同的思維才是真理。我可選
擇改變會傷害自己的思維，而完全接受超越字語的真理。我不允許心智繼續被夢幻欺
騙下去。今天我找到快樂，而不再追求其他幻想。今天，我的心智是平靜的，以接受
祢供給我的思維。我全心接受由祢延伸的思想而非由自製之幻想。我不知道回去祢的
道路。父親，讓我有完整的寬恕，而於我心智中找回祢的記憶，而找到回去祢的道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