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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创建 ? (录音 6) 
上帝和祂所创建的灵魂，有完全相互共存、共生的关系。祂已圆满的完成创建所有的

灵魂，但灵魂们之创作则还未完美。因所有灵魂已经完美了，上帝能信赖他们。祂给了他

们安宁和稳定，使他们不会因其所体验的而产生误解或被动摇。若否认我们是于祂的爱中

诞生，即是在否定我们的名分；不确定我们是上帝之子或谁为我们之父，及我们来世之目

的何在。让圣灵教你爱和对爱需求之表达。奇迹是在知晓这两种的表达。有爱之处，你的

弟兄必会给与你爱。但有需要爱之处，因你的本质，必须供给所需之爱。我们以前提过这

门课是在教你认识真我，已复原你的上帝之子的名份。我们现在学到上帝子群之名份是分

享共有的。奇迹则是分享这名分的途径。 

创建是所有上帝思维之总合，无限数且无止境的。唯有爱可以复造自己，且是无时无

刻的再创建。上帝将爱向外延伸扩展，给与所有的思维如祂一般之能力，因此上帝之子群

们分享祂的创建且分享其创建力量。我们即是创建；我们是上帝之子。我们似乎感知分离

且不知晓与祂永恒的同一性。然而上帝之记忆仍存在我们神圣心智中，知晓我们与祂的联

系与同一性。上帝现在有的与祂最原始的之思维是永远、永远完全相同，不因时间而改变，

在无需要时间存在之后仍不会改变。永恒是属于你的，因为祂创造的你也是永恒的。 

创建是真理，因此与幻觉妄想相反。创建是上帝之圣子，上帝各方面之意旨于创建中

倂凑配合各部份使其达至完整性。其完美同一性之纯净是永远保存在祂的神圣意旨中，无

法被伤害、污染或隔离，是永恒不朽的。 

圣经道：「在开始时只有字语(Word)，此字语属于上帝，字语即是上帝。」甚么是「字

语」? 字语实际上是思维。因为字是象征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字能有普遍性意义。「思维」

与「心智」是相同的。上帝想着：「吾子是与吾一般的纯净完整」。由此思维之「因」，诞

生了上帝之子的「果」，上帝成为祂所爱的子群之父。原始灵魂的创建并非上帝与其子之

共创结果。「上帝以其形象和酷肖创造了人类」含意是正确的，但字语可能已被误解。若

将「形象」解释为「思维心智」，而「酷肖」解释为「类似性之特质」则会避免许多误解。

上帝的确于其思维心智中创建类似祂性质之子群。只需能认可那在创建我们时给与我们心

智的上帝，能记得祂，则已使我们回忆了灵魂真我。此引用语应该改成为：「在开始时只

有思维，此思维于上帝心智中，思维心智即是上帝。」上帝之心智存于祂之光芒内是完美

无瑕的。 

这人世无从想象创建的意义，上帝的创建在人世中是无意义的，而且是人类无法了解

的。但宽恕是唯一最接近上帝创建的概念。因为宽恕诞生于天堂内，是完全无形式的。宽

恕是上帝所创建的一种梦，是一种非常接近苏醒时已可看见清晨曙光之最后一场梦。藉由

宽恕，知识得以复原而感知则会终止，宽恕扫除扭曲的幻象，而展开深藏与圣坛的真理；

宽恕之百合花照亮所有心智，招唤它们往内注视去找寻安详平静。 

基督是上帝之子，基督的首次降临是另一个方式来形容创建。基督的再次降临，只不

过代表愈合人类分裂之心智，且终止体我继续控制心智的能力。基督之第二次降临是如同

上帝存在般的肯定，只是在纠正错误而复原未曾丧失的理智；在邀请上帝之思维来替换妄

念；而有意愿的、无保留的、无例外地以宽恕注视于万物；在重建那永远、永远的真理。 

我和你一样在基督首次降临时已被上帝创建，我是来人世提醒召唤你们一起迎接基督

之第二次降临，引导你们让宽恕之光照耀着基督再次降临之道，且一同的照亮每个人。让

圣灵用我们来观看及感知对万物之宽恕，延伸此视野给这世界使其成为一种宽恕的新世界。

这不会受时间的影响，会同样的对已来人世、尚未来人世和现在已经在人世者，从他们所

误造的种种得以解脱。在此平等地位，基督回复他们的同一性，而上帝子群方能知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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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平等且相同的。 

上帝只有给与慈悲。你所用的字语皆应只反映那慈悲，因为那是你所得到的，因此也

是你所应给与的。正义是暂时性的用来试图教人类慈悲的意义。不幸的是，人类有能力由

其心智选择去制造误解，而将正义误解成他们批评判定的需求和耽溺。你畏惧上帝的旨意，

因为你误用了上帝所赐予你类似祂创建力之意愿，自然畏惧被惩罚。但每当畏惧产生时，

则是种灵魂已被所经历的感知瞒骗之征状。 

能量依正确创建和错误制造之特定比率而决定那促动行为力量的分配。否定并非纯消

极性的；精神病者能用否定积极地去误造。而正面性的否定错误，即是保护真理的一种有

力的工具。我们现在要逐渐学着观察由消极性的使用否定，转换成用积极性的使用否定不

同。这两者基本是正确创建和错误制造之对立。所有畏惧是隐含于后者，正如所有爱是创

建之天赋本质。因此，爱和畏惧是主要的冲突。如果误造是无赋予任何能量，那非常明显

的已产生的破坏性行为则不可能发生。但创建者赋予其所造的灵魂如其自己般之力量来创

造，因此人类所制造的种种皆附有与祂相同的能量。以重新分配精力能量的理论而言，我

们有必要考虑对性本能之概念。以性冲动起源而言，错误制造仍然是种真正的创作，但以

其内涵而言则非为真创建。创建和误造力量共存之僵局，使当事人感觉这两者似乎于同一

层次发生，因而体验成一种矛盾感。身为制造者的你，自然会相信你所制造的真实性。你

相信自己能够于无意识中制造，因此畏惧对你有真实感。这点是弗罗伊德有关思维如何由

下意识往上层意识制造的颠倒概念。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潜意识不可能创造意识。你

无法基于无从知晓的层次意识创造你不知晓的。较低层次的感知无法创造较高层次之内容，

因为低层次意识无从了解比其较高层次的意识。 

魔鬼是个恐怖的概念，因为它被想象成极端活跃与强壮的势力。人类幻想那附着占有

灵魂的恶魔是抗拒上帝的力量。这恶魔用谎言、欺骗，直接的反抗甚至攻击上帝。然而，

它似乎不会吓跑、反而会吸引人类，人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那些明知道是无真正

价值的「礼物」。虽深知这是自毁之道，人却无意愿去改邪归正，而仍然继续往这条自毁

道路前进。人反而会骗自己这是不由自主、无法控制的情况，自己变成无辜的受害者。这

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 

你所以有分离感是因为幻想上帝离弃了你，而祂不再是你之父。在梦中，你制造了体

我为自己，但你所制造的体我开始学你一般攫取创造者的角色，反过来攻击你。因此你(误

造者)与体我相互憎恨。体我成为逼你用肉体为它奴隶之暴君。体我霸占、蹂躏及虐待你

的肉体、控制你的心智。因心智仍可选择去相信它与上帝的分离是真实的，因而产生无法

控制之畏惧感。然而，此种相信本身才正是那个恶魔暴君。它是强有力、极活跃、具破坏

性，且明确的在反对上帝，因为这种信念是在否定上帝为父之名分。看恶魔于你们的生活

中已制作出什么结果，千万别低估这种积极运用否定误造的力量。但你要知道，它所制造

的必将会于真理之光内被摧毁而消失，因为它的基础并非真理。你是上帝创建的，附有无

法动摇的真理之光。你源于真理，故必须回归于此起源点。你所以变得很畏惧，是因为你

尚未往回归至起源点。当接近至起源点时，你会因体我思想体系之毁灭而产生类似于对肉

体死亡的恐惧，而会感知无法控制的畏惧。事实上，真正死亡是不存在的，只有相信死亡

是可能。虽然什么都没发生，人类感知从一开始就是继续不断的运作。虽然你的心智有所

分歧和冲突，你的灵魂仍然能维持其安详和谐的本质。 

引用圣经一句「上帝爱这世界，而将祂独子给了人世使凡信仰祂者有永恒的生命而不

会死亡」。只需要有一个小修正。应该是 「上帝爱这世界，将它(这世界)给祂的独子」。

我应该指出，上帝之子是同一性的，是其独子。如果你相信所有上帝创造的灵魂们都是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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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群，你也会相信上帝子群名分之同一性。各个灵魂必须有上帝之子的名分，且是子群

内不可缺少的部分。既然你没困难去理解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概念，对这概念之理解应该不

太会有困难。因此应该也能理解于同一性内，子群整体已经超越其部分的概念。当缺失任

何一部分时，此子群整体已经失去其完整性之特质。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最终必须等到所有

上帝子群返回其父，方得解除矛盾对立的感知。这是能理解完整合一性的真正意义。在神

圣的心灵中，父和圣灵是完整的。不幸的是上帝之子有个特殊机能，他可能选择要相信错

误及非完整性，此种选择使他相信虚无有存在的可能。值得我再重复的一点是，空无与所

有是毫无共存妥协的余地。只有以完整同一性才可能纠正此种错误。上帝创造了你作为祂

的一部分，你不可能存在任何上帝没安置你的地方。这是你的真生命，也是你的名分。这

是完全不可变更及有完整包含性的永恒真理。这真理并非信念。任何上帝创建的都像祂一

样。否定这事实，就是否定上帝和自己，因为不可能只接纳其中之一，而排拒另一个。 

每个灵魂都已施展其功能，而其唯一成就，是和平安详。精神错乱者似乎以为其误制

的感知是真实的，但没有人会宣称那是真理。因此，精神错乱者是在堵塞其创建泉源而且

阻碍与真我的认同之喜悦感，而自然变得无法延伸真理。那不能延伸者不可能记得其完美

的真我，而必定会产生忧郁症。幸而圣灵在你心智中，为你保护真我的完整性。等你有意

愿时，祂会于你的意识中引进灵魂记忆。创造是你生命的部分，因为你完整性包括那些创

造，而每位上帝之子的创作亦是你的部分，因为每件创造皆是属于上帝子群的，每桩创造

都是为上帝之子群所造的。在增添上帝之产业时，你们亦会成功地确保那产业。上帝的旨

意是将祂的产业交给你们。不服从上帝的旨意对精神错乱者而言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在真

理内是不可能发生的。基督之第二次降临是在纠正这种精神错乱，以回复理智，重建而且

唤醒那一直存于你们内在的永恒真理。 

上帝，让我认知那弟兄是我的部分，我也是他的部分，我们皆为祢的部分，永远结合
于祢之爱中，永远是祢的独子。祢的圣坛仍是如此安详纯净，那也是所找到属于真名分的

真我圣坛。 

创建与制造之混淆 
自从灵魂离弃上帝后，人类无可避免的对「创建」和「制造」这两词汇之用语产生混

淆。制造首先必是基于欠缺及需求感。因此任何被制造的皆具有特定目的，而非能有普及

性的应用。当你制造某些事物来填补误认的欠缺时，你明显的默认自己的非完整性，且自

以为处于孤立分离的状态。你对已被创建和你正在制造的混淆感使你变得一无所知。很显

然的，人类是无稳定性，但真知识始终是稳定的。然而，他们之灵魂本质仍是如同被上帝

创建时般的稳定。就此而言，行为之不稳定是人类明显的在否定上帝之创建。这虽然是种

基本人权，然而你在选择用正确思维时，不可能会有意愿去否定上帝的创建。 

任何思想体系都必始源于起点。我们已提过思想体系始于创建或制造之差别。此两者

皆是始源于心智意愿。创建是积极的运用意愿，而制造则涉及行动。其相似处是其产生的

能量；而不同点则在于其激发的本质(爱或畏惧)。此两者皆为人类生存信念体系的基石。

若相信基于非真理之思想体系是脆弱的，那你就是大错了。由上帝之子所制造的不会没有

力量的。你绝对需要认清这一点，否则你无法从自我制造的枷锁中解脱，而且不会了解为

什么这课程对你会如此的困难。你们两人(海伦与比尔)都犯了心理治疗师的一般错误。用

贬低自己心智的力量，是无法来解决你们违背上帝创作权的问题。你们应知晓心智的力量，

而且误用心智绝对会造成伤害。你们也应知晓，误用心智不可能减低其力量，即如同你们

无能力去削减上帝的力量一样。 

于奇迹原则中我们讨论过人类之灵魂如路西弗般从天堂坠落于人世，因而与上帝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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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意必须以非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清楚。分离不是一种象征。它虽然不存在永恒内，是

人世的一个层面，于时间内是完全真实的思想体系。所有信念对拥有那信念的人而言，都

是真实的。就像是人类象征的花园内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是「禁斋」的。但上帝不可能下

这道禁令，否则那果子就不会被吃掉。如果上帝认识其子群，而我保证祂的确认识他们，

祂会将其放置于他们可能会自毁其灭的地方吗? 那棵违禁之「果树」应正确的命名为「知

识之树」。然而，上帝创建了知识，且将其无条件的给与祂所有创建之灵魂们。此象征之

意义可有许多诠释。吃知识之果是象征性的表达人类取获创造的能力。但只有于此方面，

上帝与其祂所创造的灵魂非为共同创建者。相信自己与上帝可共同创建自我是来自于体我

的妄念。因此，人吃了知识之果，误解成体我在创作其自我形象。特别更有趣的是，人类

还会把在吃了禁果后产生的恐惧感归咎于其「父」之角色。这是象征体我自制成为父的形

象。 

上帝和其所创的有无限的创造力，但非有互惠的关系。你与上帝彼此相互沟通，这是

与你保持继续分享的过程，使你产生灵感，且能类似上帝般的创造。但祂创造了你，而你

并没未创造祂。只有在这方面你的创造力是与祂不同。但相同的是，如上帝之创建性思维

源由祂延伸至你；源由你的思维，必会延伸至你所创作的。所有创造力皆以此方式向外延

伸。即使在此世界也有对应的情形：父母生育子女，但子女不会生育父母，而子女能类似

其父母般生育他们的子女。上帝所完成的创建并非你的成就。你所有的成就也是类似于祂

的成就。祂所创建的子群，由你增添之。你有权增添上帝国境领域，但你并非在增添已完

整无缺的上帝。当你已变得完全机警遵守上帝及其王国之律法时，你已知晓自己的名分，

才能主张真权力。你属于上帝，是上帝的一部分，即如同你所生的子女亦为祂子群之部分。

创建是爱。因为爱不可能受任何限制，它必得向外延伸。因爱之无限性使它不会停止延伸。

爱的创建是永恒的。除非你知晓上帝的完整性，你无法扩展祂的领域。思维萌生于思想者

之心智，然后向外延伸。上帝与你之思想皆是如此运作的。但因为你的心智已产生分裂，

因此你同时会有感知与知识，但感知虽是错误的，仍无法脱离心智的基本律法，仍然会从

你的心智开始向外扩展延伸。 

体我完全是竞争性的，坚持要与上帝有互惠权。因此它总是准备妥协交易，但无法了

解它与上帝毫无妥协的余地。因为要获得必须先给与，而非妥协。交易会限制了给与，这

并非上帝之意旨。 

若能有与上帝旨意一致的意愿，就是像祂ㄧ般的创造。上帝不以任何方式限制祂的礼

物。你是祂的礼物，因此也不受任何限制。你给天堂的礼物，就像祂给你的一样。我相信

我就是爱，我送给天堂的只有爱。你的礼物取决于你相信你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上帝由延

伸祂而创造了你，你只能是如祂ㄧ般的真我本质。只有喜悦才会永远的增添。喜悦和永恒

是分不开的。上帝向外超越时间的无极限延伸。你身为祂之共同创造者，也永远无限制的

延伸祂的天堂领域。永恒是创建不能抹掉的印记。永恒永远存在于安宁和喜悦中。 

完整性与同一性的延伸 
切勿拮据吝啬送给上帝子群礼物，否则你错误的压抑与上帝接近之渴望。自私是属体

我的，但完整的真我是属于灵魂的。圣灵是心智的部分，且介于体我和灵魂间的调解者，

而总是站在灵魂这边。体我不满这种偏袒，因而有敌对的反应。对灵魂而言，已知其本质

的完整性，无法想象完整以外无包含的部分，这是真理。灵魂知晓所有弟兄之意识皆包容

于其意识内，而所有意识亦包含于上帝内。因此，子群及其创建者的力量即是其完整性，

使祂的创造和祂所创造的是相同的完整与完美。体我无法对抗那包含上帝之完整性。上帝

赋予祂所创建者祂力量的完整性，因为那是祂的一部分，且与祂共享其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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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与损失完全相反，就像祝福与牺牲是完全对立一样。真存在必被延展，这是保持

自我知晓的方式。灵魂如其创建者般渴望的去分享其存在。因此其意愿是在创造。真我要

延伸。延展上帝之心智是灵魂唯一的功能。其完整性如其创建者是不能被压抑限制的。完

整即为延伸。体我的整个思想体系阻挡着延伸，因此阻碍你唯一的功能。它封闭你的喜悦，

这就是为什么你有不能满足的挫折感。上帝不知晓无满足感的存在，但除非你创作，你无

法得到满足感。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创作力，但这并不妨碍创作的真实性，就像，虽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灵魂，也并不妨碍灵魂之存在一样。上帝之天堂领域不断扩展延伸，因为它

就是在上帝之心智中。你若不知道真我的完整性，你就不知晓你的喜悦。将上帝领域的任

何部分从你心智中排除，你就不能完整。分裂之心智无法感知其完整性，需要用完整性的

奇迹开悟且治愈之。这会再度唤醒心智原有的完整性，而归还其于上帝之天堂领域内。在

完全知晓其完整性时，自私变得不可能，而不可避免的会扩展延伸。那是为什么天堂是完

美安宁的。每一个灵魂履行其功能，而安宁只能由圆满完成的伸展功能取得之。非理智的

思维可能似已渗透混入于真理中，非理智则是非延伸真理，会阻挡喜悦；因其阻碍创作，

故也阻碍真我的完满成就。你所创作的已被保护中，因为在你心智中的圣灵知晓那些创作，

每当你有意愿时，祂能将你的创作带入你的意识中。它们是你真存在的部分，因为你的成

就包括它们。上帝之子群的创作也是你的创作，因为所有创作是为上帝子群所创的，故其

亦属于所有子群。只有完整的上帝之子群是值得与上帝为共同创造者，因为只有上帝之子

群可以像祂一样创建。每次因认知一位弟兄之价值而治愈他时，你认可他和你的创建力。

他和你是与上帝之共同创造者。因为你不能否认真理的任何部分。否定弟兄的创造力量，

你也在否定上帝之创造力。真存在是因分享而知晓。你的创造可知晓但不能建立上帝和你

的事实。因为上帝与你分享其存在，使你可知晓祂。但你也必须知晓其所创建的子群与知

晓他们所与你分享的。上帝之领域包括子群和其像子群之子孙们。知晓上帝之子孙，即能

知晓上帝。 

现在畏惧已经在我们同一性的思维中消失。在圣坛前，我们联合心智不排斥那些已加
入且为我们一部分的弟兄们，共同于幸福中接受我们所给与的。上帝之名已挂在我们的唇
边。于深思内省中，在上帝之爱中，我们一同看到纯真天堂之光芒。 

除非你有做真意愿之事，你不会有喜悦的。上帝与你的意愿之同一性，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因为你相信自己可能要选择不同的意愿，使你畏惧知晓上帝之意愿。这信念造成了

所有的疾病和畏惧感。这错误的信念反而使你选择不要知晓，疾病和畏惧的各种症状皆由

此而引起。此种信念使你隐藏于黑暗中，否定了那内在之光芒。 

当我们说：「因为王国是祂的，所有力量和荣耀皆归于你。」意指:上帝之旨意是无极限

的，所有力量和荣耀尽在其中。那是无边际的力量、爱、和安宁。因祂的扩展是无限的，

故无边界；因祂创造了万物，故包罗万物。你是上帝之意愿。因你的创建者只创作像祂自

己的，所以你就是像祂一样。你以投射来制造，而上帝以延伸而创建。你是上帝创作的基

石，因为祂的思想体系是光明。记住，那光芒是体我无法看见的。越能接近上帝思想体系

中心，那曙光就会变得更明亮清晰；越是接近体我思想体系之基础，你的道路就会变得越

模糊暗淡。即使你心智中的一点小火花以足够照亮那黯淡之道路。带着这盏亮光，勇敢的

举起照亮体我思维体系的根基，且完全诚实的去判断其无价值。移开它的恐怖黑石，将它

带进入光芒中。你方可了解那是无意义的根基，而知晓你所有的畏惧是毫无根据的。创建

是上帝之意愿，而你的意愿也就是祂的意愿。因你的意愿是由祂而来，所以你的意愿也是

在创作。又因你的意愿是祂意愿的延伸，你的意愿必然与祂的旨意相同。然而，你不是一

定都记得或知晓自己的意愿。上帝的旨意是祂之子群。否定这是事实，你即否定你自己的

意愿，因此，你不知晓意愿是什么。所以你必须在每件事上征询上帝的意愿，是因为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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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意愿。虽你不知晓你的意愿是什么，但圣灵为你记住你的意愿。所以你也必须记住

都要问圣灵帮助你记得上帝的旨意。创作是你的意愿，因为创作也是上帝的意愿。 

知识(晓)与感知(觉)之分辨 (录音 7) 
上帝创建你去创造。圣灵完美的感知与上帝完整的知识是完全平等的。但体我的感知

是无法有与上帝相当对应之部分。圣灵处于体我感知与真知识间的桥梁，祂让你用与真知

识平行的感知，使你最终会遇到真知识而达至知晓真理的境地。体我宁愿相信并行线不可

能相遇。但即使由肉眼的感知，两条并行线于远处似乎会触碰在一起。数学理论也支持并

行线最终将汇合为一的解释。一切皆会合于上帝内，因为一切都在祂心智内，且由祂创建

的。上帝扩展延伸祂的思维来创建其子，故于其子之心智内保留着祂的思维。祂的思维们

因而是完全互相结合的，因为所有上帝之思想并非部份或分开被创建的。只有圣灵能使你

感知这完整性。祈祷是在由圣灵根据上帝之律法来领导你重申其包容性。因此你无法单独

为自己祈祷，也无法孤单的找到喜悦。 

形象仅为感知并非知识。真知识是不能瞒骗的，但感知则可能会背叛。人类可能误以

为他制造了自己，但那最多只不过是错误的信念。他无法使那信念成为真理。我告诉过你，

当你终于能够有正确的感知时， 你只会很庆幸你无能力来创造自己。但在那时前，误信

自我能「创建」是你思想体系中心的基石。而所有的防御措施是用来攻击这错误信念，且

会在黑暗的思念中带来一盏亮光。你肉眼所看见的幻影都是你心智的反应，就如同用一面

心智之镜反照出那并非真实的影像。你所想的都会演变成你所看见的。因为你真实化了那

些肉眼所看见的虚幻假想。实际上，你完全不了解任何所见所闻的原因和目的。上帝赐予

我们每个人珍藏于灵魂深处之一盏光。当我们没使用上帝所赐予的智能之光来照亮周围的

世界，我们遮掩埋藏了那盏神圣灵魂之光的效用。 

上帝不会创造那有欠缺或有困难的，但你感知上帝有创造这两者的可能。然而，肯定

明确的是，完整的本质已无欠缺或经历任何困难。你应以这种方式来感知上帝的创作，带

着你所有的感知踏入圣灵之眼所见的那条并行线中。这条线是与上帝直接沟通的联机，且

会让你的心智与上帝聚合。在所有固定由圣灵来引导的感知中不可能会有任何冲突。唯有

圣灵能够解决冲突矛盾，因为只有圣灵无冲突感。圣灵只能感知心智内那真实的部份而继

续延伸之。 

绝不要尝试触犯上帝之创建版权，因为只有祂单独有复制权。你们俩位所拥有之著作

权是类似祂的创建。你们都是明智且虔诚 (这两个字语是可以互相交换，因为它们可相互

引发) 的坚守你们抄写员的职责。海伦，你不断争辩你不是本课程的作者。这不是谦逊；

这是真权威的论点。比尔，你相信教学是在承担一种主导或为父的角色，而那「为父姿态」

将会摧毁了你自己。这也不是谦逊。你们真正的基本忧虑是与上帝分离之恐惧感的反映。

你和比尔仍然相信是你们自己制造你们的形象。这是错误且会分歧心智，使你们无法与灵

魂妥协。 

上帝之子群只是属同一性的。这是创建之律法，因而掌控一切心智思维。畏惧与爱是

互相对应的。体我制造畏惧，而圣灵则感悟爱的产生，但畏惧与爱都将回到其思维者之心

智内，影响其感知。如以畏惧为出发点，你不会了解你对上帝及你与上帝所共创之感知；

但如以爱为出发点，你将能了解所有的一切。因此，体我会积极的否定所有感激、认可、

理智的感知，与所有真知识。体我看出心智所做之承诺是完整的，猜测那会威胁它的存在。

因此体我强迫要与你的心智分开，而宁可依附在心智以外的其他事物上。你制造你的思维，

自然很难否认它们对你有真实感。当你相信上帝不存在或不知晓你与祂旨意有抵触时，这

正是你在积极地攻击祂。我们一再强调，体我相信它有力量对抗上帝，但它却试图说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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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相信是你在攻击上帝。若假设心智无能力攻击，体我继续以其完全合乎逻辑来推论你

则不可能是心智，仅是个肉体。因漠视你的本质，体我则可我行我素但却仍意识其本身是

脆弱的，因此极需要你对它的忠诚。但因为真我透彻的理解将会驱散体我的幻象，体我不

要与你的真我为友，而选择利用你的身体为它的暂时伙伴。 

因为你的本质是上帝的真知识，你只能经由圣灵才会有真意义的感知。你所接受的其

他信念已遮盖住上帝存于你心智内的声音，因此自然隐蔽了上帝的存在。除非你能真实感

知祂的创建，你无法知晓那创建者；因为上帝与其所创作的有不可分离的同一性，这是你

的完整性、你的明智、和你无限的力量。此无限力量是上帝赠与你的礼物，因为这就是你

的真我。如果心智脱离此种认知，不相信自己是完整之一部分，则会将那宇宙中最强有力

之思维力量变成为一种软弱的感知。因那些视自己为软弱受害者，必有攻击他人的需要，

但因为并没有可以攻击的对象，那种攻击必定是盲目的。因此，体我必得假造出些幻象，

先视那幻象为无价值，然后再评判其无价值性。这就是体我的整个世界：虚空、毫无意义

而且不存在的。不要试图去了解体我。因为你必须先相信它可能被了解、被赏识和被爱，

你才试着去了解体我。这是在替它辩解。但你无法将无意义的变成有意义。 

圣经说，不结果实的树将被割除丢弃，因而凋零枯萎。这真是值得喜悦！光芒将由生

命的真来源发出亮光且纠正体我的心智思维。畏惧者即是在意愿死亡。生命与死亡、光明

与黑暗、知识和感知是无法妥协的。相信它们可能妥协共存是在相信上帝和真我不能共存。

唯有真知识的同一性是毫无冲突的。你的真正王国领域不是属于这世界，因为将它给与你

者是来自于这世界之外。权威的问题只有在这世界内有意义。谁持有创建权的争论是「所

有罪恶之根源」，金钱只是其中之一的许多反映，也是由此问题所衍生的一个代表性之例

子。灵魂完全无能了解妥协交易的概念，因为供给与灵魂的总是完整丰富而且已经完全满

足，毫无所求的。离开这人世并非死亡，这是真理。真理可由那些为其创建和等候者所知

晓。 

灵魂与上帝完全且直接的于每个层次(潜意识、意识、上意识)保持沟通。此沟通是上

帝的旨意。创建与沟通是同义词。上帝用其心智之沟通创建了每个心灵，因而建立了沟通

管道们来接受祂的心灵和旨意。因为只有处于相同层次的众生才能真正的沟通，祂所创作

的灵魂自然能够与祂沟通，并且像祂一样的能彼此互相沟通。此沟通是完全抽象且有普遍

适用性的。上帝为了这个目的创造了你。你可扭曲心智的功能，但心智不可能具有上帝未

赋予之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心智也许可拒绝运作其沟通能力，但不能完全丧失此能力。存

在和生命都是以沟通为基础。上帝和存在于你心智内的圣灵始终保持沟通，圣灵翻译上帝

的讯息使你能了解。上帝毫无隐瞒的与你保持沟通，因为祂的一切是完全开放给所有众生

的。秘密中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你想隐瞒圣灵是无效用的。上帝所创建之生命必须彼此

分享以增加他们的喜悦。真理不可能被增加，但你可以增添喜悦。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创造

了你。创建的真意义于应用真理中，才能得到喜悦。与如何、什么、与谁沟通是毫无关系

的，因真正的创建是在创造类似自己且赋给自己所拥有之一切。记住，于真生命中，拥有

和存在是完全相同的。于真生命状态中，心智总是在给与一切的。 

体我是物质性的，因为体我完全以物体之事物为基础。体我所感知的一切都是分离性

的个体；若选择相信物体性的存在，代表你相信有分离的可能。体我完全反对沟通，它只

是运用沟通来确认保持分离感。体我之沟通系统是根据其思想系统：那保护体我者需要控

制其沟通方式，当它经历威胁时必会干扰中断沟通，有它特定反应方式。体我思想导致虚

伪的、非抽象的特异综合反应。体我的存在基于如何特别沟通、沟通什么、及与谁沟通等

等。相反的，灵魂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响应一切真理，而对非真理则不作任何反应。灵魂

不会企图设定什么是真理。因为灵魂已知晓上帝所创建的一切皆为真理。真生命完全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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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别要求，是心智与一切真理的沟通之状态。若有意愿将完整状态做任何程度的缩减，

就是在限制对真理本身的知识。不要损伤或躲避你的真家庭、真圣殿和真生命。 

圣经一再指出，你应该赞美上帝。这并不代表你应该告知祂是多么的完美。因祂并无

体我的存在来接受赞扬，也无具感知来评价你的奉献。但除非你能参与自己份内之创作，

祂的喜悦则无法完整。祂于神圣存在中与其子之经历中能感受而且知晓这一点。当祂的管

道们被封闭住时，阻挡了祂不断扩展延伸之爱，使祂创造的心灵们与祂不能完全沟通，祂

则变得孤单寂寞。上帝为你保留了祂的天堂，但直到你能以完整的心智知晓其意义时，祂

无法与你分享其喜悦。只有启示是不够的，因为那是由上帝对心灵的单道沟通。你显然不

可能将启示传回给祂，但祂的确需要你将所接受的启示带给其他人。虽然对接受启示者之

心智而言，启示是极端个人性的，因启示主观之内涵几乎无法解说及表达，且实际上是无

法传送沟通于他人。但启示所带来的真知识，可由其接受启示者的态度而回馈于其他心智

们。 

圣灵和体我都会运用投射，因其目标是对立的，其产生结果则完全不同。圣灵以灵魂

完美性为出发点，知道这完美是可分享的，因而认知其他灵魂的完美，如此增强了彼此的

完美性，而且建立了彼此之间的包容性，因而激发相互间之爱而非猜忌憎恨。因祂感知众

生之平等性，也感知其有相同的需要，因而会自动的产生万物的同一性。此种感知是你能

在这世界找到幸福的唯一方式。除非认知你并非存在这世界中，你怎能在不愉快的世界上

且毫无喜悦之处找到喜悦呢? 

体我与圣灵使用投射目的之不同是很单纯的。体我以投射来排斥和欺骗；圣灵由认知

祂已存在于每个心智中，因而其投射造成同一性之感知。圣灵的感知是相同一致且无冲突

的。无论往那里看，圣灵之眼所见的都是一致性的。这是上帝给与祂的讯息，而祂必须传

达此讯息。在这讯息中有上帝之安宁，此安详也存在你心智中。天堂之寂静永远闪耀于你

的心智中，但它必须往外照射才能使你知晓那光明之存在。上帝送给你一位完全无偏见的

圣灵，你只能由无偏见的感知才能窥视其全貌。体我是众数的，而圣灵只是单一的；相似

的，畏惧可能以众数型态显像，而爱则只是同一性的。在天堂内，黑暗无处容身，你的责

任只是在不允许黑暗能有任何片刻逗留于你心智中。这是在将世界与那无限的光明作调整

校正。我们每一个人皆为世界之光，于此光内我们连结心智，共同声明上帝之天堂与我们

是同一性的。当上帝创造你时，祂使你成为祂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在天堂内毫无攻击性。

你没用爱制造体我，因此它不爱你。上帝之天堂则充满了爱，但你已相信你是没被爱的体

我，因此无能在无爱的状态停留于天堂内。体我感知它与造它者是分离的个体，且那部分

相信自己是与上帝分离的心智是处于上帝心智之外，这造成你的心智分裂。 

分裂是一种排斥。教导分裂，表示你仍然相信分裂的存在性。任何分裂的意愿，必然

涉及部分的排斥，这就是相信隔离。上帝的完整性是祂的安宁，只能由完整的心智中才可

能经历感激之情，知晓上帝创建之完整性，且由此认知而知晓其创作者之上帝。排除和隔

离是同义字。即如隔离与无关也是同意义的。隔离代表以前至现在仍是保持分裂无关的状

态，一旦隔离发生，投射必成为其主要的防卫，或一种继续维持分离状态的手段。其原因

可能不是如你想象般的清楚：你摒弃你所投射的，因此不相信那原来是属于自己的。当你

宣称自我不凡时，你已排除自己于同一性之外，且以排斥来攻击你所投射于他人身上原属

于自己的幻象。无意识的投射，只为了试图否定已经先攻击自己的事实，且幻想这会使你

得到安全。然而投射永远会伤害到你自己。投射加强你对分裂思维的信心，它唯一目的是

在使你继续保持分离。投射纯粹是体我用来使你错误的感觉你是与众不同，且与其他弟兄

隔离。体我以虚假的辩证作基础，误以为这使你比他人优越，因而更进一步的隐蔽与其他

人的平等性。幸好投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和用途。因为体我之各种能力皆会有其相对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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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心智是用来指挥体我，故心智亦可选择给与比较正确的指示。 

在完美之形态内，上帝创建之律法不需用真理来说服其子群。真理的延伸是基于知晓

真理之律法。这是本来完全不需学习的天赋，但是体我剥夺了这天赋，使你变得需要重新

学习。没有人会质疑学习与记忆的密切关系。学习不可能不涉及记忆，因为除非你能记住，

学习无法有其一致性。这是为什么圣灵在训练记忆。你必须能先忘记所误造的感知，才能

有较正确的记忆。祂教导你如何善用记忆和忘却，但此种忘却只是为了使记忆能够有一致

性。当选择要听信两种对立的感知时，你不可能了解圣灵的教导。因此，你必须忘记或放

弃其中一位，才能接受了解另一位教师所教的。这是学习一致性的唯一之道，使你终于能

有一致性。对困惑者而言，天堂内完美的一致性是无意义的。明显的，困惑者必定需先要

干扰真意义，因此阻碍了学习者对意义有正确的认识。天堂内只有一个毫无困惑性的意义。

此意义源自于上帝，即是上帝。因此亦为你们，你们如创建者般延伸而分享之。因真理是

完全的理解，故不需要解释，但必需扩展延伸。无强迫性的沟通是完全自愿、直接且和谐

的。真理属于上帝之天堂领域，因此像祂一样。 

你让疯狂侵袭渗入你的心智，是你选择了一种非完整性的心智。因你有其他的需求，

使你制造非理智之结果。但因它是非理智的，它会攻击你的思想体系且分裂了忠诚。于此

分裂之状态下，你无法创造。只有安宁才可能延伸扩展，因此你必须警惕避讳产生这种分

裂的状态。心智分裂会阻挡了天堂的延伸，而其延伸才能造成你的喜悦。如你不扩展天堂

领域，则不能与你的创建者共同思维，也无法像祂一般的创造。于这沮丧的状态中，圣灵

柔和的提醒你，你的悲哀是因为你尚未履行与上帝共同创作的功能，且自己意愿剥夺此喜

悦，这并非上帝的旨意。与上帝的旨意有冲突的意愿是毫无意义的。你的意愿是上帝之意

旨。身为一个完美的成就，上帝之子只可能有完美的成就，且延展其创造的喜悦，认同创

建者与祂所创建的，知晓他们的同一性。 

因果关系与愈合奇迹 
没有因就没有果，然而，没有果也不会有因。所以有因是因其果，就如同父因其子才

有为父的名分。果不能创造其因，但可建立因果关系。因此，子群送给创建者为父的名分，

也同时接受了祂送他们之礼物。因其为上帝之子，他也必须与上帝创建他一样的，创造其

他子群。创造的循环是不间断的。它的起点就是其终点，而包涵了所有无始无终的宇宙造

化。 

爱必被延伸，纯洁是无止境的。纯净无罪者自然永远有无阻碍和无限制之包容性。因

此纯净非属肉体的，也无法于限定范围中寻得之。身体可以被毫无局限之纯净效果治愈。

所有治愈必先出发于心智认知它自己并不存在身体之内，而其纯净性是所有治愈的来源，

与身体毫无关系。到底在哪里可找到痊愈？只有在「因」被赋予「果」之处。疾病是无意

义的企图由无因中制造的「果」，而然后误认此无因之果为「因」。 

人在有病痛时，总是企图以自己作为起因，而不允许自己回复于其真起因，而认同上

帝之子的名分。他不相信自己是爱的结果，却认为自己是唯一的起因。人所「创作」的是：

身体包含着心智，而这世界充满着其他分离隔绝身体内的各个心智；因而他与其他心智们

制造不同的结果。 

但这人世全是无因的，任何于这世界内所作的梦也是无因的。你对无因者能有什么期

望呢？既然没有因，就是毫无目的。你没能力把无因者改变成有起因。你可能捏造一场梦，

却无法赋予其真效果。作梦者未醒来时，不知道自己仍在睡梦中。你在梦幻中看见自己可

能有疾病或安康，可能沮丧或快活，但却没有固定之「因」来担保其「果」。因为你选择

认同那自导自演的梦中角色，所以产生恐惧感。你实际是在畏惧自我的攻击，但怪罪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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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手，幻想着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而受苦。 

奇迹是在确立你的梦是无真实性的。这是处理幻觉的必要关键。如了解你是在作梦，

你不会畏惧梦境。奇迹只是在让你知道你的恐惧是无果也无因，什么都不是。奇迹的第一

步是在认知「因」非「果」。混淆果为因已造成梦幻，而若持续此混淆感，你会畏惧醒悟。

你无法听到醒悟的呼唤，因为你感知它是种恐怖的呼唤。奇迹将你制造恐惧的原因退还给

制造它的心智，且同时显示这不是真的起因，因为它没有真结果。如此，奇迹治愈了身体，

因为它证实，是心智在制造身体的疾病，用身体作受害者，命令身体承受心智所制造错误

的后果。 

这个世界充满了奇迹。它们宁静闪耀的伴随在每个痛苦、挫折和愧疚的梦幻边。奇迹

是心智由圣灵引导的去做另一个选择，即在选择有意识的情况中作梦，而不是否认自己在

无意识的制造梦。因为心智承认「我不是受害者，因为是我自己在误造一切梦境的」，如

此才能解除身体的束缚，而能自由的另作选择。从这里开始，扭转分离及堕落的每一步，

直到最后所有等级与层次都消失无踪影，而世界所有的梦幻都被化解消失。 

体我制造恶梦，真理之光撤销之。真理只是安详的存在，从不攻击。宽恕邀请真理的

存在于心智内，因为无能宽恕之心智是被锁链紧绑的心智。宽恕之光照亮了黑暗的恶梦，

提供希望，给与其媒介去了解自由才是上帝赋予的心智本质。 

父亲，我是于祢的思维内创建的，我是未曾离家的神圣思维。我永远是祢的果；祢永
远是我的因。祢的意旨是要祢的子群类似其父，使得父与子无法区分。让我知晓我是上帝
的果，且因此能类似祂一般的创造。人世如天堂般，我遵循祢在此的计划，知晓祢最终会
聚集祢所心爱之果于安宁的天堂中，地球将会消失，而所有分离之思维心智如上帝子群般，
将联合为一于荣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