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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录音 10) 

上帝已圆满的完成创建所有的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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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灵魂们之创作尚未完美，每当你感到畏惧，代表你的心智已错误

的认同体我，它被体我缠身和压抑；它的意愿被限制而无能自由主张。当心智不自由时才

会制造错误。被监禁心智依定义则是不自由的心智。上帝创建的真我不可能犯错或受苦，

因其心智意愿接受上帝所延伸的意旨，而复原其喜悦和自由的扩展。在你心智比较自由之

时闪过的那两件事，是完全有关心智误造的例子： 

(1)在回忆过去时你也同时记得那时的痛苦，这是种自制的错误。(2)盈达失足跌下楼梯是

由她错误感知产生毫无理由对你的恐惧感，与你根本无关。(盈达是一位小孩，因看见舒

克曼张开双臂以迎接的姿态站在楼梯底时，竟从楼梯上摔下来。此后多年，每次看见舒克

曼时，盈达都会因畏惧而尖叫。)  

能正确使用心智来否定错误，才得以解放不自由的心智，并重建自由意愿。不要低估

否定的力量。当意愿真自由时，它只认同真理，因此不再错误制造。投射是错误或非适当

运用心智的结果。在同一性中我所运用的是种正确的投射，我投射真理的肯定。如果你对

我 (或对你自己) 有错误投射，你就是在干扰同一性的进展。我所运用的投射(你也可以

同样的运用)，是种强而有力的用心智否定错误。奇迹工作者是一位能接受我所用的正确

否定和投射方式，且联合其天赋的否定和投射能力与我合作，而且运用此能力延伸于他人。

如此，我们则能一同努力工作以达到永恒之安宁。 

在灵魂与上帝分离前，心智中无畏惧之存在，因此平静无所动摇。分离和畏惧皆是错

误心智所制造的产物，而必须取消复原之。这是圣经所谓的「修复圣殿」，并非指整修建

筑物，而是指打开内在圣坛以接受回复同一性之过程。将身体视为圣殿可纠正部分的错误

感知，但只是更正这种错误的第一步。下一步要了解的是，圣殿并非建筑物，它是围绕中

心圣坛之圣殿。人类所以强调赞赏教堂外表的庄观华丽，是显示他们对同一性的畏惧感，

也是种无意愿接近内心圣坛的征状。圣殿的真美并非肉眼可能见到的。相反的，圣灵之眼

无法看到建筑物，但能完善清晰的感知内在的圣坛，圣灵眼有完整的视觉，这是人类心智

内设置的一种防卫系统，能治愈分离的感知，以否定来拒绝所有错误的心智，而使心智完

全不会受错误的影响。 

同一性过程实际上早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已经开始运作了。有许多灵魂努力

的企图帮助分离者认清真理，但无法承受分离者抗拒攻击的力量，而必须被援救。天使也

降临人世来帮助分离者回归同一性，但祂们也不够力量给与护卫，因为分离者对安宁毫无

兴趣。他们的心智已分裂，且固执的意愿持续其分裂而非重新整合。他们自制的不同层次

产生相互矛盾。他们制造了差异、分割、裂缝、离散，和其它各种类似概念，用来再持续

其所制造的分裂。因非为正确心智，他们把否定由防卫性转成攻击性，而实际变成精神异

常。这时必需介绍一种只能治愈而无可能再分裂的工具。 

所谓「思考理解」是种对心智-头脑的混淆，且暗示分歧性。「正确心智」涉及愈合，

为较适当防护心智的形容词。不须要规劝，每个人都会自动防卫他的宝藏。问题症结是：

(1)甚么是你认为有价值的宝藏？(2)你对它有多珍惜? 一旦你学会于所有的行动中用这

两项问题为真行为的标准，我应该不会有太多困难为你澄清这观念。但在尚未学会一贯的

使用这两项标准前，若你要求，我必得专门为你示范。不要过度的拖延这一步骤，它能够

为你缩短学习时间。 

你的心智不了解现在、不了解时间，因此实际不能了解任何事。你对过去所能持有的真

正想法只能为：过去并不存在。以为你在思考过去，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幻想。那幻想过去

和期盼未来的心智实际上是一片空白。很少心智能够认知它们没真在思考的事实。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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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训练自己去注意到甚么时候是没在思考。当非思考的「想法」占据了心智时，它会堵

塞真理。接受真视觉的第一步是能认知你以为充满着思维的心智，实际是一片空白。当你

注意到有「想法」之存在时，即刻察觉你并非在思想，这是用另一种方式重申你的心智是

一片空白。能认识这点是真视觉的先决要件。你所想的是以影像显现成你的思维，因此你

自然不认为它不存在。你想你在想着那些思维，所以你想你看见它们的影像。这只是你如

何在制造你所「看见」的思维，这是你给肉眼制造影像的功能，并非真看见，而是以幻象

取代了真视觉。 

承认你制造所「看见」的思维，可以知晓你的思想不可能没任何影响。你所看见的全部

毫无例外的是你所想的结果。想法无大小、强弱之别；它们只有真假之别。真思维会复制

类似它自己之思念；而假想法也会复制类似自己的思念。「无影响力之思想」是自相矛盾

且不可能的。所有思维不是在贡献于真理，就是在加强幻想；不是在延伸真理，就是在投

射假象。各个想法会带来和平或战争；产生爱或畏惧。不可能有中性的思维，因此也不可

能产生中性的结果。我们企图推开对想法的畏惧而宣称想法是不重要、瞬间飞逝且微不足

道、不值得被困扰的。但重要的是，必须认知它们仍能具有相同的摧毁损伤力。我们会一

直训练直到你能完全了解这一点为止。 

同一性过程计划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在解除所有层次的错误。疾病其实是「非正确心智」， 

是种对层次混淆的结果，总是涉及相信于一层次的错误会对另一层次有不利的影响。我们

曾提到奇迹是在改正层次混淆的媒介，所有错误必须在它们所发生的层次上做修正才有效

果。只有心智能犯错。身体可做错误的行动，这是因先有了错误想法，才会产生身体的反

应动作。身体无创造能力，但相信身体有能力创造的基本错误，造成了所有身体的疾病症

状。只有心智能创造的原因并非很明显。灵魂已经被创建了，身体是心智学习的工具。学

习工具本身并不能学习，其目的只不过是帮助学习者。错误的使用工具顶多无法帮助学习，

而工具本身并没有力量造成实际错误。然而人类往往高估身体的能力，且人类几乎无法否

定身体的存在。身体只不过是人类所经历的事实。那些否定身体存在者，仅是在用无价值

的否定。此所谓「无价值」是指运用不必要的否定来保护心智。毫无疑问的，心智能错误

的制造。如果你否定这不幸的心智能力，你亦是在否定心智力量的存在。 

所有的思维都会于某层次变成形体，因此无「空想」之可能。所看见的都是你心智反应

的过程，以「甚么是你珍惜的宝藏」之概念为起点，心智由此开始制造各事物之影像，就

是由欲望及评价开始，然后往外寻觅所相信是有价值的宝藏，且投射其影像于外，检查鉴

定其真实性，而视如宝物的防卫保存之。由癫疯的渴求产生疯狂的世界；由批判评价产生

有罪的世界。然而由宽恕思想则会产生平静温柔的世界。在人世间，宽恕是回去上帝之道，

无其他方式。上帝是我们的目标，藉由宽恕使我们的心智能终于回到上帝内。 

你们都相信不必为自己的思想负责，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事实上你们必须先

为所有的思想负责，因为只有在这个层次，你们才能运用意愿选择正确或错误的思想。

你的行为来自于你的思想。当你将所有的思想交给我引导，你的行为则会自然由我来

控制。每当你害怕时，那已是确定你允许自己的心智在误造，也就是你没将心智交给

我。每当你害怕的时候，知晓你已意愿错误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有责任感。你

所必须改变的是你的心智，并非纠正你的行为，而这完全在于意愿。只有在创作性的

层次之心智，需要被导引且有更正的可能。在显出症状的身体层次，更正一词是毫无

意义而且毫无作用的。纠正恐惧是你的责任。当你祈求解除恐惧感，你暗示这不是你

的责任。你所应该祈求的是邀请我帮你解决那引发恐惧的原因。那情况总是涉及你意

愿与上帝和其子群分离的错误心智。在此原因层次，你确实能帮助改变结果。我已告

诉过你，要我帮你解脱恐惧感是完全无用的，因为我知道它的不存在。但你不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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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如果我干扰你的思维和其结果，我就是在干扰这世界上最基本的因果律法。

如果我贬低了你思维的力量，对你是完全无帮助，而且与本课程的目的有直接冲突。

恐惧感必不能被基督控制或削减，但可由自己控制。恐惧总是与那无关紧要的有所关

联。畏惧感阻碍基督的控制能力，完全是在于你的意愿去纠正畏惧感。当有畏惧感之

存在，显示你已将那不重要的提升至它不配的高阶层意愿内。这层次的混淆感是很明

显，因你试图将较低层次的现实提升到心智阶层，使我无法为你控制恐惧。我鼓励你

要用意愿去改正它。畏惧都是种过度费力的征状，当真旨意与你的意愿有冲突时，畏

惧自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这以两种主要情况显现: (1) 你可能依照自己意愿去做那

些与上帝旨意冲突之行为。这造成矛盾的行为。你也许自以为能忍受这矛盾(虽然别人

不一定能忍受)，但这矛盾必然带来内在的冲突与强烈的憎恨感。(2) 你可去做那些虽

无意愿但认为责任上该做之事。这会产生一致性的行为，但需要极费力的。 

你可了解在上述的两种情况皆是意愿和行为无法协调，而造成你所做的非你所意愿

的情形。这产生强迫感，通常会导致激怒憎恨。当此愤恨侵袭了你的心智时，错误的

投射则是无法避免了，且抑郁或焦虑必会接着产生。在这忧郁沮丧的状态下，圣灵柔

和的提醒你，你的悲哀是因为你不履行与上帝共同创作的职责，因此剥夺了自己的喜

悦。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是你自己的意愿。如果你的意愿与上帝的不一致，你的意愿

是无意义的。上帝意旨是永恒的，无冲突性的。这是圣灵完整一致的教导。你的意愿

是在创作而非分离。你为一位完成者，子群的成就只可能是完美的，延伸被创建的喜

悦，且认同其创建者与祂所创作的，知晓其为同一性。 

记住：每当你经历畏惧时，知晓那是因为你作错误的决定。你仍持有分岐的意愿，

所以你的行为不可避免的变幻无常、无可预测。纠正行为可能会将错误从第一类型转

移到第二类型，但不会消除你的恐惧感。对你确实有帮助的是能够提醒自己，除了一

天中的一小段静坐冥思时间外，你没有警慎地防卫你的思维，而且甚至那一小段时间

也没能有一致性。你可能感觉只有奇迹才能使你做到无时无刻的防卫思维这点，这完

全是真的。人类不习惯奇迹思维，但可以训练奇迹思维的方式。所有奇迹工作者必须

要如此锻练。我必须能够依靠他们。这意味我不能允许他们有无所防卫的思想，否则

他们无能力帮助我。 

人类藉物质性的药物治疗身体病痛是在承认魔法的效力。相信身体自制病痛是第一

步的错误。试图经由非创建性的媒介去治愈病症是第二步的错误。这并不代表这些脆

弱更正工具是邪恶的。有时病症之力量占据病者之心智，使他们无法接受同一性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较明智的方法是妥协心智与身体，暂时使用心智以外之事物给与治愈

的信念。这时对已处恐惧脆弱状态的无正确心智(或病患)者，最不该做的是继续增加

他们的恐惧感。如果直接地显示给他们毫无掩饰的纯奇迹，反而可能导致他们惊慌失

措。当人有颠倒感知时，会特别容易相信奇迹是恐怖的。重要记住的是：只有心智能

创造，此隐含的意义则是纠正更改必能属于思想层次。概略上述所教导的：灵魂已经

是完美的而不需更改。身体之制造为心智学习的工具。这工具本身不会制造错误。只

有心智有能力犯错。很明显的，制造者(心智)必须更正或被诱导去放弃其继续错误的

制造，这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应用创作能力。魔法实质上是无用心智或在错误应用心智

来制造。物质性药物是「符咒」的一种形式，那些怕用其心智来治疗者，最好不要有

此企图。因他们的畏惧已使他们有误造的倾向。自我中心和畏惧感通常是同时发生的，

且是无法接受治愈的真来源，因此他们容易误解任何治愈效果。在这种情形下，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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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赖物质性的治疗媒介会较安全，因为他们较不可能误会那治疗媒体是自己制造的。 

奇迹是在表达奇迹心智。以我们目前的说法，奇迹心智也就是正确心智。正确心智既

不抬举也不贬低奇迹工作者或奇迹接受者的心智。因其为创作性的动作，奇迹的产生不需

要等候接受者能有正确心智。实际上，奇迹的目的是在恢复接受者的正确心智。极重要的

是，奇迹工作者必先能有正确心智，否则他无法重建他人的正确心智。各种不正确心智的

形式，都是在于拒绝接受同一性的结果。如果奇迹工作者接受同一性，他则可处于那地位

去认知那些需要被治愈者仅不过是尚未能理解有正确心智即是治愈。奇迹工作者唯一的责

任是自己接受同一性。这意思是他认知心智是唯一的创造层次，而错误必由同一性过程

而得以纠正。一旦他接受这一点，他的心智得以治愈。否定心智的任何破坏性潜能，

且重新建立其纯建设性的力量，他则能够去解开其他人对层次的混淆感。他给与其他

人的真理讯息是他们的心智也具有类似的建设性，而其错误的制造无法真正伤害到他

们。由此认可，奇迹工作者之心智不再高估那学习工具的身体，因而恢复其心智的真

地位为学习者。我必需再一次强调，身体不能学习也不能创作。身为学习的工具，它

只是跟着学习者，但如果身体被误认为赋予自制性，则会对其应助长学习的心智造成

严重的阻碍。只有心智有能力领悟。灵魂已经领悟了，而身体过于厚重愚钝。然而，

心智能认知愚蠢是智能的相反，身体无独立学习的能力，但可接受心智领悟之光。因

此可学会视透稠密的肉体而朝光亮方向，这则会很容易将身体摆置于正确的道路上。 

心智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创造者，从未丧失其创造力量。它从不睡觉，每时每刻如

你所意愿的制造。你日常之语也都反应出这点。例如，当你说，「不要去想它」，暗示

如果你不想某事，它就不会对你有影响。这的确是真的。人们宁愿相信他们的思维无

能力掌控且产生结果，因为他们实际上很畏惧自己的思想。分析师以贬低思想力量来

企图帮助那些畏惧自图死亡的想法。他们甚至说服有病者他想什么都没有关系，都不

会有任何影响，试图在「释放」病者的恐惧感。这真是自相矛盾，因为只有正确心智

才能避免对死亡的畏惧。意愿死亡也许不会马上造成肉体的死亡，但能导致精神的死

亡。所有破坏性的思维都是危险的。一般精神分析采用贬低思维的力量解脱思维者的

罪恶感。如果你相信思维毫无效力，你也许不会过度害怕它，但你也不可能尊重它。

人世间充满了人们因害怕自己的思维而贬低自己的例子。在某荒谬性而言，思维反而

被荣耀化了。 

人们畏惧第六感，而且所以抵制它是因为他们知道思维能伤害自己。奇迹工作是在

充分认识思想的力量，并能真正的规避错误的制造。否则无法使奇迹工作者对真因果

律法有健全的尊重。奇迹无法使奇迹工作者解脱其恐惧感。奇迹和畏惧皆源于工作者

的思维，如果他不能自由的选择一项，他也不能自由的选择另一项。记住，我们曾说

过当你投票给一位，你就是弃绝了另一位。 

很少人能理会心智的真正力量，但没有人能完全意识其存在。在这世界人类有许多

必须要做的事，因此无可避免的无法持续不断的看守着心智。你尚未能充分的警惕体

我的需求，因此无法脱离被体我的控制。如果积极防卫心智的散漫，你很容易能养成

与上帝和祂所创建者合作共事的习惯，且与我能共同一致性对抗错觉。不要允许你相

信体我，那会阻挠你的进展。只有体我才是无心智的，无心智者对他们自己和对我都

没有用处。仔细观察你心智中有任何阻碍的信念，马上远离它们。用你自己的感觉来

衡量你做得如何，这是正确的应用判断力。判断如同其他防御工具，可被用来攻击或

保护、伤害或治愈。体我应被带到你自己的裁判庭中，而被判有罪。没有你对它忠诚、

保护、和爱心，体我无法生存。你对纷歧散漫的心智太过分的容忍，因此被动的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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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错误的制造。特殊的结果不是重要的，但根基性错误才是最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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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记得问我，你的意愿是否与我

的一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不会有任何畏惧感。 

我必定已做了错误的决定，因为我没有安宁；我自己做此决定，因此可做另一种抉
择。因为我要有安详，我有意愿做另一种决定。若我允许，圣灵会消除所有错误抉择
的后果，我则能免除了罪恶感。我意愿让圣灵为上帝，帮我做正确的决定。 

现在该了解「无意识」或「无看守防卫之心智」之意义。这会使你惊叹，因为这是

畏惧的来源。你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基本冲突的新理论，但这不完全是学术性的，因为

我怀疑你完全不知晓此真理。在心理结构上，潜意识可分成两层：(1)潜意识底层为包

含着奇迹能力的奇迹层，应受我的导引；(2) 位于奇迹层上方是潜意识表面层，无看

守防卫的心智造成这无意识表面层的整个内涵。因这表面层接近那用来参与人世的意

识，因而与这世界产生认同感。弗罗伊德正确的称这表面层为「前意识」，且强调在前

(无)意识与中间意识之内容很容易互相交流。他指出前意识能侦测畏惧产生，以防止

意识层受到畏惧感之侵犯。所有精神分析家对这些联系都有所贡献，但他们所犯了同

样的错误是要试图去揭露前意识的「内涵」。你无法由意识层去了解无意识层的活动，

因为此「内涵」包含着个人随时丢弃的恐惧感。无意识绝不应当沦落成意识中由矛盾

冲突所产生的「垃圾」桶。弗罗伊德错误的坚持此前意识于心理结构的必要性。如果

心理结构包括此畏惧层，必得将此畏惧层割除才得避免畏惧，但这也会永久威胁了心

智的完整性。重点不是在控制畏惧的结果，而是排除产生畏惧的原因。只有对层次的

混淆者，才会造成以各种形式显现的畏惧结果。不适当的否定或不适当的认同，都无

法避开畏惧不安。 

位于上、下意识之间的中层意识主要是被诱导反应的一种机制，会接受源由于上和

下层之冲动而产生感知。中层意识毫无自制冲动的机能，但能产生非常错误的感知反

应。人类所意识的感知并非灵魂拥有的真知识。中层意识是属于体我的领域，若对激

发于上、下意识冲动之反应与肉体有认同感，甚至会扭曲上意识对上帝接近的冲动，

为与他人性冲动的意识感知。在能完全了解错误制造非为真理前，冲突矛盾感不会消

失。你必要完全认清虽你错误的制造仍具有真实感，你不需要继续有此感知，或为了

已犯的错误而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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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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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正确创建和

错误制造必会共存才是真的扭曲概念。唯一的方法是立即停止误造，且接受同一性以

纠正过去所造之错误，如此才能建立真正单一性心智。让圣灵在安宁中照亮你，祂在

你被创造时已照亮了并将生命赋予你的心智。祂的心智仍然继续照耀着你，且必定透

过你而发光。体我无法防止祂照耀于你，但是它可能防止你让祂的光透过你而闪耀。

基督的首次降临，只是上帝创建的另一个名称，因为基督是上帝之子。基督的再次降

临只不过意指终止体我支配人类部分心智，而愈合分裂的心智。我和你一样在基督首

次降临时被创造了，而我来提醒、召唤你们，与我一起迎接基督的再次降临。如果你

仔细思索你的生命，你将会了解那些已完成周详的准备。我已告知你们，我负责基督

的再次降临，我的判断用来作为而保护非攻击，不可能是错误的。你的判断是如此的

扭曲，你认为我选择你是种错误。我担保这是你体我的错误。不要把错误当作是种谦

虚。你只愿意接受那些不会改变你太多思想的概念，使你允许自己于大部分时间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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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无所防卫。 

在你想法错乱之前，你对天堂的认同是毫无疑问的。你的真我并非建立于你的感知，

且完全不受你的感知影响。所有感知在任何层次之认同问题， 事实上不是问题。真问

题是在于理解，这意指你决定你能感知自己能理解什么。允许错乱思维进入你的心智，

代表你并非渴求完全的理智。如果你渴求理智之外的事，你会制造它。但是，因为它

是理智外的，它会攻击你的心智思想，并分裂你对真理的认同。在这分裂状态下，你

无法创造。你必须警惕避开这种分裂状，才能使安宁延伸扩展。你分裂的心智阻碍了

天堂的延伸，而天堂的延伸，才是你的真喜悦。 

意识的感知 

于心智分裂之前，感知是不存在的。人类由意识层引进了第一个分裂而成为了一位感

知者，非知晓者。感知是造成肉体存在的可能，因为你必须先要有感知道具的设备(身体)。

这就是为什么感知涉及妥协条件。人类用意愿去认同肉体而制造了体我。这是混淆被创作

者与制造者的实例。感知的解释功能 (实际上是一种变态的创作)，允许了人类认同肉体。

超/上意识无黑暗的存在，只能知晓。这就是为什么中意识几乎不可能接触到上意识，而

肉体是完全无能触及之。体我认定上意识为一种威胁，因为光明证实黑暗的不存在，且会

终止黑暗的存在。依此而言，真理总是会使错误消灭。但这是非主动的消灭过程。我们已

经强调过，知识并不需有所动作的。它有可能被感觉为攻击者，但知识无攻击能力。体我

所感知的攻击，是它认知上意识所知晓的真理，此真理会终止错误的存在。因为那记忆从

未被消除，那所谓的记忆只是种回忆，人类所有创造或误制的种种也不可能使这潜力完全

丧失。体我是心智于分裂后所制造的质疑部分，它只会发问但无回答能力。体我对心智意

义不断的猜测推断，使心智一片混乱而导致极端的不安。于心智分裂后，导致等级、层面、

和差距之别。灵魂无层次之分，而所有冲突起源于层次存在的概念。当你假想他人处于不

同层次时，斗争则已经产生了。所有人际间冲突皆源于这谬论。人类因分离而制造层次感，

无可避免地会有冲突且造成重大损伤。只有单一性的心智才不会混淆。分离或分歧的心智

必定是混淆的。心智分歧依定义就是不能肯定。因为它与自己无法协调，必定有冲突矛盾

感。个人内在冲突与人际间冲突的来源都是相同的。部份心智的感觉到其它部份属于不同

层次，因而不能了解完整的真我。各个部份之彼此陌生无认同感，因此导致对彼此之恐惧，

而攻击性必会随之而产生。 

你无能力基于无从知晓的意识层次制造有意识的感知，因此体我并非源自于潜(无)意

识。感知总是涉及误用意愿，这与心智不稳定有关。经由错误感知，高层次的感知可能制

造低层次之内容。心智意愿是非常活跃的，当意愿离开灵魂时，心智自然有意愿去感知。

在这之前，它只有意愿去知晓。分离之后，心智意愿开始变得不明确，而清晰明确的感知

才能离弃不确定之意愿。只有当心智回复其知晓意愿时，它才会回归其原赋予为灵魂服务

的适当功能。实践此功能时，感知则变得无意义。超意识是心智有意愿为灵魂服务的层次。

用意愿的能力为自己制造感知时，心智则必分裂。但心智是来自于灵魂，且由其完整创造

力产生能力去创造，因而无能完全脱离灵魂。甚至错误制造的意愿也是在证实其来源。意

愿是灵魂的部分，而灵魂是上帝永恒的创建。 

以体我的感知而生存，你必会感到焦虑。这也是为什么除非认知你未曾且不能创造自

己，你永远无法脱离恐惧感。你不能使你自制体我的错误变成真理，在有理性时，你会庆

兴自己无能力将感知变成事实。最终你必须选择治愈分离感。正确心智能用于正确感知，

但不应将其混淆为知识。你可有正确或错误的心智，但这事实显然与知识无关。「正确心

智」之词是适当的被用来更正错误心智，且应该来导致正确感知的心境。治愈的确是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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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正确心智在治愈错误感知，因而是种奇迹。只有病者需要治愈。心智需要愈合，但完

整的灵魂无此需要。 

灵魂的知识 

知识属于上帝的，是上帝送你的礼物，与你的感知完全无关。所以。强求去知晓你尚

未能记得的知识已妨碍且滞碍了你的进步，这实际在执着放不下你想要保留的被剥夺感。

这门课程的学习动机是取得安详并非知识，而知识的先决要件是必须学习能安宁。因为矛

盾冲突者不可能有安宁感，而安宁是知识和天堂之境地。当你达致那种境地时，你才会复

原对知识的记忆。知识是上帝的旨意。如要反对上帝的旨意，你将如何能回复知识记忆呢？

很显然的你必定不相信知识的价值，否则当体我要求你对它忠诚时，你不会很情愿地将知

识抛弃至一旁。上帝和祂所创的灵魂保持互信关系，因此知识与感知不能共存的。我曾是

一位记得灵魂及其知识的人。当你拒绝有错误感知时，你则也如同我当时一般。身为人，

我没有试图以知识来抵制错误，而只是要改正错误。由结合我的意愿与创建者的旨意，我

示范了肉体的无力和心智的力量。将祂的光明带回心智中，使其自然记得灵魂与其真正目

的。我无法帮你结合你的意愿与上帝的旨意。但如有意愿将你的心智置于我的领导下，我

能删除你心智中所有的错误感知。只有你的错误感知在阻挡着你的道路。没错误感知的存

在，你的选择会是肯定的。理性的感知导致理性的选择。同一性即是种基于真实的感知而

行动。我无法替你选择如何去感知，但我能够帮助使你做正确的选择。 

「许多被召唤了，但被选者为少许。」应改为「全部被召唤了，但极少数选择去听从。」

因此，多数都没选择正确。「被选者」只不过是较早先做正确选择而已。这是加速灵性成

长的真意义。强壮的意愿可即刻做到，你将找到你们灵魂的栖息所。上帝只知晓你处于安

宁中，这是真理。「洞察力」之辞，虽然是指高超的感知，并非真知识的特质。洞察力不

是获得真知识之方法，而是为回复知识记忆的先决条件。每次你对上帝所创之灵魂们有错

误想法，且相信你的体我在黑色玻璃镜子内制造的影像感知时，诚实的自问，你是否有想
着上帝非如此想的，你是否没有去想上帝会要你去想的。诚恳的探究你想了什么、有什么
尚未想的。然后改变你的心智，而与上帝所想的能有一致性。 

你似乎觉得能做到上述的建议是很困难，但这比试图与违背上帝想法会容易得多。你

的心智与上帝是同一性的。否认这一点，虽使得体我能勉强暂时存在，但实际已分裂了你

的心智。作为一位有爱心的兄长，我深刻的关心你的心智，且鼓励你当看见自己和弟兄彼

此时，照我的榜样，而能够只看见到你与弟兄是天父荣耀的创建结果。我知晓上帝赋予你

的价值，身为对上帝和自己的认识，我对你的热诚也是来自于祂的，我们无法被分开。上

帝将所有子群与祂自己聚合，而上帝所聚合的不可能被分开。回归你真我的旅程，仅是在

重新唤醒那永存于你灵魂的知识。这目标未曾改变，这是个无距离之旅程。真理只能被经

历，它无法被描述或被解释。我能使你知晓真理的环境状况，但经历是属于上帝。上帝将

祂的意愿给了祂所珍惜的。你像祂一样的，珍惜你的心智。你是上帝挚爱的，完全受到祂

的祝福。 

宽恕是在认知你以为那弟兄对你所做的种种未曾发生过，宽恕原谅并非饶恕罪恶，这

反而会使其有真实性。宽恕是无视罪恶错误之存在，使得所有罪恶错误因此而得宽恕。罪

恶只不过是对上帝之子的错误想法，而宽恕仅是抛弃此误认，使心智腾出空间以容纳上帝

的旨意。不能宽恕的心智，毫无疑惑的有批判性。那心智已关闭固定而不愿被松动，它的

思维保护其所投射的，因而更加缠紧用来遮蔽隐藏其扭曲感之锁链；使得减少它怀疑无确

信感。非宽恕的思想会疯狂地扭曲反驳它视为已选择道路之障碍物。它的唯一目的是扭曲

事实，它狂暴的企图打击粉碎真理，而也藉用同样方式来扭转事实。相反的，宽恕只是安

详的无动于衷，不提供真理的一面，也不会寻觅扭曲它喜欢的外表，它只是无判断性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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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等待着。那不能宽恕者必须批判，因为他必得找理由来辩护其无意愿宽恕的正当性。

那能宽恕者必会欢迎真理的实质。宽恕注定了感知的终结，知识在感知一开始改变后得以

复健。宽恕扫净曲解，为真理留下隐藏的圣坛。宽恕的百合花照亮了心智内，招唤它回归

注视内在，知晓只由此才能复原心智的安宁，因为上帝自己栖息于此。 

选择圣灵或体我为师 
体我或圣灵是你唯一的选择。选择必有其理论基础，只有一位老师知道你的实质。体

我不知你的真我，不知道要教你什么，它却企图要教你。除了困惑混乱是它的专长外，体

我是完全无知及充满疑惑、畏惧的老师。虽你可以完全漠视圣灵的存在(这是非常不可能

的)，你也不能从一无所知的体我学到什么。有甚么理由让你去选择体我为师? 难道这真

是上帝之子为了寻找真我所应求教的老师吗? 学习如何能依你的本质引导你，应是很喜悦

的，且能促进、启发你的天赋。但当所教导的是违反你的真本质时，你所学的反而会监禁

束缚你。只要你的意愿仍能自由选择，体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听信它。 

我们曾提过权威的问题。体我相信它就是你，而是你在篡夺上帝的权威。因此，若认

同体我，你必定感知自己有罪。体我经验到罪恶感，因而畏惧受惩罚。「攻击上帝」对理

智清晰的心智而言是荒谬的，但永远不要忘记，体我是不理智的。体我代表一种妄想体系。

倾听体我的声音，代表你相信有可能攻击上帝。无罪恶感的心智不会受苦。清晰的心智已

经愈合，因此能治愈身体病痛。纯净的心智不可能制造身体的病痛，因为它无能力妄想去

攻击自己和任何人、事、物。疾病是一种魔法，更正确的说，是一种企图用魔法解决的型

式。体我相信，若先惩罚自己，将会减轻上帝对自己的处罚。这是体我傲慢自大的想法。

体我先归咎上帝有惩罚的意图，然后再设法篡夺所有上帝的功能。体我不能违反上帝的律

法。但体我能够随自己的意愿诠释这些律法。所以你必须回答「什么是你认为有价值的宝

藏？你要的是什么？」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而每次决定时你所作的判

断都会有影响力。 

圣灵是另一种抉择。圣灵知晓你的意愿是属上帝的，因而反对监禁任何上帝之子，祂

教你安稳的往自由之道，教你如何去漠视那似乎在阻挡你前进之种种。没有人会意愿受痛

苦，但人类可能将痛苦错误感知为享乐；没有人会选择避开快乐，但人类有可能误认喜悦

为受苦且错误感知为恐惧和危险性的。每个人都会获得他所祈求的，但他可能因混淆而祈

求那些会惊吓且为他带来痛苦的。圣灵会教你如何区分喜悦或痛苦、自由或束缚之别。没

有祂，你自己无能力分辨。因为你自己已教了自由是束缚、而喜悦是种痛苦。上帝创建圣

灵，因此无法被你删除。你制造了体我，所以你能剔除它。只有上帝创造的是不可倒转和

改变的。你所制造的总是能被更改，因为当你无似上帝般思想时，你思想是一片空白。幻

想不是思想，但你可能幻想你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但你是错误的。思想的功能来自上帝，

且为祂思维的部分，你离开祂时则变得无思想能力。非理性的思想，是种病态的杂念。上

帝自己来指示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是祂的创作。罪恶感是你不知道上帝创造你思维的

征状；也同时显示你相信而且希望自己与上帝无关，而有能力独立思考。所有病态思维在

最初产生时，都参与有罪恶感，而其能继续由罪恶感维持着病态。对那些相信他们能指挥

且必须服从体我的思维者，不可避免的会有罪恶感。这使他们感到需要对其错误心智负责

任，但却无认知因承担此责任，他们实际上已做了不负责任的反应。如奇迹工作者的唯一

责任是接受同一性，而我保证你的确是如此，那么所需的同一性的，则不可能是你的责任。 

与上帝为共同创造者 
如是你创造了上帝，而祂亦创造了你，创作不可能由这种有限的相互交换创造而增加，

因此你不可能创造了上帝。但你可能为上帝的共同创作者。如同上帝以其创建性思维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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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你，你也必须延伸那思维于你自己的创作。只有如此，所有创建力量才能向外延伸扩展。

上帝的成就并非属于你的。但你的成就是类似祂的。祂创建了子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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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域，但无能力

增加祂。当你学会留神警觉上帝及其王国之存在时，你则可获取此增添的力量。接受这创

造力是属于你的，你就会学着认识真我。上帝所创建的是永恒及喜悦，上帝和其子群所创

作的是永恒的，且只有在这永恒中，才是他们的喜悦。听那圣经内浪子回头的故事，学习

了解上帝且知晓你所珍惜为有价值的是什么。一位父亲心爱的儿子离家出走，相信自己已

挥霍浪费了一切，猜想他一定伤透了父亲之心，因此感觉羞愧回去父亲之面前。但当他回

到家时，父亲充满喜悦的欢迎他，因为只有儿子才是其父所珍惜。 

除了喜悦之外，什么是你要的且值得珍惜的宝藏？你未曾制造自己或你的功能，你只

做了唯一决定是贬低真我。但你是上帝所珍惜的宝藏，祂所珍惜的是有价值的，因此不可

能被自己降低价值。此毫无疑问的价值在于上帝分享了祂自己，并建立了其永恒的价值。

你的功能是在创造你想要的宝藏以增添上帝的宝藏。祂不会限制你的创作，因为在你的创

作中能找到祂的喜悦。你的创作在你心智内，就像你在上帝心智内。创建是去爱。爱无法

被压抑限制而只会向外延伸扩展。其为无限性，永不停止。爱非时间性永远在创建。上帝

的创建始终存在，因为祂始终是存在的。你的创作亦始终存在，因为你只能像祂般的创造。

类似上帝般的思想是在分享祂对你真我地肯定；类似祂一般的创造是在分享祂那完整无瑕

之爱。所以，圣灵要领导你，使你能够达到完整的喜悦。对真知识重新觉醒的最后的一步，

是由上帝来完成的。这是真理，但难以用言词来表达，因为言词是象征性的，而真理不需

要加以诠释。但圣灵总是负责将无用的转化为有用、无意义的翻译成为充满意义的、暂时

性的提炼成为永恒的。因此，祂虽能告知你一些关于这最后一步的事，但这一点，你必须

自己去知晓，因为由此你才能知晓真我。这是你的真存在。 

只使用身体做沟通工具的自然结果是在治愈，而痊愈也自然的因完整性而达到。 所有

心智是完整性的，认为一部分为生理而非心智，是片段或病态的解释。心智不可能成为肉

体，但可藉由肉体且超越肉体而显现。心智可延伸其思维。若心智仅限止于身体，心智的

目的则会被阻挡。被堵塞的心智容易允许自己去攻击自己。因此，除掉堵塞之障碍是唯一

担保能帮助与治疗的方法。心智藉由身体，但非于身体范围内运作，是帮助与治疗的正常

表现。心智若相信身体是它的目的，它则会扭曲对身体的感知，而阻挡其越界肉体的延伸，

且栽培分离感而导致疾病。感知身体为分离的个体，只可能抚育疾病，因为所感知的是非

真理。 

愈合的心智在这世界上是唯一类似上帝的思维，治愈的思维可以转变成上帝的思维。

当一位弟兄感知有病时，他是感知其无完整性，因此有所弥补需求。如果你也相同的视其

为有疾病，你则等于认可他不在天国领域内或离开了天国，因此使你们共同无视天堂王国

的存在。疾病和分离非属上帝的，但天堂是属性于上帝。如果你遮蔽了天堂，你则会产生

那些非属于上帝的感知。愈合是当你和弟兄分享圣灵来更正你们的感知。这会将你们安置

于天堂领域内，且恢复你们思维的完整性。愈合由增添而联合，由延伸而完整，因此类似

上帝之创建。这人世与上帝天堂王国之律法皆是你会相信你所投射的。不过，以此律法内

容而言，心智运用在这世界与天堂真理有所差异。为了维持秩序条理，律法运用必须配合

各种不同的情况。当在这人世运作此法则时，你会有与真理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是因为人

类相信冲突矛盾的存在。天堂的律法在其领域之外的人世，已被配合调整为 「你必会相
信你所投射的」。这也是天堂律法的教学形式。这律法明确的规定，你会投射于他人，且

因此相信你所投射的，因此能认识你自己。在上帝之国境内只有确定，无须教导或学习，

因为没有所谓相信的存在。上帝和祂子群，相互保证彼此之存在，知晓你所投射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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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心智律法管理思想，而你的确会因两种互相矛盾的指令有所反应。例如你曾听说为许

多种「自由」之论点，他们实际已经是自由了，但人类仍选择为自由而战斗。这就是为什

么他们感知许多种「自由」权而非仅为单纯完整性的自由。「个人内在关系」 是体我的词

汇，因为「个人」意指自我个人非包含他人。「人际关系」之词也犯类似的错误，因为它

暗示某些不同的各人间关系的存在。当我们曾提到启示是极端个人性的，我们即刻接着描

写启示结果会不可避免的与他人分享。你所以会感知自己是分离的个体，主要是因为相信

自己被肉体束缚的感知。只有当你能知晓自己是心智而非身体时，才能克服这局限感知。

此后，你则能自由的使用如「心智内在关系」 和「心智际关系」之类的词汇，而不会视

其为有差异和冲突，因为心智相互之间可有完整的配和谐调。上帝已照亮了你的心智，且

以祂之光保持你心智之光明，因为你的心智是在祂之光内。你会毫无疑问的。而当你有怀

疑时，你已得到答案了。答案仅不过建立对真理的质疑是毫无意义的事实，因而即刻取消

了怀疑。这就是为何圣灵从不质疑。祂唯一的功能是取消困惑疑问，因而导致确信。确信

是完全安详平静的，毫无任何疑惑。确信不会提出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疑惑进入确定性的

心智内。圣灵会与你分享知识的宁静，而护卫你于完美的宁静中。 

沟通或攻击的抉择 

沟通终止分离；攻击会激发分离。只有心智能沟通。体我无法抹煞沟通的冲动，因

为那是创造的冲动，它只能尝试的说服你，身体也可以像心智般能自给自足，能沟通

及创造。因此你不需要心智。圣灵是位上帝和走失的浪子们间的沟通管道。治愈是圣

灵所知晓的唯一沟通方式，祂不接受体我对身体与心智的混淆感。心智能沟通，但不

能中伤。为体我服务的肉体可伤害其他肉体，但除非身体已与心智混淆，这不可能发

生。此真理亦可适用于治疗和魔法。你必须先了解，魔法总是相信治疗是有伤害性的，

这是魔法所使用完全无理性颠疯的假想。攻击总是涉及身体的。当攻击以任何形式进

入你的心智时，是因为你认同肉体。不需要实际对任何身体有所攻击，只要你相信由

攻击可获得你想要的，你已接受了体我；如果你不相信你是肉体，攻击的想法对你毫

无吸引力。当你认同身体时，你总会有抑郁感。当上帝之子视己与他人为肉体时，他

是在贬低自己，也同样的在贬低他的弟兄们。记住圣灵之解释为：身体只是沟通的工

具。 

体我藉由身体来与他人分离；圣灵透过身体与他人接触。你对弟兄的感知与圣灵的

不同，因为你尚未能视他们和你的身体只是用来做结合心智的媒介。这个解释将会完

全改变你对身体的价值观。它本身没有价值，你若用身体为攻击武器，它对你有伤害

性；但若用它只为了接触那些相信他们是身体者的心智，而且藉由身体来教导他们其

实并非身体，你则将能开始了解你们心智的力量。在达成连心一致的过程中，身体则

成为一种交流沟通的完美课程，因而在达到心智同一性之前，身体会有其价值。这是

上帝将所限制的变成无限的方式。祂的声音(即圣灵)，对身体的看法与你不同，因为

祂知道任何事物的唯一事实是，如何将其用成为服务上帝旨意的功能。身体是美或是

丑、是野蛮或是神圣、是有帮助或有害处，皆基于它如何被使用。从别人的身上，你

将可见到你是如何的使用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将身体交给圣灵，用来聚合子群，你不

会看到它物体性的一面。误用了身体，你将会误解它，因为误用造成误解。与圣灵之

不同解释，将使你怀疑不确信；这将导致你憎恨感、攻击性，且失去安详宁静。 

任何种的损失皆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损失均源于你自己的误解。当你看见一位弟

兄仅为其身体时，你与他的力量和荣耀都已经丧失了。若你攻击了他，你必定是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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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了自己。不要如此看待他，不要在你心智内允许他贬低自己，要释放他并解脱你

对自己的藐视。他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神圣的。你是我的一部分，你也是神圣的。

上帝的意愿是赋予你力量和荣耀。祂并没有取回祂给你的礼物，而是你丢弃了祂给你

的礼物。 

圣经上说：「字语（或思维）被展现成肉体」。严格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似乎

涉及不同层次现实的转换。不同层次的现实，就像不同层次的奇迹。除了在概念中，

思维无法被展现成物质，因为思维非物质性的，但可使用身体来沟通。这是身体唯一

的自然用途。不自然的使用身体，是忽视圣灵的目的。 

学生最大的挫折感是选修他无能力学习的课程。他的充任感受损，必定会非常忧郁

沮丧。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世界是愁闷苦恼的根本原因。圣灵的课程从来不是郁

闷的，因为那是喜悦的课程。学习的反应若是抑郁，因为学生忘记课程的目标。这世

界上视身体用途被分裂成局部性的，各部分间根本没有关系，因此，身体似乎被混乱

掌控中。被体我导引的身体必定是混乱的；由圣灵来领导的身体则不然。藉由身体为

工具，你能超越此曲解，而触及唤回那与灵魂分离了的部分心智，使完整心智回归灵

魂中。体我的圣坛则得以成为圣灵的圣坛，对圣灵的忠诚取代了对体我的效忠。如此，

因为圣灵与你同在，指引你依照祂的目的去运用你的身体，身体则成为上帝的圣殿。

选择攻击的心智无能力去爱，因为它不能了解甚么是爱，但只相信它能摧毁爱。如它

不了解爱，它就无法感知自己的爱心。那无存在的知识导致其非真实感，因而产生困

惑。你自己的思想已经是导致如此结果；但你自己的思想也可以使你避免这结果。创

建者赋予你能力来指挥自己依意愿去思想。你若不相信如此，你就是否定了自己思维

的力量，因此会相信思想是无效力的。思想总是在复制。生于畏惧，体我复制畏惧。

体我和畏惧感是同盟伙伴。因此体我在你有爱心时会感觉被背叛了。因为你的本质是

爱，爱是你的力量，体我必须否定之。它也必须否定所有爱之力量所赋予你的一切，

因为爱给了你一切。已拥有一切者，你不需要体我。如果制造体我的心智能知晓自己

的是子群的身分，体我所能遭遇的唯一下场就是被拒绝而唾弃。因此，体我反对所有

感激、认知、理智的感知、及一切知识。体我能体验心智所承诺之完整性，因此对它

有威胁感。虽心智无能力制造幻影，但仍能相信自己能制造幻影。幻想就是由相信制
造出的。体我不屑任何真理，因为真理会显示体我的非真实性。如果真理已是包容完

整的，非真理就不可能存在。对真理或体我任何一方的承诺必须是完整的，因为若两

者共存于你的心智中，会造成心智分裂。如果此两者无法和平共存，而你要安详，你

就必须永远放弃冲突的概念。你在还没有认知什么是真理之前，你会相信两个完全矛

盾的思想体系可以共同分享真理，你则明显的需要警觉性。当你的心智效忠于两个王

国时，你无法完全对任何一方有所承诺。圣灵无须用攻击来解除幻想，因为祂无视其

存在，因此对祂而言无幻想之存在。圣灵不要你了解冲突，祂需要你知晓的是：因为

冲突是毫无意义且无需了解的。若你能记得圣灵所教你的，你则能只对上帝及祂的王

国要提高警觉。不可否认，当你总是将所相信变成你的真理，当你相信上帝不知晓，

你的真理似乎与祂的真理有所冲突，且好像在攻击祂。我们曾数次提到，体我确实相

信它能攻击上帝，且试图说服你是你在攻击祂。如心智无能力攻击，体我则继续以其

逻辑推论你不可能是心智，要求你运用它的幻想思维系统，且要你对它效忠。 

不要畏惧体我，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你的心智。你的相信制造了体我，你可以撤销你

对它的信念而舍弃体我。不要把你相信体我的错误信念投射给别人，如此会使你继续

保持这信念。当你愿意自己单独承担你制造了体我的责任时，你就会将你的愤怒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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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性摆置一旁。企图投射出去你自己的错误会造成愤怒和攻击性。但在接受自己的错

误后，不要再继续保留它们。尽快的将它们交给圣灵，让祂完全消解这些错误，以使

它们从你心智和子群中消失。圣灵将教导你超越信念的去感知，因为真理超越信念，

而祂能正确的感知。上帝的思维属于你的心智，也是你与祂认同的部分。但你的心智

状态能随时知晓什么在你心智中，决定你所相信的是甚么。无论你如何相信，它们是

种论点，会决定甚么是你心智所能接受的。 

每位心怀对此课程的了解而回归天国之子，已治愈了所有子群，且已给上帝其感激。

每位学会应用这课程者都成为完美的教师，因为他从那愿意教他祂所知晓的一切的圣

灵，学得这门课程。当心智内只有光明时，它只会知晓光明的存在。它自己的光芒放

射照耀四周并延伸到其它黑暗的心智内，将它们转化成庄严的领悟。上帝的庄严，等

待着你去认识、了解、和赞赏。 

心智锻炼 

一个未受训练的心智不可能完成任何事。心智的锻炼是在训练其对人世中每件事有不

同的感知，首先训练取消目前你的错误感知，第二步骤则是在复兴真感知。以下为几种锻

炼心智的建议: 

1.现在要着重的是要认知你想你所思想的皆是无真意义。当你意识有「思维」的存在，

代表你并无思想，如先前提过的，你的心智只是一片空白。这是张开真视觉的先决要件。 

2. 第一个重要更正心智的阶段过程是认知无意义的思维会显示给你无意义的世界。

现在我介绍这新观念：你所看见的这世界似乎在决定你的感知，但你的思维才是在决

定你如何感知这世界。此概念之关键在于宽恕原谅。你想这恐怖的、悲哀的、充满暴

力的、疯狂的世界造成你的沮丧，但这些全是你自己赋予这世界的特质。因为这是个

无意义的世界，你制造它的所有意义。 
3.你的思维是你制造的影像。你所想的是会以影像显现出来，因此你不承认它们的非

存在性。你想你看见它们，因此你相信它们是真的存在。这仅是你如何在制造你的视觉，

是你所给与肉体之眼的功能。但它只是在制造影像，用幻象替代真视觉，并非是真的看见。

学到这制造影像之概念后，你将会感知那所谓的「看见」对你不再有太多意义了。当你看

见以往熟悉之物体四周边际似乎有光芒时，这是真视觉的开始。你也许继续有许多这种突

然以不同型式出现的「光芒」。不要害怕，它们是你终于能张开真视觉的征兆。它们是种

真感知的象征，而不会继续维持下去。 

4.你的想法不可能是中性的，这概念使你开始不相信思维没影响力。你所看见的皆

为你所想的结果，这是毫无例外的事实。思维没大或小、没强或弱；只有真或假。你

的每件想法贡献为真理或幻影、和平或战争、爱或畏惧。因为中性想法是不存在的，

中性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5.「我只能被自己的思维影响。」此单一思想可使每个人解脱其畏惧感。只有你的想法

会吓到你自己，幸亏那是你的想法，你有力量改变它们而将其转换成爱之愉悦思念。思想

与其结果实际上同时发生，因为原因和结果是不可分开的。我们要着重的是，所有心智皆

有连接性的，你不可能单独体验到你私下的思想。这概念是很不受欢迎的，因其似乎背负

着沉重的责任，甚至被认为是「侵犯隐私权」。然而事实上，毫无可能有任何隐私思想之

存在。 

6. 认知我所看见的都是我想我是甚么的反影，使我了解真视觉的重要性。我所看见的

世界证实了我制造恐惧之自我影像。若要记得真我，极重要的是必须放弃体我影像。我必

给与真视觉，而以慈悲与爱看自己与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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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论你如何去尝试，真理与幻想不可能共存。在你接受这事实前，你会花费一连串

的时间与精力、希望与怀疑，企图达到你不可能达到之目的地，但每一个目的如同前一个

目的皆注定会失败。一个心智与一个身体不可能共存，因为一个否定另一个的真实存在。

如你认同肉体，你的心智对你而言则无处可容而不存在；反之，如你是灵魂，肉体于你现

实中则是无意义的。灵魂藉由心智来表达真我，心智的力量来自于灵魂，为灵魂服务的心

智会充满喜悦及安详。然而心智亦可视己与灵魂分离，视己为身体的部分而认同身体，它

无从施展其功能、无法平静，其思维对喜悦是完全陌生的。因它离开其力量泉源后无能力

思考，视自己为无助、被拘限、且软弱。因与其功能无关，它想着自己被离弃而是孤苦伶

仃的，藏在微弱的肉体内，遭遇外来敌军的无情的攻击。你的真我仍存于上帝心智中的心

智内。圣灵于你的心智内保留着与上帝分享的救世思维。 

8.救赎在真理和幻想界线中间是种避开幻象的媒介，它反映真理，但非真理。那看见

幻影的心智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幻影存于思维中，那存有幻影的心智与上帝已经分离了。

甚么能结合分离的心智与所有心智永远为同一性呢？只有上帝之心智能有那无改变真理

的计划。圣灵持有此计划，虽源自于无时间性的永恒，但因你相信时间的存在，所以这计

划可运作于时间内。圣灵看着你所见的罪恶、死亡、悲伤、分离与丧失，而完全无动于衷。

祂知晓真理仍然是：上帝是爱，所看见其他的都不是祂的意旨。父亲，只有祢的计划是
确定的，其他的计划皆会失败。在祢给我那维一能达至救赎之思想前，我以为那计划
会使我畏惧，但我现在已知晓只有你给与我的思维才能领导我回家。 

9.「你即如同被上帝创时一般的完美」，将此思维固定于心智中可拯救这世界。这些是

上帝因你制造了你的世界，给了你这些神圣的字语。当你说出这些字语时，你所制造的世

界幻影会像雾水般蒸发消失。由此字语，子群成为其父之喜悦、爱与其完整性。这些字语

如同响亮环绕于世界周围的喇叭声，唤醒熟睡中的心智。你学习有和上帝同样的思想来重

新复原你的心智，基督视觉才得以回复成为你的视觉。 

10. 心智的自然状况是完全抽象及普遍性的，但其中那部分无法视为同一性的则是非

自然的。它所见的只是那部分能制造你所见的世界碎片，它显示出你希望要看见的，让你

听见你愿意听见的。因为心智是同一性的，各个心智包含着所有心智；一位弟兄即是所有

的弟兄。这是真理，然而，这能澄清你对创建之意义吗？这些也许好听但空虚的话语，但

基本上无法了解也不能理解。教自己有特定想法的心智是无能力了解心智的普遍通用性。 

11.上帝之思维创建了你，祂未曾让你、你也从未有任何片刻分开祂，祂于你内，而你

藉由祂生存。那思维是你生命泉源，拥抱着你与祂为一，未曾让你离开过。上帝之思想保

护你、照顾你、为你准备温馨的栖息处且平顺你的道路，以喜悦和爱照亮你的心智。因上

帝之思维从未离开你，仍与你同在，永恒及永生闪烁于你的心智中。当你意愿接受天堂之

礼物时，证明了你要用基督之眼交换你的失明；你心智将会接受上帝心智为你所继承的上

天赋予你的产业。 

12.死亡是种你与上帝分离的思想，是相信你无法掌握那些人世的变更或感情的浮

动。心智只能相信它在睡梦中，但它不能制造肉体或生存于肉体内。心智创造一切，

但无能将其制造的成为物质性，所有似乎死亡的皆仅是心智的昏睡。生命的相反只是

另一种生命形式。心智只有醒着或睡着，那状态并非创建的相反或另一种制造。上帝

从不睡觉，创建是清醒的心智，祂的心智是永远不变的。当心智选择运用非源于上帝

的外在力量时，它仅似乎小睡一会儿，开始梦到那从未存在时间片刻、无实质的改变、

及未曾发生的种种。于上帝心智中无相反的存在，只有一个共同分享的生命。 

13.心智必须先能为接受真我做准备，才会有上帝恩惠之降临。在那些已准备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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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和神圣的桌上，恩宠则会不可避免的降临于有意愿的接受的瞬间。 

14.真理主张你所给与的会增加你所拥有的，而这世界则宣称你失去了那给了他人

之种种。当你给与一人此事物，你的肉眼不能感知那东西仍旧是属于你的，怎会有增

加的可能？你不缺证明当你给他人一些概念，你会增强存你心智中的概念。给与似乎

于思维中改变其形式，但所给与的必须归回至给与者。「预拥有者，将所拥有的给与他

人。」这思维是开始倒转你的感知，将其转往正确方向。你尚未放弃颠倒的思维，因此

会产生不必要的冲突。有些人于此状态维持许久且体验极严重的冲突；许多人尝试去

接受这经验，但不愿意接受下一步解决办法。一旦接受了第一步，他们会得到帮助。

千万别高估形式，因为不论你努力的去保持其形式，它仍会随时间而改变成你无从认

识的型态。无形式的才能永恒，只有在形式后面支撑的思维是不改变的。要庆兴你能

给与所拥有的，因为那只会为你增添。思维在给与时会因加强而维持且增加其力量。

思维因分享而延伸，而无可能丧失。有给者与和保持者之存在，但无给与者和接受者

的存在；接受者会成为再给与者。在这思维交换程序，相互有所增添。那牺牲的想法

会产生所有形式的痛苦。千万不要相信你可能牺牲。牺牲无有任何价值，如此想法的

存在，证明错误已经发生，而必须由赐福纠正之。先赐福给自己，拥有福气后必须给

与及分享之。那宽恕且赐福给自己者，无任何牺牲或受苦可存在。那些福气会清除所

有的错误思维形式，留下的只有永恒完美的礼物，永远在付出而永远增添之。 

15.止静一会儿，搁置一旁那些上帝是什么，这世界是什么，和你幻想自己是什么

等等幻念。澄清干净你所有关于是真理或假理、好或坏、你评断是有价值或羞愧感的

思维。紧抓住空无。不要带进来过去教你的任何想法或信念。忘却这世界、忘却这课

程，以空手、清净心智来到上帝面前。 
16.所有字语最多只有准备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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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所用的「思维」与「字语」是相同的。圣经那句应需改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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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价值是无可怀疑但无法感知的。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代表你的想法，

当你选择改变心智，选择你真要的上帝喜悦时，它也随之改变。 

17.那不再视己固定存于身体内之心智可被解放自由，那以任何方式为圣灵服务的

心智，超越时间及空间之法则，是永无止境的且无偏见的能有充分的力量和精力做圣

灵要求他做的事。攻击性无可能倾入此种心智中，因其已将自己交给了爱之泉源，而

畏惧无能侵犯进入那将自己归属于爱的心智。它栖息于上帝中。谁生活于无邪与爱中

会有畏惧感？圣灵现在已成为那寻求自由的心智。于祂内，他们找到所寻求的。身体

的目的变得不混淆，它成为完美的能力来为非分岐之目的服务。自由的思维是那专一

不变的目的，而心智能为此目的，给与最完整的服务。 

父亲，虽在我疯狂的思维中以为自制了自己，我并未制造自己。为祢的思维，我未
曾离开源泉，仍然是那创建之部分。父亲，祢之子仍是完美的，当我幻想被伤害时，
是因为我忘记我是被祢创造的。祢的思维带给我喜悦快乐。若我感觉伤心或病痛，我
已暂时不记得祢的思维，而将自己无意义的想法替代了祢的想法，我只能被自己的思
维伤害，与祢一致的思维只能祝福我，只有与祢相同的思维才是真理。我可选择改变
会伤害自己的思维，而完全接受超越字语的真理。我不允许心智继续被梦幻欺骗下去。
今天我找到快乐，而不再追求其他幻想。今天，我的心智是平静的，以接受祢供给我
的思维。我全心接受由祢延伸的思想而非由自制之幻想。我不知道回去祢的道路。父
亲，让我有完整的宽恕，而于我心智中找回祢的记忆，而找到回去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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