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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複習 介紹 

 

現在我們準備開始第二段複習。這個複習是繼續上段的複習，每天練習兩個概念。在早上半天專

心練習一個概念，下午半天再練習另一個概念。每次練習，皆包括一次較長段練習時刻以及許多較

短時段的練習。 

長時段練習將採用大致的方式如下：用十五分鐘左右練習，開始時，先思考一下當天的概念和所

給予的解說。花三、四分鐘慢慢地專心閱讀，能多讀幾遍，然後閉起眼睛聆聽。若發現有分心，再

從頭回到練習的思考部分，試著練習較長久但專注的寧靜。 

有個訊息等著傳達給你。要有信心會接收到訊息。記住那是給你的且也正是你想要的訊息。不要

讓雜念動搖了你的意願。要了解，不論以何種形式的雜念，均無意義，也無力量。用你的決心取代

它，你必定會成功。 

不要忘了，你的意願(即如上帝旨意)有能力克服一切幻想與癡夢。信任你的意願會引導且帶領你

超越這一切幻想與癡夢。將此練習當作你對正道、真理及生命之奉獻。拒絕偏離至歧途、幻境和死

亡之思念。你已奉獻給救靈復健真我，將你的心智從體我監禁中釋放出。每天有堅定的決心，不讓

自己有無能履行練習任務的可能。 

在短時段練習中，再次肯定你的決心，應用當天所教的概念基本原則，必要時可修改成為更接近

所面對人-事的練習形式。我們在解說之後，有可能還會為你列出些特別的應用方式。但這些只是建

議，供你參考。你不需太拘泥於文字的表達。 

 

  



第81課 - 110課 

 

2 
 

第81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61-62)  

 

[61] 「我是世界之光」 

 

給予了照亮人世功能的真我，是多麼神聖啊! 讓我在此神聖性中保持寧靜。在安穩平靜之光

中， 讓我的所有衝突都消失，而在此安詳內記得去認同真我。 

下述一些特別型式可能應用於特別的困難情況： 

 

「讓我不要遮掩在真我內那能照亮人世之明燈」，  
「讓此世界之光(真我)利用這輩子的機會來照明人世」，  
「在真我之光的照耀下，所有黑暗會被驅逐」。 

 

 

[62] 「為世界之光的真我有原諒的功能」 

 

當我能接受原諒功能，我將能看見內在之聖光。而且於此光內，我能見到在我眼前顯示出清

晰和明確的功能。我尚未能理解原諒的真意義，但接受此功能並非需先要認知我的功能是什麼。只

需相信我能在光明中真見此功能的存在。 

可能應用的特別型式包括： 

 

「讓此情況幫助我理解原諒的意義是什麼」， 
「讓我不再將意願和功能分開，真我的功能即是真我意願」， 
「我將不要用此面臨的情況作不可能原諒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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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63-64)  

 

[63]「我的原諒能讓世界之光把安寧帶進入每個心智中」 

 

世界之光藉由我的原諒且由我來表達; 也是藉由原諒，才能認出存於我的內心之光。我選擇能

原諒，是讓我和整個世界一同被治癒的方式。因此，願我能原諒此世界，使整個世界和我一同被治

癒。 

建議下列應用此概念的特定型式： 

 

「讓安寧由我心中延伸至你(名子)的心智」， 
「讓我與你(名子)分享世界之光」， 
「由我的原諒，我能見到此人/事即是如此」。 

 

 

[64] 「讓我不要忘記我的功能」 

 

我能記得真我，因此不會忘記真我的功能。我若忘記真我，我則無能履行真我的功能；除非履

行此功能，我將不能經歷上帝企圖給我的喜悅。 

下列應用的特定型式包括： 

 

「讓我用此人/事為履行功能的機會」，  
「不要用此人/事掩蓋我的功能」， 
「此人/事也許威脅到體我的生存，但無能以任何方式改變真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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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65-66) 

 

[65] 「我的唯一功能是那上帝給我的」 

 

認知真我的唯一功能是那上帝給的，表示我不會有與祂相反地目標，因而能夠解除所有掙扎

和矛盾感。只有追求祂之目的，我才會很清楚該做什麼，該說什麼以及該想什麼。所有困惑皆必已

消失，我承認那上帝給我的才是我的唯一功能。 

下列特定應用的型式包括： 

 

「我對此人事的感知不會改變我的功能」， 
「這不會給真我另一個非上帝給我的功能」， 
「讓我不用這人事作為非祂所給我功能的藉口」。 

 
 
[66] 「我的功能和快樂是相同的」 

 

所有源自於祂的都是相同的，因為都來自於同一性，必定也會被接受為同一性。能履行真我

的功能即是我的快樂，我之功能和快樂是來自於相同的泉源。我必須學習認知什麼會帶給我快樂，

才能找到快樂。 

下列的特定應用型式包括： 

「此人事不會將我的功能和快樂分開隔離」， 
「這人事不會影響我的功能與快樂的相同性」， 
「沒有任何人事(包括這件)能正當化我的功能和快樂之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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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67-68) 

 

[67]「愛創建如同祂自己的真我」 

 

我就像那位創造我者，真我不可能受苦、經歷虧損或死亡。真我非肉體。今天我認同真我，不

再崇拜偶像，或用提高自我形像來取代真我。真我酷肖祂的本質，愛創建如祂自己的真我。 

 

你可能發現這些特定型式有幫助： 

 

「讓我不要從此事看見自己的體我幻象」，  
「當我注視此人事，讓我記得創建真我者」，  
「祂從沒製造我用肉眼所見的幻象」。 

 

 

[68]「愛不能保存怨尤」 

 

哀怨和愛完全是彼此不認識的。怨尤攻擊愛且遮蔽愛之光。若存有任何怨尤，我就是在攻擊

愛， 因此是等於攻擊真我。因此，我的真我反而成為陌生者。今天我決定不要打擊真我，使我能記

得我是什麼。 

這些特定型式適用於此概念可能會有所幫助： 

 

「否認真我絕不可能有正當性」， 
「我不會利用這藉口來攻擊愛」， 
「不要讓這誘惑來攻擊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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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69-70) 

 

[69] 「我的怨尤遮蓋住真我內的世界之光」 

 

我的哀怨顯示出那些無存在的，反而遮掩了真我所能看見的。若認知此點，我為何要繼續心懷

著怨恨不滿? 它們遮住光明，使我持續留滯在黑暗中。怨和愛無能共存，但光明和視覺必須能聯

合，才能使我有真見。為了要真見，必先撇開憎恨哀嘆於一邊；我決定要真見，而這是唯一可成功

真見之方式。 

這些特定型式適用於此概念可能有幫助： 

 

「讓我不要用這藉口來遮住真視覺」， 
「世界之光將照亮而使這人事消失」， 
「我不再需要這人事，我要真見」。 

 
 
[70] 「我的救靈源自於真我」 

 

今天我將認知我的救靈在那裡：那解鎖在我心智內，因為問題也是在我心智中。救靈的泉源

在我心智內，真我內保留著上帝的救靈計策。它未曾離開其泉源，因此未曾離開真我心智。我不再

從外界探詢解決辦法，它不是存在心智以外，而被帶入心智的；但從我心智中，救靈方案能往外延

伸，超越我的心智，使得所見到的一切反映我心智內救靈之光。 

以下特定型式適用於此概念： 

 

「我不會被這人事誘惑而看不見存在內心之救靈」， 
「我不會讓這人事干擾自己去知曉能救我靈魂的泉源」， 
「這人事沒力量從真我中移除祂的救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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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71-72)  

 

[71]「只有上帝的救靈計策能成功」 

 

到處去求救是無意義的，我曾在許多人事中幻想看到能拯救我的方法，但當那些人和事在真如

我所期待的發生時，我的問題並沒能解決，我並沒得救。我錯誤的以為解決辦法是靠那些人和事，

我也錯誤的以為什麼人和事件能救我。我不會再繼續無謂的尋找。只有上帝的救靈計策才能成功。

我慶幸祂的計劃不可能失敗而。 

以下特定型式適用於此概念： 

 

「祂的救靈計策能把我從這個錯誤感知中救出」， 
「毫無例外的，祂的計劃能復原真我」， 
「讓我只依照祂之計劃來感知此人事」。 

 
 
[72]「心懷怨尤即是在攻擊上帝的救靈計策」 

 

若懷著任何怨尤就是企圖證明祂的解救辦法成功不了。然而，只有祂的計劃才能成功。因心懷

有怨尤，我將那唯一解救的希望排斥於我意識外。我不再繼續無理智的打擊那對我最有益處的，而

傷害了自己。我將因接受上帝的救靈計策而欣喜。 

適用於此概念之特定型式可能包括： 

 

「當我看此人事，我是在選擇要有錯誤感知或要接受救靈」， 
「若於此人事看見怨尤的來源，我則見不到它是救靈的基礎」， 
「此人事在要求解決，而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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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73-74)  

 

[73] 「我意願光明」 

 

今天，我將運用真我意願的力量。真我的意願不是要在黑暗中摸索、怕自己的影子，而且畏懼

那些看不見而且非真實的。今天，光明是我的嚮導，我要跟隨祂領導我該去之處；我將只會見到祂

要顯示給我看的；今天我將經歷真感知的安祥寧靜。 

適用於此概念之特定型式可能包括： 

 

「此事件不可能遮掩住真我能看見之光」， 
「○○，你與我一同站在光明中」， 
「一切在光明中都會看起來不一樣了」。 

 

 

[74] 「除了上帝旨意外，無其他意願的存在」 

 

今天，我是安全的。因為除了上帝旨意外，無其他意願的存在。我所以會不安害怕，因為體

我相信在上帝旨意之外，仍可能存有另一個意願。只有在體我相信它的安全遭受威脅時，才會產生

畏懼感，因而試著要攻擊批判來維護其安全。今天我將認知這些都沒發生過。因為除了上帝旨意

外，無其他意願的存在，我是安全的。 

以下一些有幫助的特定型式： 

 

「讓我依據上帝旨意來觀看此事件」， 
「○○，上帝意願你為祂之子，祂的意願也是真我的意願」， 
「無論如何觀視這情況，這是上帝為了我好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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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75-76) 

 

[75] 「光明已降臨」 

 

我選擇解除丟棄幻象，而不作批判攻擊，我只不過是選擇了那已經存在那裡的光明。救靈復

健真我的決定早已就存在了。攻擊和怨尤從不是真我的選項。因此，體我總是在選擇真理或假相；

要選擇真存在的或無存在的。光明已降臨。因為光明已取代了黑暗，黑暗已經消失了，真我只能選

擇光明。 

以下一些有幫助的特定型式來適用此概念： 

 
「因光明已降臨，此事件不可能給我顯示黑暗」， 
「○○，真我只見到你內心之光」， 
「我只要看見那真存在的」。 

 

 

[76] 「真我只受上帝之律法管轄」 

 

這是真我完全自由的宣言。真我只接受上帝之律法的管轄。體我繼續不斷企圖自製律法，而且

加諸力量於它們來綁縛控制自己。我會傷感難過是因為相信了體我所編造的法規，以為它們對我有

束縛力。實際上體我自訂的法規對真我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和引響力。除了上帝之律法能有作用外，

其他都是限制性的法規。而祂的律法是自由性解放之律法。 

以下一些有幫助的特定型式來適用此概念： 

 

「我對這人-事的感知，證明我相信那些不存在的假冒律法」， 

「我只要看見上帝之律法運作於此人-事」， 

「讓我選擇只允許祂之律法(非體我編造的法規，)運作於此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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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77-78) 

 

[77] 「奇蹟是真我的權利」 

 

奇蹟是真我之權利，因為真我只接受上帝之律法的管轄。祂之律法將我從不安怨尤的束縛中解

脫而以奇蹟取代之。我將接受奇蹟來交換那只不過是被遮蔽在怨尤幻想後面的奇蹟。現在，我只要

遵循祂之律法，使我有權利使用奇蹟來運作祂給我的功能。 

你可以用下列有幫助的特定型式來適用此概念： 

「在此人-事後方，存在著屬於真我的奇蹟」， 

「讓我不再對你(名子)抱怨，反而要提供屬於你的奇蹟」， 

「要真見才能提供我奇蹟」。 

 

 

[78] 「讓奇蹟取代所有的埋怨」 

 

由此概念，聖靈的意願和真我的意願聯合且感知為獨一的意願。此概念能將我由體我製造的地

獄中解放。此概念表達我願意遵照上帝給我救靈復健的計畫，以放棄所有幻想來交換真理。毫無例

外的，我不再自製替代物；只要天堂，而且只是上帝旨意要我擁有的天堂。 

有幫助的特定型式來適用此概念如下： 

「我不要排除救靈，而心懷怨尤」， 

「○○(名字)，讓奇蹟取代我們的怨天尤人」， 

「超越這人-事，奇蹟會取代體我所有的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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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課 我們今天複習的概念是：(79-80) 

 

[79] 「讓我能先認知問題，因此才能解決它」 

 

今天讓我認知所有的問題都是一種我選擇要珍惜的怨尤型態。也讓我認知所有的解決辦法都是

在讓奇蹟取代怨尤。今天我將記得只有一個問題和一個解決的單純性: 問題是怨尤；解決是奇蹟 

(即是轉換成正確感知)。真我原諒體我編織的怨尤，而邀請奇蹟來替代怨尤的位子。 

可能的特定型式來適用此概念如下： 

「這人–事呈現給我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機會」， 

「在此人-事後面存在的奇蹟，能夠解決我所面對的問題」， 

「此問題的解答是那被隱藏的奇蹟」。 

 

 

[80] 「讓我認知我的所有問題已經被解決了」 

 

所以似乎會感知有問題的存在，都是因為我誤用了時間概念。我誤信問題發生在先，而解決問

題必定須花時間。我沒了解問題與解答是同時產生的。這是因為我尚未理解上帝已將問題和解決擺

在一起，因此它們不能被時間分開。若我願意交給祂，聖靈會教我這事實。我將能了解不可能有尚

未解決問題之存在。 

下述的特定型式來能夠幫助適用此概念： 

「我不必等待問題之解決」， 

「若願意接受，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已經給了我」， 

「時間不可能將問題和它的解決分開」。 

 

〈從本文摘譯相關教義：當我們似乎作與上帝分離的決擇時，祂馬上給我們聖靈-聖靈就是祂擺置於我們心智中的

解決辦法。聖靈是上帝之愛的象徵。唯一的問題是我們選擇要和祂之愛分開，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交給聖靈我們的錯

誤決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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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課 「在光明中才能看見奇蹟」 
 

記得奇蹟與視覺得併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你需要重複且常常記住這概念。這是你新思維系統的中心

概念，而新的感知也將由這思維產生。奇蹟並不會因為你的視覺而存在。奇蹟所以似乎沒存在，也不

是因為你無能看見的結果；奇蹟一直都存在著，其存在只能被你是否知曉這事實而產生影響。你只能

在光明中見到奇蹟；在黑暗中，你看不見它。 

對你而言，光是個關鍵。如果繼續選擇停滯在黑暗中，你則無能見到奇蹟，因此你會堅持它的不存

在。無光明則造成無能感知奇蹟！無能夠感知光明，就是等於選擇要感知黑暗。光明雖存在那裡，但

對你毫無作用。因為你無知光之存在，你不能利用它。而似乎對你有真實感的黑暗，使光之概念變得

毫無意義。 

告訴你看不見的實際上是存在的，會聽起來很神經。會極困難的企圖說服:你所看見的其實並不存

在;但你看不見的反而存在。你毫無懷疑肉眼所見到的，而且毫不質疑那顯示出影像的真實性。因為你

對黑暗有信心，對光明則是無信心。如何才能倒轉過來? 單獨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但你並非

單獨無援的。無論是多麼薄弱的努力，你會得到有力的支持。今天，我們要盡力去感知這支撐的力

量。當你能感知到那股力量，你會輕易地觸及所有存於你內心的奇蹟。那些被你的脆弱無力感所遮蔽

的奇蹟，也會跳躍顯示至你的意識中。 

今天騰出三段-10分的安靜時刻，試著拋棄你的脆弱無力感。你能簡單的做到:只需告訴自己，你不

是個身體，信心聽從你要奇蹟存在之處，你也依據此信念給心智指示去做奇蹟工作。你的真意願是你

的導航，你的意願擁有力量作一切所渴望的事。如此，你能選擇逃脫身體的束縛，而經歷真我內在力

量。 

以下述幾句真因果關係來開始長段的練習時段，告訴自己: 

「奇蹟只能在光中見到，肉眼無能感知光明。我非肉體，那我是什麼？」 

今天，有必要練習用此問句作結尾的陳述。我們必需先鬆開你相信你是誰的束縛，然後才可能透露顯

示出你的真我。這必得更正的是你相信是具身體的錯誤想法。你是真我的事實將會激發你去揭曉被錯

誤遮蓋住的內在力量。 

若你不是身體，那你是什麼？你需要知道聖靈用什麼來替換你心目中那個身體的形相。當你消除了

對身體的信心，你仍需要感受你所信任的：你需要有能讓你有真實感的其他更扎實、更確定、更值得

你去相信的真理來替代身體。 

若你不是身體，那你是什麼？誠實懇切地自問此句，然後花幾分鐘更正有關相信是你的特質之錯誤

想法，且讓那些與你想像相反的特質來取代之。例如，說： 

「真我是有力量，而非脆弱的。」「真我是萬能，而非無助的。」「真我是無限量， 而非被限制
的。」「真我是有信心，而非疑惑不安的。」「真我是真實，而非幻象。」「真我只能在光明中，而
非能於黑暗中被看見。」 
在今天的第二段的10分練習時間，試著去真正感受這些有關於你的事實，尤其特別專注於你的力量

和能力。記住，所有脆弱和無助感都與相信你是身體有關。此相信是錯誤的，不值得你的信念。試著

除去對自己是身體的信仰愛慕，只能稍微片刻也好。當我們繼續練習，你會逐漸地習慣相信那比較值

得你信念的真我。 

在剩餘的練習時段，確信你所作的練習，不論多麼微薄，都已經被上帝和祂之思維(聖靈)完全支持

擁護著。在練習時段中祂們與你聯合，你與祂們共享同一目標。祂們的目標就是你能在其中看見奇蹟

光明，祂們的力量也就是你的能力；祂們的力量變成你的基督之眼，使你能真見。 

在一小時中使用規律性的間歇訓練，約五次或六次提醒你自己：奇蹟只能在光明中見到。而且，特

別用這點來面對誘惑。以下形式來對付此目的會特別有效： 

「奇蹟只能在光明中見到，讓我不要因為這誘惑而關閉基督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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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課 「奇蹟能於光明中見到，奇蹟與力量是相同的」 

 

今天的概念是昨日概念的衍生。你尚未能將光明和力量或黑暗和脆弱聯想一起。這是因為你把所

見到的與身體、肉眼和腦子聯想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你相信你能放那框架裝的一小片玻璃或其他

透明材料於眼睛前方而改變你所看見的。這些都來自於因確定自己是身體而用肉眼能看見，因而會

相信多種奇魔。 

你甚至也相信在身體內的腦子可以有思想。但若知道思維的真性質，你會將那神經的概念當笑

話。 這等於相信你能用一支火柴來照亮太陽，且能加強其產生的暖度；或是你可以把整個宇宙放在

手掌中而完全掌握著。然而，這與你相信肉眼能見，腦子能想是一樣的愚昧。 

你內在上帝之力量是那讓你能真看見之光，及如同祂之心智使你能真思想。祂的力量否決了你是

無力的。是你脆弱的由肉眼在黑暗中窺視見到如同它ㄧ般的渺小、薄弱、病態、垂死、饑渴、無

助、畏懼、悲痛、貧窮、挨餓及無喜悅。這些都是用那無能力祝福和真見的肉眼所顯示出的景象。 

真力量忽視這些外在顯象，穩固的盯視著超越外表的內在之光，將祂自己與所見之光聯合成為更

強之光，而所見的也是祂之部分的自己。祂所引進之光顯示出來你的真我。你在黑暗中所感知的體

我根本不存在。真我擁有力量；脆弱反而被錯誤崇拜和傾慕成為偶像，驅除上帝之力量，而讓黑暗

來管轄統治上帝原本指定為有光明之心智。 

力量來自於真理，閃爍於此泉源產生之光芒中；脆弱則是編造黑暗體我之反映。它是病入膏肓

的，因此只看見類似它自己的病態形象。真理是救世者，只意願每人皆有歡喜和安寧。祂供給向祂

要求者無極限的力量；祂視任何人的欠缺就是祂自己的不圓滿。因此，祂把光芒給所有人，使得所

有人都能完全的受益。祂的力量是能分享的，且能將所有原諒和愛結合在祂帶來給大家的奇蹟中。 

那個藏匿在黑暗中窺探的脆弱感無能見到原諒和愛之目的，它只見到自己的獨特不凡，而且完全

不能與他人分享。它只會批評責罵，但無能力給與愛。在黑暗中，它夢到自己是壯大的征服者。它

幻想自己的勝戰，但只藏匿在黑暗中長成超龐大的怪獸。它充滿畏懼，而且不斷攻擊且憎恨自己，

而黑暗覆罩它所能見的四周，使它繼續作如它自己般恐怖的噩夢。因為存在這黑暗中，只有憎恨，

沒有愛之奇蹟。它開始將自己與它所見的分開，使它自己能夠有清白純淨的幻覺。 

力量之光並非你用肉眼能見到的。祂不會改變、搖曳或熄滅。祂不會從夜間轉移至日，而再回到

夜直到清晨的來臨。力量之光如愛一般的肯定，是持續不變的，永遠快樂的將祂自己分享延伸出

去，因為祂只能給自己。沒有人不可能要求而無能分享到其光明，沒有任何進入祂家園者，不會在

離開時看見奇蹟呈現於眼前，而光明與力量駐守於他心坎。 

你內在之光將能供給光明，引導你的視覺，使你不需停滯於沉寂的黑影中，而放縱讓肉眼給你自

欺的幻象。力量和光明於你內心結合，真我已在那裡等待著提醒你為祂之部分。今天，讓我們試著去

找且歇息於此集合處，因為你的真我即是祂之子，也是上帝之寧靜已等候著與祂自已再會合為一。 

讓我們今天用兩段時間，各20分鐘，來至此聚會處。讓你的體我被帶來會面真我。祂的力量也就

是你的真視覺之禮。今天，離開黑暗一會兒吧！我們一起練習閉上肉眼，請教真理如何去找真我和

體我的會合處，在那兒，力量與光明是相同的。 

在晨間的聚會之後，我們將用這一整天於希望和信念中來準備夜間的再度聚會。讓我們重複今天

的概念愈多次愈好。知曉這是介紹我們去認知真視覺，且引導我們離開黑暗前往只在那而才能見到

奇蹟的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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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課 「我內在充滿光明、欣喜和安寧」 

 

你想你是邪惡、黑暗和罪過之家；如果任何人看見你的真面目必定對你起厭惡反感，且好像見到

一隻毒蛇般趕快抽身而退。你想若揭漏展現你的真面目，你會超極的驚慌；在看見自己的醜惡後，

不可能再繼續活下去，而且會趕緊用自己的手來毀滅自己的身體。這想法是根深蒂固，我們很難幫

助你了解，你所相信的基礎實際並沒存在。很明顯地你是錯誤的，你企圖用怪異的方式來拯救自

己：因你被騙，你也行騙，怕愚蠢的幻想和殘酷的夢境；對用灰塵製造的偶像低頭朝拜；現在，你

已相信這些幻境和偶像都是真實的。 

今天，我們要開始懷疑這事實，不再以你所想像的為基本觀點，而選擇以另一個非常不同的角度

來看這無意義的幻想。它們並沒遵循上帝的旨意。祂不與你共同想著這種怪異畸形的思維。由此點

已足夠證明它們的錯誤，但你反而不以為然。 

祂保證你的真我如祂創造你一般的純淨和神聖，光明、喜悅和安寧存在你內心；而且擔保你自以

為所作的各種錯誤和壞事從未發生；你怎能不會明白你自編織的「罪惡」未曾存在而超高興呢? 你

所亂想的無能抵擋上帝的旨意。你以為這是死亡，但這才是真我的生命；你以為被毀滅，但這才是

將你從體我的瘋病中解救出來。 

自製的體我並非上帝之子，因此它完全不存在。它似乎在想的和在做的都是無意義 - 非好也非

懷，只不過都是假的。它無能攻擊或傷害上帝之子的寧靜。它無能更改創建。它無能將永恆純潔之

子貶低成罪人；且將愛轉換成恨。你所自製來反駁上帝旨意的體我能有什麼真力量?  

祂擔保你的純淨。但是你自己仍必需重複默禱這事實，直到你能完全接受此概念為止。這是真

理。祂保證你的純淨。沒有任何能破壞或改變祂所創造的永恆。你自己編織的那充滿罪疚和邪惡的

體我是無意義的。上帝已經擔保了你的純淨。光明、欣喜和安寧已存在你內。 

復健真我只需要接受一個思維：你是上帝創造的真我，並不是自編的體我。不論你想像自己是多

麼邪惡，真我仍是如同上帝初創你時一般的完美。不論你犯什麼錯誤，都不會改變你的真我。祂的

創建是永恆，無能被更改。祂保證你的純淨，你就是且將永遠是如祂初創你般的完美。光明、欣喜

和安寧存在你內，因為是祂放置於你心中的。 

在今天的長段練習時間–最有效益的是利用每個清醒小時的頭5分鐘，開始默禱創建我們的事實:

「我內在充滿光明、欣喜和安寧，上帝保證我們的純潔」。然後拋棄你自製的愚昧影像，試著聽從上

帝所給予你的來取代體我的指令。 

你是上帝創造的真我，並不是自己編織的體我。真我才是真存在的，體我只是沒存在的幻象。試

著經歷你的獨一真我，試著感激創造者的神聖和愛。試著不要以體我製造那微不足道的邪惡和罪孽

之偶像們來遮蓋取代上帝所創的壯麗真我。讓真我顯示出其本質，這才是真正的你。你內在充滿光

明、欣喜和安寧。 

你也許不願意或不能用每小時的5分鐘來做這些練習，但試著去做。至少在每個小時記得重複

「我內在充滿光明、欣喜和安寧，上帝保證我的純潔」。 

若有任何擾亂你寧靜的情況，趕快撇除那畏懼幻象，再次重複上述的禱詞。當你被誘惑去憎恨某

人， 默默的告訴他: 「你內在充滿光明、欣喜和安寧，上帝保證你的純真」。 

今天，你能為復健世界做更多努力，你能在今天做許多上帝派定給你的復健工作。而且，你也能

在心智中更堅定你對此概念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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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課 「真我如同原始被創建時一般的完善」 

 

今天，我們繼續以此獨一概念帶來完整的復健；「真我如同原始被創建時般的完善」之宣言能消

滅所有誘惑型態的魅力，此唯一思念能夠讓體我啞口無言，且完全被撤除。你真的是如同原被上帝

創時一般的完美。由此概念能將整個世界的喧嘩轉變成寧靜，抹擦掉人世的幻象，而且除淨所有人

世所持有的幻想，使它的影像永遠消失無蹤。這即是完成治癒復健，回復清晰的理智。 

真光是力量，而力量即是純潔無瑕。如你仍然是如同原始被創建時般的完善，你的真我必是壯而

有力，且內在擁有光亮。你如同原始被創建時般的完美，黑暗遮掩不住上帝之子的榮耀。你存在於

光明中，如被創時的健壯和明亮，且永恆的駐守於那光明中。 

今天再次用每清醒小時的頭5分，以這些字句來企圖感受真我的存在:  

「真我如同原始被創建時般的完美，且永恆為祂之子」。 

現在，試著去接觸你內的真我，這是位不曾有錯失或會編織幻象來替代真實者。此真我未曾離開上

帝之家而畏怯的流浪於人世。這真我不知道畏懼不安的存在，也無能幻想喪失、痛苦或死亡。 

你欲達至這練習目標，除了只需撇開所有編製的偶像和自導自演的影像之外，不必做任何事。掠

過一長串自評價為「好」或「壞」的品質，而在寧靜中期盼真理。上帝親自擔保真理會顯示給所有

祈求者。你現在已要求了，祂不可能不守諾言而讓你失望的。 

如果你沒依照每清醒小時的頭5分練習要求，至少要在每小時提醒自己： 
 

「真我如同原始被創建時般的完美，且永恆為祂之子」。 
 

常常告訴自己，你仍是如同被創建時的本質，而且對那些惹你煩心者的反應也是:  
 

「你如同被上帝創建時一樣，且永恆為祂之子」。 

今天盡量努力做每小時的練習。每次的練習將使你朝向解脫邁進一大步，以及學習本課程的思維

系統的一個轉捩點和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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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課 「我是與創建者結合的真我」 

 

今天的概念在正確的形容上帝所創建的你。你與內在真我和祂是相同的。你和祂的完整結合使你

內在不可能變換。但你不願接受這事實，反而相信你已自作了改造，因此無能理解這必是真的。你

看自己在仿製上帝的創建：荒謬滑稽、脆弱無力、兇猛醜陋、淒涼悲慘的被痛苦纏身。這就是你自

編自導的體我版本。所編造的你又更自行分裂成互相鬥爭的許多個性和造型，遠離上帝，被你所崇

拜和求助的那易怒無常之體我暴君，勉強且不確定的統治維繫著。但是，體我是耳聾的，聽不見你

的祈禱；體我是失明的，看不見你內在與上帝的同一性；體我是無理性且一無所知的，不了解你是

上帝之子。 

今天，我們只要企圖認知那位能夠聽和看，且有完美理智的真我。我們再次指揮你練習接觸那與

其創建者合而為一的真我。今天，我們在期盼和耐心中再度嘗試教你。在你現在學習階段中，再繼

續用每小時的頭5分來記得今天所教的，有特別的利益。 

你現在要開始作長段時間練習時，應會體驗到你很難不胡思亂想；你必已體會到那沒有紀律的心

智，是多麼急迫需鍛練。你必得先知曉無紀律的心智的確會阻礙你的進步。 

在這階段，較短暫但頻繁的練習對你會有特別益處。除了認知你有困難去專心之外，你也必定注

意到，除非常常提醒你練習目的，你會有忘記長段練習的傾向。在一天中，你也常忘記去作短時段

練習，且尚未能在面臨誘惑時，有自動的習慣反應。 

此時，你需有架構來提醒自己學習目標和鍛鍊，試著去達至目標。對於那些尚未有連貫性的動機

且極力抗爭學習者，時間性的規律是最有效益的形式來練習解脫幻覺而復健真我。因此我們繼續一

陣子在每小時作5分鐘的練習方式，且鼓勵你盡量能錯過愈少次愈好。利用每小時的頭5分將會加強

更穩定的方式，因此特別有幫助。若在某1小時忘了做，千萬不要用它作不繼續訓練的藉口，想到

了，就趕快作。 

你因已經沒照規定作練習，而很可能被誘惑去認定一整天是廢掉了。這是錯上加錯。這也使你認

知你在拒絕更正錯誤，不願意嘗試。然而，聖靈不會因為你的錯失，而延遲祂的教學。但你的無意

願丟棄錯失，將會抑制祂的教學。 

因此，讓我們決定願意原諒自己的懈怠或未能完全依照今天的指示練習。這對此弱點的寬容，將

讓我們能忽略其存在，而不給它力量來延遲我們的學習。當你沒能按照本課練習，這只是種需被更

正的錯誤罷了，沒有其他的。如果允許一個錯誤持續下去，你是在基於這個錯誤，再增添錯誤，且

加強錯誤的影響力。必須趕緊撇開這種變本加厲的過程。 

讓我們認知所有錯誤皆僅是種錯誤，在企圖使你不能知曉你與祂有聯繫，且與祂在共同創建，而

不知曉你是無限制的力量和寧靜之真我。只有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相。今天，我們將再次肯定此

真理，且試圖接觸到那毫無疑問是真理的內心中。以此確信開始較長段的練習時刻，給你的心智堅

決的信念，祈禱:「我是與創建者結合的真我，與祂共同創建，且是無限制的力量和寧靜」。 

然後閉眼，慢慢的、深思的，試著讓「我是真我」的意思沉澱到心中，且以這句話來取代錯誤思

維。重複此句數次，試著去感受這些字眼所表達的意思。你是獨一無二的真我，聯合且穩定的存在

光明、喜悅和安寧中；你是上帝之子，是唯一創建者之獨子，持有相同獨一目標:帶給所有心智與祂

的同一性，而使得真創建能延伸至全部，而得與上帝結合。 

你是那一位全部、痊癒且完美的真我，有力量掀開遮覆著世界的黑暗簾幕，而讓你內在之光經由

你來教這世界的真本質。你是完整的真我，與所有現存的和將會來的皆和睦相處。你是上帝之子，

是與所有弟兄聯合於真我內的唯一真我，也融合在你之父的旨意內。 

 

 



第81課 - 110課 

 

17 
 

感受此內在的真我，讓真我之光將你所有的幻想和疑惑被亮光驅散。這是你的真我，是上帝之

子，如同其創造者一般純淨無錯失，內心含有創造者的力量，且祂之愛永遠屬於你的真我。你是那

唯一真我，是贈與給你內在神聖真我，用來將你的幻覺驅逐出境。 

今天別忘了鍛練，我們需要你的幫助，你的微小部分已足夠帶給整個世界快樂。老天相信而且靠

你在今天會試著幫助。分享這也屬於你的信念。有警覺心，今天不要忘記練習! 

整天中不要忘記你的目標，重複「我是與創建者結合的真我」愈多次愈好。知道在你每次的默禱

此句，有人會在他的內心中煽動揭曉的真理之火花，聽見希望之聲和如翅膀輕微的摩擦聲之寧靜。

你自己認同你是真我，且是與你之父結合的真我，就是在呼籲整個世界與你結合為一。 

今天，對你所遇見的每個人確定要將今日的保證告訴他： 

「你同我是完整的真我，因我的真我，我尊重你，因祂的本質，祂
也給予我們相同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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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課 「所有解決來自於真我」 

 

雖然你是獨一真我，你卻同時認同成兩種:善良和邪惡、愛和恨且是心智和身體。這種被分裂感

造成尖銳和持續的矛盾，因而導致你要慌張急促的嚐試去妥協自我衝突。你曾如此去追尋解脫，但

沒有產生任何成功的結果。這些你所看見的對立是永遠無能妥協的，因為它們根本不存在。 

事實上不管你費多大力氣，或用什麼方法分析問題所在，你無可能妥協真理和假想。若欲解決，

你必須能先接受你在何處且用什麼媒介(肉眼或第三眼)所看見的「問題」，皆非存在。但是，直到你

能接受這點，你將企圖要達到一連串無能達到的目標; 努力的浪費時間和力氣，絕望且愈來愈充滿

疑惑不安，每次嚐試都如同前次般的毫無成果，且也如同下次般的會註定失敗。 

身體和心智相互否定對方的真實性，不可能併存的，所以不必企圖去妥協調解這兩項。如你只認

同身體，你的心智則無能存於體我形相中，因為你的體我不可能容許心智為真正的你；如你只認同

精神和靈魂，身體對真我意識而言必定是無意義的。靈魂藉由心智發揮表達其真我，而那為聖靈服

務的心智是安寧的，而且充滿歡欣喜悅。心智的力量源自於聖靈，欣然快樂的在人世中屢行其功

能。但心智也可能感知自己脫離精神和靈魂，視自己為存於身體內的部分，充滿疑惑和自相矛盾。

無履行真功能的心智，不可能平靜，在其意識中，快樂是種陌生的思維。 

然而，與聖靈分開的心智無能真思想，它否認其力量的泉源，而視自己孤單無助，受据限並且軟

弱。現在，與其功能完全脫節的心智，幻想自己是與其泉源隔絕之單一個體，被萬軍大批的攻擊，

只能躲藏，且靠著那脆弱身體的支撐。現在，它必需忙著妥協不同的與相同的(身體和心智)，因為

它以為這就是思想的目的。不要繼續浪費時間企圖解決夢幻中無意義的衝突! 誰能解決幻夢所呈現

無理性的困擾? 這種解決在真理能有什麼意義？它能有什麼目的？能夠解決什麼？ 

拯救靈魂不是要變更幻象為真實，也不是在解決那個沒有存在的問題。也許那些是你的希望。然

而，你會要上帝的解救祂鍾愛之子的計畫為要你帶給他痛苦，而且不要放他自由嗎？你的真我保存

著祂的思維，而且留守在你的心智以及祂的心中。聖靈在你心智中保存著救靈計畫，提供那能達至

寧靜之途徑。救靈也就是你與上帝分享的思維，因為聖靈已經為你且以你的名義接受了祂的思維。

因此，救靈也包含於真我為你珍惜且保存的思維中。祂從你真我中保證你心智已經存有此思維。今

天，我們試著去找那些思維。 

我們在每小時所用的5分鐘就是要練習在你心智中找尋聖靈。所有解決方案都是由那介於上帝和

真我間之橋梁的聖靈，傳訊給你的真我。耐心地等候祂告訴你有關你的真我，你的心智能夠復原為

真我，且能自如的為真我意願服務。用此句開始練習：「所有解決來自於真我，祂之思維也是屬於我
能使用的思想」。 

然後，找到那聖靈思想，主張那也是你自己的思想。這些以神經錯覺來取代的真思維曾被你否

定，且讓你的心智在人世之夢遊蕩迷失。這些才是你唯一擁有的思想，救靈解決也包含在其中。 

如果你能做到這點，你會聽見真思維告訴你，你已經從體我中被救出，因為你已經找到了遺失在

體我幻境為聖靈服務的心智真功能。你的真我歡迎這安寧的真功能。在復原其力量之後，真我會再

度由祂創建酷肖自己之聖靈，持續不斷的飄向所有存於萬物的聖靈。你的心智將祝福萬事。因你找

回真我，疑惑會頓然結止，而且復健了真我。 

今天，你的真我知道你不可能失敗。你的心智也許還有一些不確定。但你不必因此而灰心沮喪。

你的真我所經歷的喜悅，將為你保存著，且將會完整的充滿你意識中。每次你用各小時的5分鐘尋找

聖靈與真我結合時，你呈現給祂另一件請祂為你保存的寶藏。 

今天，每次你告訴那情緒失控和喪心病狂的心智：拯救來自於你的真我，你就是在存放另一件寶

藏於愈來愈豐盛的寶庫。唯一所需要做的是，等著贈與任何要求且願意接受此禮者。想想看，這一

天已經給了你多少寶藏來讓你轉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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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課 「我是靈性的」 

 

今天的概念使你認同真我，且不再接受分岐的認同，也不會在完整聯合中試著編織出對造衝突的

部分。這概念只是在陳述真理。今天多唸幾次真理，將會帶領你的矛盾心智往安寧靜止的境地，而

且不會再有寒慄的畏懼感的侵入。你的心智已經免除瘋病，不再持有自我分裂的認同幻想。 

我們再次重述你是單一完整真我之事實：那上帝之子棲居於你內心，復健理性的心智。你是祂賦

與你和祂相同特質，是愛、安寧和欣喜之靈。你也是位使祂完整且與祂工作的共同創建者。祂永遠

與你同在，即如你也永遠與祂同在。 

今天我們試著將真實更拉近至你的心智。每次練習都會使你更能知曉你的真本性；有時，這種鍛

鍊能為你省下千萬年的輪迴轉世。你所用來練習的幾分鐘會不斷地加倍繁衍，因為奇蹟能使用你所

花費的時間，且不受時間的控制。救靈復健真我就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奇蹟；也就是那最後一個

的第一個，因為最初和最後都是相同的。 

你是存於充滿心懷奇蹟的祂心智中的靈魂，在祂中，所有時間是靜止的；你用一分鍾來練習今天

的概念，會變成無長短和無止境的奇蹟。極願意地贈送這幾分鐘，信賴祂會將無時間性放置於這些

分鐘旁邊，使它們變成無時限。祂會加諸力量於你所贈送祂的每分鐘的努力。 

今天將這些幾分鐘送祂，你需用它們來幫你了解你是存在祂心智內之靈魂。由祂之聲音(聖靈)呼

喚所有生物，提供所有向祂要求者真視覺，用單純真理來取代錯覺。聖靈會很高興的在每小時從你

手中拿出5分鐘，攜帶它們於似乎被痛苦和悲哀統治的世界中。祂不會略過任何一位敞開接受治癒之

禮的心智，而且祂放置此禮於祂知道會被歡迎之處。每次某人為自己的思維接受此治癒之禮，再轉

贈去治癒他人，則能更增強其治癒的力量。因此，你所送祂的小禮會增加千萬倍。當那些分鐘之禮

還回於你時，它遠超出你原始的小禮。就像太陽之光芒遠超出螢火蟲放射出斷斷續續、忽隱忽現的

微光。這持續穩定之光輝永遠存在，導引你離開黑暗，使你再也不會忘記此奇蹟之道。 

今天開始用聖靈告訴你的這些快樂作的練習，讓祂之言藉由聖靈回響於全世界: 

「我是靈，神聖地上帝之子，無受限制，安全、痊癒且完整，能自由地去原諒與解救復健人世」。 

由你所表達這思維，聖靈將接受你從祂那得獲之禮，增強其力量，再將已被增添力量之禮回贈給你。 

今天，興高采烈地呈現給聖靈每段練習，祂會告訴你，提醒你是與祂和上帝，以及你的弟兄和真

我皆是同一性之靈性真我。在每次朗誦或默念祂在今天送你之言，傾聽祂之保證，讓祂告訴你的心

智祂所說的都是真理。讓今天的思維去抗拒任何誘惑，相信自己並不是靈魂真我，以及這種錯誤認

同所產生的可悲結果。今天，聖靈給你安寧。接受祂之言，且將這些句句箴言回贈給祂。 

 
 

《譯者感觸：今天的課似乎特有衝盪力。我感激各位隨意費力撇一眼。每個字眼如同音符，不會看樂譜者，看看但沒能
同時聽出調子;有學讀樂譜者則較能想像曲調旋律。但這都不重要，出一點力，所產生的宇宙交響曲和治癒微波頻道是超
出我們能想像的。讓我們一同意願將一瞬間撇眼此概念和默禱幾分交給聖靈，去轉換成千千萬萬倍的奇蹟種子，得以播
灑於極需治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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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課 「我意願接受上帝給真我救靈計策之部分」 

 

今天的概念是種特別誓詞。我們只選擇表明效忠真理，而棄置幻境。我們不再搖盪於幻想和真理

倆端，堅定要選擇真理。今天我們忠誠於真理和上帝設計的復健計畫；不再爭辯其他的救靈方案，

而且不再於不可能存在之處(非真我內)探尋救援。我們只會欣然接受祂分派給我們的部分。 

能肯定確信是多麼歡欣喜啊！今天，我們將所有疑惑撇開，有目標的表明忠誠於真理的立場，感

謝懷疑不安的消失與信念之來臨。我們要履行此重大的目的，且祂也已經供給我們需要完成此目標

的一切。我們已經在了解所有缺愛感僅不過種錯誤時，所有錯失已被洗滌沖淨。 

純真無缺愛者不可能懷疑和畏懼，因為他們是安全且認知他們的安全。他們不祈求魔法，也不從

在虛假的威脅中編造發明逃脫辦法。他們安然的處於寧靜的信念中，知曉祂會給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去被引導做任何事。沒有任何錯失在阻擋他們的成功。他們毫不懷疑自己的能力，因為他們知道在

最恰當完美的時刻和地方，他們能夠履行被指派的功能。我們今天也要宣示忠於真理的立場，如

此，一起分享他們的信心，因此從接受此信心，而能更增強了信念。 

他們會列入我們的陣容，所有選擇站在真理的立場者，將歡欣的提供他們所學的和有增益的。那

些仍舊懷疑者將會加入我們的行列，借用我們的信念，因而再更增強信心。那些尚未出生者，也會

聽見且回應我們所聽到的招喚，在他們來此人世時，選擇此真理的立場。今天，我們只在為我們真

我作選擇。  

現在我們教你默念的誓言，能保證你從任何一種痛苦中完全解脫，而且給你不可能在這世界找到

的喜悅。你能用極微不足道地要求來換取無能衡量的獎賞。既然時間是種抽象無意義的，我們沒要

求你什麼，但你能獲取一切。你至少已經作了上千次的失敗交易了，這能不值得我們使用每小時的5

分鐘來接受上帝贈與我們的歡欣嗎？這是一種不可能失敗的交易，而你從這交易賺到的真是無止境

的。 

今天每小時，你只需給祂短短5分鐘，祂會給你字語用來練習今天的概念，使你擁有現在仍尚缺

乏之深刻信念與肯定；你和祂的字語將會聚集，而使每次的重複「我意願接受上帝給真我之救靈計

策」成為用如祂般完美的信念和肯定的完全奉獻。祂對你的信心將照亮你所說的每個字，你將超越

各字之聲，達至它們的真意義。 

今天，與祂一同練習，默念「我將接受上帝給我之救靈計策」。祂將會接受你的祈禱，然後以信

念和確定之光照明祈禱後，再還給你。祂所賦予禱言的光芒是如此的強烈、燦爛和穩定，將能以希

望和歡喜照亮人世。絕不要錯過任何一次機會來成為那位快樂的接受且能將此禮轉贈於世者。 

交給祂這些禱言，祂將會作其餘的。祂將使你理解你的特殊功能。祂將為你打開通往快樂、安寧

和信心之道，這將是祂贈與你之禮，祂給你所給祂「我將接受上帝給我之救靈計策」的回應。祂將

會懇切、喜悅和堅定的讓你知曉那些字句都是真的。你也則會深信那位知道你在天堂和人世功能的

祂所給你的保證。祂將會在你每次作練習時與你分享練習時段，用你呈現給祂的片刻時間來交換永

恆和安寧。 

在每小時中快樂的準備給祂的下一個與祂分享的5分鐘。在等待時，重複想著「我將接受上帝給

我之救靈計策」，直到那快樂的5分鐘再度來臨。多多重複，不要忘了，每次的重複都是在讓你的心

智為快樂時光作好準備。當每小時的結尾，祂已經在那兒等著再度與你共度那短暫片刻。感激的放

下一切人事，所有雜碎思緒和有限制性的概念，再次與祂共享快樂時光。再次告訴祂，你接受祂分

派給你且幫助你履行的功能。祂也將使你確定要有這種你和祂一同作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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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課 「救靈復健是我在此之唯一功能」 

 

救靈和原諒是相同的，兩種都在暗示某人或某事有錯失，使你有需被救或原諒處；即是某種誤差

或某人或事與上帝意旨對立相反，需被糾正更改。因此，救靈和原諒兩種意味著不可能的已經發

生，結果引發非真理和絕不可能成事實的衝突矛盾情況。 

在這種情景，真理和幻境已經一起發生，且是平等的。但你得原諒和釋放那些不可能發生的。救

靈在真理和幻象之間的邊緣境地。藉由救靈能脫離幻象，因此，救靈反映且復健真理。然而，救靈

也只是在抵銷那未曾發生的，雖救靈並非真實的，但得已復原真理。 

人世和天堂怎麼可能共存於同一個心智內而相互妥協？因為在那能看見幻象的心智，也可能相信

幻影是真實的。它們能存在是因為那只是種思念。然而想出幻象的心智已經離開了上帝，因此只能

想著非真實的思維。 

什麼能夠將那分裂的心智及它的幻想與永恆聯繫成為單一心智及真思維? 什麼計策方案能夠保持

真理的完整性，但同時也能認知需在不攻擊且沒有一絲痛苦的情況下脫離消除幻象? 只有上帝之思

才能有此方案(:祂略視從未發生之事，且忘卻無真實性地缺愛感)。 

聖靈在你心智中原封不動的保存著如同存於上帝心智中的計策，此方案源自於無時間性的永恆，

但可以於時間內運作，因為你相信時間的存在。聖靈完全無動於衷的觀看著你以肉眼見到的：罪

惡、痛苦和死亡，以及悲哀、背叛和喪失。然而，祂仍確信此真理：上帝是愛，這些皆非上帝旨

意。 

以此思維，祂能將幻境復原為真理，看著它們只不過是永恆確信背面的黑影。也是由此思維能來

救靈和寬恕，因為祂不加諸信念和力量於非祂所知曉的唯一真泉源創造之外的任何假相。此真思維

的功能是在救靈復健，也給你這思念作為在人世的功能。 

祂託付給你祂之救靈復健方案。現在，祂託付此計畫給你。無論所顯示於外表的大小、深淺或性

質，祂只有同一種解決方案：「救靈復健是我在此世之唯一功能。上帝即是愛，這並非祂的旨意」。 

會創作奇蹟的你，必須確實要反覆練習今天的概念。試著感知你所說的每個字眼之力量，這些字

句是你自由之源。你之父鍾愛你，這世界所有痛苦並非祂的旨意。原諒自己幻想成是祂要你受這人

世之苦。然後讓祂之思維取代帶你進入黑暗的錯誤幻想思念。凡屬於上帝的思念絕不以為祂在單獨

的想，且能把非屬祂的幻想密藏著不讓祂知曉，企圖使錯誤幻想真實化。 

讓它們曝光，你將能略視阻擋祂意願圖片假象。打開你編造幻相的祕密暗室，讓祂的慈光照亮

著，而看著此光仍在你心智內發出多麼燦爛的光芒。今天，練習想著祂所想的，讓祂之光搜索且照

明所有黑暗的部分，透視它們而連接其他真思維為一。 

上帝的旨意要你的心智與祂的聯合為一。祂的旨意是只有一子，且那位獨子就是你。今天用這些

思想來做練習，以下述指示開始較長段的練習：「救靈是我的唯一功能。救靈和原諒是相同的」。然

後求教那位與你有相同功能的聖靈，讓祂教你學習如何將畏懼擱置一旁，而認識無對立存在於你內

的真我。原諒所有反對你的完整、聯合和安寧真我的思念。你不可能喪失你之父所贈之禮，你不可

能要成為另一位體我。你不可能有任何非上帝贈與的功能。原諒那誤信能製造自己的體我，你則會

得救復原為真我了。 

今天，你有個特殊訊息，能有力量從你心智中永遠移除各種形式的懷疑和畏懼。如你被誘惑去相

信它們是真的，記住它們的外表招架不住下述有力字句所含有的真理：「救靈是我之唯一功能。上帝
即是愛，這並非祂的旨意」。如此，將原諒存放於你心智中，而溫柔地挪開所有畏懼，使得愛可能在

你心中找到其應有的地位，因而證明你是上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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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課 「我的部分在上帝救靈計策中是必要的」 

 

即如上帝之子使其父完整，你的部分能成全祂之計策方案。救靈復健必定能倒轉各種瘋癲的誤

信：我們的思維和身體都是分開的，各走各的獨自過生活。當每個心智共享同一功能，將使那些心

智為相同目標而聯盟為一，每一個部分對全部都有同等的重要性。 

上帝意願你完全快樂，你為何選擇反對祂之意願? 祂為你保留意願，使你能運用祂之計策復健真

我。這部分在祂意願你快樂的計策中是很重要的。你必先有完全的欣喜，才能讓那些祂差遣送來你

生活中的每人了解祂的方案。他們將由你光明燦爛臉龐看見自己的功能，由你的快樂笑聲中聽見上

帝對他們的召喚。 

你的確實在祂的計策中不可或缺的。缺少你的喜悅，祂也只能有無完整的喜悅；缺少你的微笑，

這世界則無能得救。當你悲哀時，祂所差遣來解救此世之光則變黯淡無光澤。沒人發出笑聲，因為

所有笑聲都是你笑聲的回音。你的確實在祂的計策中不可或缺的。即如你之光增強所有閃耀於天堂

之光；你的歡欣也鼓勵所有心智放棄其憂鬱，與你一同擔當他們在上帝方案之部分責任。 

上帝派遣的差使皆是歡喜的，他們的喜悅治癒了憂鬱和絕望。他們是上帝意願所有接受其父贈禮

的證人。今天我們選擇不讓自己陷入傷感。如會傷心，那是已選擇不接受參與你的救靈部分和我們

的視覺。傷心是選擇不接受上帝給你的，但另做選擇的跡象，因此你無能顯示給世界祂意願你多麼

歡欣，你也不能認知那也是你的意願。 

今天我們試圖去了解我們在人世的功能是有喜悅。如你有感傷，你則無能履行你的本分，且使得

整個世界與你一起被剝奪了喜悅。上帝要求你快樂，使整個世界能見證祂是如此的鐘愛其子，而意

願無傷感能產生來削減他的喜悅且無畏懼困擾來攪亂他的寧靜。今天，你是祂的差使。你將祂的欣

喜帶給所有在你視線觸及者；也讓每位看見你者在你快樂面容中看見祂的訊息和安寧。 

我們將感覺油然升起祂和我們意願要我們有的喜悅，準備這一天開始練習想著「我的部分在上帝
救靈計策中的必要性」，然後真正理解你的功能部分是要欣喜快樂。只要求你或任何意願要與你一同

接受作為上帝捎信者，做到這點。思考這是什麼意思？你的確曾是錯誤的以為你必得犧牲自己。你

只是會接受遵循上帝之計策，從不可能會損失、犧牲或死亡。現在讓我們試著找到喜悅，而為我們

和上帝見證祂的意旨。你的功能是在此刻此地找到喜樂。這即是你來人世之目的，讓今天能成功的

達至那目的。 

往你內心深處審查，不要被那些所有微不足道思維和愚蠢目標而驚愕和不知所措。基督真我將在

內心中，而且你這瞬間就能觸及祂。祂已在那等待著你的認同，你還要在祂存在之處以什麼偶像來

取代祂呢？還有什麼微不足道思維能阻礙你？當上帝親自來招喚你，還有什麼愚蠢目標使你無能成

功的認同基督真我？ 

在祂的計策中，你是不可或缺的。今天，你是祂之差使，而且必定能找到祂要你分送他人之禮。

在長段練習時刻中，不要忘記練習今天的概念。今天，你的真我在招喚你；每次你告訴自己「我的

部分在上帝拯救人世計策中是有必要的」，基督真我即會應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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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課 「上帝的旨意是要我有完全的快樂」 

 

今天為了解救靈復健之關鍵概念，我們繼續教此快樂的主題。你仍相信痛苦才能贖「罪」。這是

錯誤的。然而，當你深信上帝之子能有罪，你必得相信罪是真的。 

如果罪是真實的，懲罰則有正當性，而且是無可避免的。因此，救靈只能用苦修來換取。如果罪

是真實的，快樂必定是虛假的，因為罪和快樂兩者不可能都是真的。罪人們保證只會有死亡和悲傷

的下場，這是他們要求的；因為有罪者自知有欠上帝債，所以畏懼在某時/地/方式會被上帝處罰來

償還所欠的債。他們因此會在恐懼中企圖逃脫祂的追債，但祂會繼續追逐，而他們怎麼也逃不了。 

如果罪是真實的，痛苦是罪的代價，救靈則是受苦；如罪是真的，則完全避免不了痛苦。救靈復

健必是種慢性的謀殺，先拿走一切「好」事，最後才會恩賜給那骨瘦嶙峋的犧牲者死亡之禮。它的

憤怒的報仇是無限的殘忍，但有其正當性。 

有誰會要索取這野蠻的懲罰？誰不會要企圖想盡各種方式來淹沒供給救靈之聲而逃之夭夭? 他為

什麼要試著聽那聲音，而願意接受它所提供的？如果罪是真實的，救靈則是你的仇敵，是上帝因你

釘其子於十字架上而給你的詛咒。 

今天，你需要練習「上帝的旨意是要我有完全的快樂」。做好這練習能教你相信罪是假的，因此

凡由此相信產生地結果將不會發生，因為它們無從起因。敞開你的心智接受你在原始被創建時與祂

融合的真我，不要再繼續珍惜你把上帝之子所塑造成的惡魔體我。 

罪不曾存在；這想法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我有完全的快樂」概念之基礎，我們今天要多次練習這

想法。上帝意旨是要你有完全的歡欣。因為沒有罪的存在，痛苦即是無因的，歡欣則有其正當性。

若受到任何苦是你錯誤認同了體我的徵兆。 

不要害怕上帝的旨意。但相信祂能將你由罪惡感所提煉的火熱幻象中解脫。默念： 

「上帝的旨意是要我有完全的快樂。罪不曾存在；它不可能產生結果。」 

以此句開始今天的練習，然後試著在心智中找到這些思維所帶來的喜悅歡欣。高興地用5分鐘練習移

除由瘋癲的相信罪是真的思念所加諸於自己的沉重負荷。 

今天，脫離瘋病，你已往自由之道前進了。今天的概念帶給你翅膀加速飛翔，希望能更迅速的達

至安寧之目的。今天，記住罪不曾存在，重複地告訴自己： 

「上帝的旨意是要我有完全的快樂。因為罪不曾存在，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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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課 「我分享上帝要我有完全的快樂之意旨」 

 

你真的不要受苦，但是你可能仍然有點相信用受苦的代價能夠買到你想要的。現在，此信念必定

已經開始鬆動了。你至少開始懷疑它，且猜測用苦來換取想要的是毫無道理。雖你還沒能完全拔根

除淨那誤信，但它已喪失原來是根深蒂固藏匿在心智內黑暗隱私處那根莖。 

今天我們要再更鬆動它的根基，知曉痛苦是無目標的。它的無因導致它無力量完成任何事。你無

能用它買到任何東西。任何你誤信會由它取獲的果，即如痛苦本身一般，未曾存在。你在為虛無做

奴。今天，自由的去分享上帝之快樂意旨。 

我們計劃將有幾天繼續的用長段練習專注於能幫助你達至祂在你內放置意願你有的歡欣。那是你

的家園和你的安全；那是你的寧靜和無畏懼之境。在你快樂心智中，存在復健的真我；在喜悅的心

智中，你總算能休息了！ 

開始較長段的練習，默禱和接受上帝旨意要給你的:  

「我分享上帝要我有完全快樂之意旨，且現在就接受這是我的功能」。 

然後在心智深處找尋這等待著你選擇領取的功能，當你知道這是你的抉擇時，你則不會找不到此功

能。 

快樂歡欣吧！因為你的功能即是快樂歡欣。你需要給予同量的愛，像祂用其愛所創造如祂般之

子。除了每小時5分的休息之外，在今天多次停頓片刻，告訴自己你已經接受歡欣快樂為你的功能，

而且你確定與上帝意旨聯合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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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課 「上帝本質即是愛，也是歡欣快樂」 

 

歡欣是愛的一種特質，歡欣與愛心不可能分離，在無愛之處也沒可能經歷到歡欣。愛無所不在，

是無止境的；歡欣喜悅也因此無所不在。然而，心智能否認這事實，相信愛可有裂縫讓畏懼滲透侵

入，帶來痛苦而非快樂。這種奇怪信念，重新定義愛為有限制性的，且在這無兩元性的愛中介紹對

立和正反；在無限之愛中介紹了侷限，因此也限定了歡欣。 

將愛和畏懼聯繫一起的結果產生了心智的正傳，相信它所編織的才是事實。這些編織非真實的影

像，見證對上帝的畏懼之存在，忘記祂是愛，也必定是歡欣快樂。今天，我們試著將真理帶進來這

基本錯誤，教自己： 

「本質是愛的上帝也是快樂；怕祂等於是怕有快樂」。 

於較長段練習時間，用這概念能糾正上帝是可怕的錯誤想法。這也能強調因為祂的特質，快樂也是

屬於你的。 

在今天的每醒覺時刻，讓這更正放在心智中。然後歡迎糾正所帶來的喜悅，讓真理替代畏懼，

而喜悅成為你用來替換痛苦的期待。為愛的上帝將會給予你歡欣。整天重複地加強鞏固這期待，用

下述那仁慈、確信和全真的默禱來靜止你的所有畏懼感： 

「上帝本質即是愛，也是快樂；這是我今天所要探尋的。我不
可能失敗，因為我探索的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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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課 「我找尋在真理內已經是屬於我的」 

 

今天的概念繼續前幾日練習的想法：快樂和安寧並非僅是種癡想，而是真我所享有之權益。快樂

和安寧是上帝贈與你的，祂不會不給你祂的旨意。但你必需先有完善準備來接受此禮；那些寧願接

受自製的禮物來替代祂之禮的心智，不會欣然的歡迎祂之禮。 

今天，我們要清除那些上帝之禮該擺放的聖壇上所有無意義和自己編製的「禮」。祂之禮是真實

的；我們在時間尚未存在前已繼承了這些禮，這些禮也會在時間結止後永遠的屬於我們。我們今天

已經擁有了這些禮，不需等待著它們。我們知曉選擇祂之禮即是放棄自製的禮，也即是在與祂旨意

聯合，而且認知此禮和祂的旨意皆是相同的。 

在今天的長段練習，為復健你的真我，將每小時的頭5分給真理，開始默禱：  

「我祈求原本就是屬於我的，歡欣和安寧是我的天賦」。 

然後，我們要放棄因人世提供的其他只存於幻境的假禮和目地所產生的矛盾衝突。 

當邀請聖靈引導去認知上帝之禮，我們把假禮和目標全部挪置於一旁，找尋真正屬於我們的。在

心智中，於祂聖壇前騰清一席來迎接祂贈與我們的安寧和快樂之禮。今天，我們有信心的知曉那些

祂給予的是屬於我們的真禮，我們不再希求其他的，因為其他的皆是不屬於我們的假禮物。 

因此，我們今天只須認知祂的意旨已經完成了，如此即為祂之道鋪路做好準備，而永遠擁有安寧

和快樂。常常想著下述的祈禱來提醒自己，讓我們在練習找尋上帝贈與之禮的瞬間，不忘記祂已放

置於我們心中： 

「我探尋真屬於我的，上帝所贈的快樂和安寧之禮是我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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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課 「我擁有祂之安寧和喜悅」 

 

上帝之安寧和喜悅是屬於你們的。今天我們學習接受祂所贈與的這些禮，知曉此禮是屬於我們

的。我們也將試著了解，若你能接受，則會增強加倍此禮。此禮非如人世能夠給的禮物：給者損失

所給之禮物；受禮物者因給者的損失而變得較富裕。這種並不是禮，而是用罪惡感製作的交易。真

禮不可能產生損失，某人不可能因另一個人的損失而增添。若是如此，贈送則含蘊種缺乏和限制。 

此種「禮」是種高利貸款：一種暫時借貸，借方擔保以更高的利益歸還所借的給貸方。這種錯亂的對

贈禮的感知，已經充斥整個世界的各個階層。此感知已完全抹煞你所贈之禮，也使你取得空無之禮。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要倒反你目前對贈與的看法，使你能有正確感知。因為，贈與已經變成畏懼

的來源，你因此避免去用那唯一的方法使你能接受。接受祂的安寧和喜悅，才能學會用另一種觀點

來看贈與。上帝之禮絕不會因贈送出去而減少，反而因此會增加。天堂之寧靜和喜悅也在你接受時

而更增強，祂的欣慰也因此增添了。 

真的贈禮就是創建，能夠延伸無限至無能被限制的，由愛(上帝)給予自已的部分(上帝之子)。並

非能以一般用詞顯示祂之子擁有較少，因祂加諸愛於本來已經是無缺之子。祂給任何選擇接受此贈

禮者自己無可包容而滿溢出的一切，這也是為了祂能確保永恆的擁有一切。 

今天接受上帝的安寧和喜悅為己有，讓祂以祂對完整的定義來圓滿自己。你會明白那些能使祂圓

滿的也能使祂子圓滿。祂不可能因為給了其子而有損失；你也不可能如此。祂會感謝你接受了祂的

安寧和喜悅，這是你贈與祂之禮。 

今天的練習與前幾天有些不同，開始想著那些你拒絕把安寧和喜悅給在上帝平等律法下也有此權

利的弟兄們。你的拒絕也是在拒絕給自己安寧和喜悅。於此時，你必需回頭領取且視他們為祂之

禮。默思你的「敵人」一會兒，分別告訴他們: 

「我給妳／你安寧和喜悅，如此我才可能有祂之安寧和喜悅。」 

如此，你今天做了準備來認知上帝贈與你之禮，而不讓你的心智產生任何阻止你成功的障礙。現

在，你已經準備接受上帝給你的安寧和喜悅；你已經準備經歷你曾拒絕給自己的安寧和喜悅。現

在，你可以宣言：「我擁有祂之安寧和喜悅」，因為你已經給予你將意願接受的。 

今天，如能按照我們建議的準備你的心智，你必定會成功。因為你已經提升起那阻止你成功的柵

欄，而終於讓所有屬於你之禮進來你心中。所以要不斷告訴自己：「祂之安寧和喜悅是我的」，閉眼

一會兒，讓聖靈擔保你所說的是真實的。 

今天每小時花5分鐘和祂共處，但若作不到給祂如此多的時間，不要想太少次數是無用的。至少

每小時記得這些字語來呼求祂給你祂意願擁有此禮。今天，決定不要干涉祂的旨意。若有弟兄似乎

在誘惑你拒絕上帝之禮，把這當作另一個好機會來讓你接受祂之禮。然後以下列字句感激的祝福那

弟兄: 

「弟兄，我給你安寧和喜悅之禮， 
如此我才可能自己也擁有祂贈與的安寧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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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課 「讓我能靜心而聽見真理」 

 

若能撇開體我似乎很大聲的喧嚷；若能選擇不接受它給你那無謂的小「禮」物，若你能選擇以敞

開的心態傾聽，你將能在安靜中聽見有力宏亮的真理之聲，完全肯定其訊息。傾聽著，你父由祂指

派之聖靈使無意義的雷鳴靜止，且顯示給那些失明者達至安寧之道。 

今天，靜下來聽真理之聲。不要被死亡的聲音告訴你它找到生命之泉源，只要你能相信真理，祂

會提供生命給你。靜心，傾聽真理，不要理會體我的謊言。今天，不要怕繞道此人世的喧嘩；巧巧

的避開它們無意義的說服(不要看報/電視新聞)，完全沒聽見世界的噪音。 

今天，靜下來只聽見真理之聲。略過一切不涉及那掌握你的快樂且伸手以愛心歡迎你於祂的任何

言論。今天只聽見祂，只聽祂的一個聲音，不必再繼續等待著要去觸及祂。 

今天，上帝已守祂的承諾。安靜的傾聽，祂會對你說話。祂將與那些超出你能夢想或希求幾千倍

的快樂和完美的奇蹟們一同降臨。祂的奇蹟是真實的，你從夢中醒來時，這些奇蹟不會幻滅，但會

終止你自編的一切夢幻；這些源自於上帝給與祂愛子(也就是你的真我)的奇蹟，會永遠存在。今

天，為奇蹟作好準備。今天，讓你之父保持祂對你和你弟兄們在古早已作的承諾。 

今天傾聽祂，祂之誓言將提昇起覆蓋著人世的謊言幕簾，因而喚醒所有仍在幻夢中昏睡而聽不見

祂者。上帝由你來喚醒他們，祂需用你的語言與他們溝通。因為，除了藉由你的真我，誰能觸及上

帝之子？ 

今天傾聽聖靈，給祂你的聲音，來告訴那些等待基督真我復健的萬眾聖靈之言。準備好已來臨之

救靈復健，將會於今天贈與你。你將由那位引導者以父之名，為你指點你的功能。 

今天傾聽，你將能聽見藉由你傳達的之語迴響於整個世界。那位帶來奇蹟者需要你先能接受奇

蹟，才能喜悅的供給轉贈你所收下為己有的奇蹟。如此，救靈復健也因而在開始之刻已經完成了。

在一切是你的瞬間也已全部贈送出去；所有你贈送出去的都會成為你所擁有的。此刻，你已學會這

一課了。 

今天，我們練習非如你現在想像的給與，開始以下述的祈禱: 
 

「我會靜止心思，而只聽見真理。給與和接受是什麼意思?」 

祈求後期待會得到答案。靜心聽著答案。你所祈求的解答已經等著你來領取許久了。你將開始履行

來人世的工作，使人世不再繼續相信所送出去的是損失。因此，人世已做好準備來理解和接受此真

理。 

今天，靜下來只聽見真理。每用來傾聽的5分鐘內，也將上千萬的心智為真理而敞開。他們也將

聽見你所聽見的聖言。當每小時過去時，你將再次為那些上千萬能選擇稍停頓一瞬間來求教真理的

心智，與你一同從覆蓋著人世的謊言幕簾中解放出來。 

今天，上帝之聖語由你接受後再轉達出去，而得以保存之，因此你能因傾聽和從祂那學習教人世

祂之聖言。不要忘記你選擇重複聽從和接受今天所教的：「讓我能靜心而聽見真理」，提醒自己: 

 

「讓我能靜心而聽見真理，今天我是上帝的差使。我的聲音也是祂的，我接受所有送出去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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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課 「真理更正在我心智中的錯誤」 

 

除了藉由真理，還能用什麼來更正錯誤？而所有錯誤，難道也只不過是種尚未被認知的幻覺嗎？

一旦有真理的進入，幻想即刻消逝。幻覺消失的無影無蹤，沒留下蛛絲馬跡的記憶。因為沒有相信

的支持，它們是無生命的，而會消失於空無中，回歸至它們的空無來源。幻覺來自於灰煙也消失於

灰煙，所剩下的只有真理的存在。 

你能想像沒有任何幻想的心智嗎？那感覺如何? 試著記得有那一分鐘 - 甚至更短暫的剎挪瞬

間，當沒有任何人-事侵入擾亂你的寧靜；當你確信自己充滿了愛，而且很安心。然後，再試著繪製

這心境能將那寧靜片刻延續至時間的終點和永恆。之後，那所感知的寧靜會加數百倍，再另增數百

倍。 

而現在，你得到了一絲的線索，雖那只是微弱的提醒：當真理來臨時，你的心智將要靠真理的支

撐；無幻想，則無畏懼、疑惑以及攻擊的存在可能。當真理降臨時，所有苦痛已經終止，因為你的

心智內沒留下任何空間能讓那些暫時性的思維或無生命的概念停滯逗留。因為在存有真理的心中，

真理會佔據了心智的所有空間，你也不再能容忍無常的思維。現在真理已來臨，你再也找不到幻

想，永遠充滿著真理。 

當真理來到時，祂不會暫停一會兒即消失，或變換成其他的東西。祂不會變換形象或來來去去。

祂會永遠保持原始狀態，讓每個需求能仰賴祂的供給，讓人世所導致的困難和不安取得完全的信

念。真理來臨時，將吹走所有困惑。 

當真理到來，在祂膀翅下寶藏有完整的恆常和愛之禮，祂們不因痛苦而變壞，只繼續堅定穩固的

略視痛苦的存在。這是治癒之禮。因真理無須自衛，因此真理不可能被攻擊。帶幻想於真理內去被

更正，但你不可能將真理帶入幻想中，而且將幻想轉變為真理。 

真理不會出現又消失，也不會改變：現在以某型態顯示，以後以另型態顯示，真理不會逃離現實

或躲避理解；真理不躲藏，祂存在敞開的陽光下，明顯的平易近人且能夠被取得。真心要找真理

者，絕對不可能不成功。今天是屬於真理的，敬重該遵循的真理，祂也會如此對待你。你不是出生

來受痛苦和死亡的，你父的旨意是要終止清除這些幻夢。讓真理來更正它們吧！ 

我們不要求我們沒有的，只要求屬於我們的，因而能認知那是我們已擁有的。今天，我們基於從

真理產生的信心，快樂的作練習。今天，我們不再用搖晃不穩定的幻想。我們確信能成功，即如同

我們肯定能繼續呼吸、思想和生活著。我們不懷疑今天與真理同行，且以此信念做每次的練習。 

開始請那位與你共同此任務的祂存在你的意識內。你非血、肉和骨作的，而同樣的是由那給予光

明和生命之禮的思維所創造的。祂是與你相同的弟兄，你們之父知曉你們是相同的。祂即是你的真

我，你要求真我與你去任何地方，祂怎麼能不存在於你所在之處? 

真理將更正在你心智中想你與祂是不同的所有錯誤思維。你今天告訴祂，且承諾你將讓祂的功能

藉由你來實踐。與祂分享工作就是與祂分享祂的喜悅。當你默禱時，祂的信念將存於你的心中: 

「真理將更正在我心智中的所有錯誤思維，我將歇息於那即是真我的祂之內」。 

然後，讓祂溫柔的帶領你去環繞著你的真我，給你的安寧是如此深刻及平靜，使你變得很不情願且

很勉強回到那曾是熟悉的人世中。 

然而，你將很高興的再次看此人世，因為你有真理與你同行，捎信給人世祂所保證的改變。每次

你用來練習的短短5分鐘將增添其力量。當你更正心智中的錯誤，這世界的錯誤也一一被糾正了。 

絕不忘記你今天的功能，每次你充滿信心地告訴自己:「真理將更正在我心智中的所有錯誤思

維」，你在為整個世界發言；你也是在為那位能從畏懼中解放人世自由的祂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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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 課 「給與和接受在真理中是相同的」 

 

今天的概念是取得真視覺之基礎。此概念內所含之光，能妥協折衷似乎是相反對立的所有思念。

除了解除你所有的衝突和錯誤思念於單一真理之外，這誕生於寧靜之光還可能是什麼嗎？甚至，此

救靈的思維也會消失，因為在那思維後面的真思維會顯現來取代它的位置。現在，夢幻已終止，我

們能有永恆的寧靜。 

使真視覺有可能的真光明，並非由肉眼能看到的。那是種完全與真我/聖靈/上帝合而為一的心

態，完全不能看見黑暗。此心智見到完全相同的上帝之子，且視其只為同一位，而沒注意到有不相

同的(故不作比較/批評)，因為不同的並沒存在。 

此原光無能顯示對立矛盾，能有治癒的力量，因而治癒了所有錯誤視覺。此光將你的安寧心智帶

給其他心智去分享，且能快樂地與你和他們的真我完全認同。此光能治癒是因為祂由單一參考架構

產生的意義，帶來單一的感知。 

在此光中，那似乎處在同一思維中不同層面的給與和接受，在祂真理中不因似乎先後發生而有所

區分。祂的思維了解給與和接受是同時發生，因而保持思維的完整和無分裂性。祂的思維是由單一

參考架構感知的理解，能妥協折衷所有對立思維，聯合為獨一真思維。 

此完全合併為單一的思維，能將所有思念合併為一。這等於是說：更正單一錯誤就足夠更正所有

錯誤；完全的原諒一位弟兄已足夠將救靈帶給每個心智。如果能由那位知曉真理者引導，這只不過

是應用唯一律法的一些特殊學習各例。 

學習給與和接受是相同有其特殊的用處，且很容易嚐試去理解此真理。當你能試著去做，這特殊

例子真的能適用各種情況，此例子的基本思念能通用於所有的疑惑和雙重模糊視覺。然後，由此思

念延伸，終於回歸至此思念基礎之原始真思維。 

今天，我們練習這給與和接受是相同的特殊例子；我們將此簡單的例子應用於最明顯的情況，如

此，我們不可能錯過所產生的結果。今天，我們將試圖給每個人安寧，然後看著安寧多麼快速的回

到我們心中。光芒是安寧溫馨，由那寧靜中，真視覺則給予了我們使我們能真見。 

因此，以今天的概念開始默禱： 

「給與和接受在真理中是相同的。我現在將接受我所給與的。」 

然後，閉上眼5分鐘思索著你要給予他人們和從他人們得取什麼？例如，你可說: 
 

「我要給每個人寧靜； 
我要給每個人安心； 
我要給每個人溫馨」。 

 

慢慢默念上述的每句，等候幾秒，然後期待接受你所送出之禮，且是以完全相同的數量回到你

內。你會發現你接到的回禮完全是你所給與的。(同樣的，你所給的批評責難之「禮」也會回來給自

己)。對你也許有幫助的是想著你給誰此禮。他代表其他人，你藉由他能給予了所有。 

今天，這個極簡單的練習能教你許多。從這練習開始，你將更能了解前因後果之關係。我們也

能加快進度。今日的練習能使你的學習突飛猛進，且當你每次說「給與和接受在真理中是相同」

時，你則會學習更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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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課 「真我歇息於上帝中」 

 

今天，我們祈求一種不會被人世外表動搖的安寧歇息。我們在爭辯鬥爭夢幻所造成的動盪中要求

寂靜與和諧。我們雖要安全與快樂，但我們似乎只注視著危機與悲傷。我們總是在想著所要求有的

答案。 

「真我歇息於上帝中」，此思想將帶給你所尋找的安寧、和諧、靜止、安全及快樂。此思想有力

量喚醒你內在沉睡之真理。祂的視覺能超越所有外表，達至也含有的相同真理所有人和事。這思想

能終止每位已經來或將要來這世界逗留一會兒者的痛苦感知。在此思想中，上帝之子再次重生，認

出自己的真我。「我於祂思想中歇息」能完全鎮定的支撐你渡過暴風雨和糾紛；掠過悲哀、痛苦、喪

失和死亡，而前往上帝的確信肯定。沒有任何不可能被治癒的難過及痛心；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及

困擾；在祂內歇息的你之視覺，不可能再看著任何外在顯像，而不見存於內在的真理。 

今天是安息之日。當整個世界被憤恨之暴風摧殘破裂，但你的安寧完全沒被干擾。外表無能侵襲

你。你邀請大家一同參與你內的休憩，他們將聽見而且與你一起安歇於上帝之懷抱內。他們將只聽

你的聲音而聽不見其他的聲音；因為你已將你的喉聲交給上帝，現在你歇息於上帝中，讓祂藉由你

來傳話。 

在祂心中你毫不擔憂、掛念及重擔，你無需怕未來或惋惜過去。真我在無時間的永恆內休憩著， 

度過的時間無能觸及你的真我。今天是你的休息日，閉上眼，沉浸於寧靜中。讓各個靜心片刻重複

地擔保你，那些瘋癲狂妄的顯像只不過是已經消失的夢幻。讓我們保持鎮定，感激痊癒的來臨。現

在你歇息於上帝中，不會再做惡夢了。今天，花點時間從夢幻中逃出，溜滑進寧靜中。 

在每小時的休憩時段，一顆疲憊之心突然豁然開朗，而變得心花怒放，充滿欣喜；一隻斷翅的鳥

兒開始雀躍歌唱；一個乾枯許久的溪河又開始流水滾滾。這世界在你每次歇息時再次重生。在你記

得的每小時之歇息中，將祂之安詳寧靜帶給整個世界，使人世也聯合你一同歇息。 

今天在你每次歇息的5分鐘，則使整個世界更接近其甦醒，對那些筋疲力竭和疲倦的心智而言，

只有休息是此刻最需要的，他們已經因為太累而無能再單獨走下去。他們將聽見鳥雀又開始歌唱，

而充滿希望，復健其精力，使腳步突然變比較輕快，而沿著似乎比較簡單的道路前行。 

今天歇息於祂之和諧安寧內，從那呼喚所有弟兄，鼓勵他們和你一同歇息。今天，你將會忠貞於

你的信任，不忘記任何人，將所有人帶進你的休息聖潔處，那無止境的寧靜圈圍內。打開聖殿大

門，招喚邀請那些從世界另一頭遙遠的弟兄們和就在你旁邊的朋友們，與你一同進來歇息。 

今天，我們一起靜止於上帝的寧靜中，安詳且無畏懼。每位進來歇息的弟兄，也提供你的安詳。

因此，我們共同的休息也得以使歇息完整；我們所給與的也是我們已經收到的。今天，時間不會限

制視我們給了誰；我們給那些尚未出生以及那些路過者，給每個上帝之思維，以及產生這些思維且

歇息於其中的心智。每次，我們告訴自已：「真我歇息於上帝中」時，我們也在提醒這也是他們的歇

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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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課 「我如同上帝創建真我時一般」 

 

今天，我們隨時要重複此概念。因為，只要選擇相信此單一概念是真理，已足夠救你以及整個世

界。此真理意指你自己編織的幻象不可能改造真我，也並未能以畏懼、邪惡、悲痛和死亡的幻想世

界取代祂創造的宇宙。若你能保持如祂所創建的真我，畏懼則是毫無意義，邪惡非真的，而悲痛以

及死亡不曾存在。 

因此，今天的概念是你唯一需要的來完全更正且治癒你的心智，且給與你完美的視力，能夠治癒

任何心智在任何時間和地點製造的所有錯誤感知。在剎那間所接受此真我視覺，將足足有餘地能治

癒過去和解放自由的未來。讓我們接受現在存有的；讓時間被人世用來作為超脫時間的媒介，且讓

所有似乎因時間而改變的一切外表，也隨著流逝消失。 

若你仍然保持如祂創建般，你的外表無能替代真我、健康無能轉變成疾病、死亡無可能取代生

命，畏懼也不可能替換愛。你仍然是保持如祂所創建般的完整。除了這個單一思念之外，你不需有

其他思維，讓此獨一無二的思念照亮修復世界，而不再被所編造的過去記憶監禁。 

於此唯一思念中，所有過去頓時化為無有；保存著此瞬間會巧巧地和安寧地延續至無時間的未

來。如你仍然保持如祂所創建般，你的心智則從未離開過祂創建你的心智，你的心智也從未與其他

心智分裂過，只有完整的聯合在上帝心智中。 

今天概念的治療力量是無限量的，這思維也是所有奇蹟的誕生處，讓整個世界重新認知真理的重

生。以感激之心重複想著：「我如同上帝創建真我時一般」。此真理來人世解救你，這是上帝所承諾

的，也是能結束所有人世悲哀的字句。 

在你5分鐘練習時段，以下述開始默禱: 

「我如同上帝創建真我時一般，祂之子不可能受苦，我即是祂之子」。 

然後，當此思想根深蒂固與心智中後，試著去發現這位聖子真我。那位就是你內在基督–上帝之子以

及人世的弟兄，是已被解救而且有力量去救助任何輕輕地碰到你的任何人，讓他們知道你是其弟兄。 

你如同上帝創建你一般的完美。今日，尊重你的真我。讓你不要以自製的崇拜偶像來取代祂所

創之子。因為，你內心深處的基督聖子等待你去認識祂為你的真我。當你不認識祂時，你則是迷失

了，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今天去找祂，當你找到那位能將你從所有崇拜偶像解救出來的真我；你也將了解曾相信、呵護

甚至認同的體我只是非真實的幻覺。今天我們丟棄偶像，往真理邁上一大步，敞開我們手掌、心懷

和諧心智來迎接上帝。 

今天一整天，我們將以充滿感激之心和充滿愛的思維來會面所有巧遇者，我們能由這些神聖遇

合而記得祂。然後，我們將默禱：「我如同上帝創建真我時一般」因而能記得祂，且提醒自己祂之子

即是我們的神聖真我–那存於每個內心的基督。讓我們多次重覆此宣言。此上帝之言能解放且給我

們自由。這鑰匙能打開天堂大門，而進入上帝之寧靜和祂之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