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

甚麼是聖靈？

聖靈介於真理和虛幻間。祂必須作為跨在事實和幻想間那深溝之橋梁，將上帝恩

賜給祂的禮物(喜悅和安祥)，轉送給任何向祂求助者，使他們的感知轉換成知識。祂

將所有的夢幻由那橋梁帶進入真理，以知識之光遣散驅逐夢幻，使噪音和幻想永遠被

擱置於一旁。由上帝給與的知識，聖靈要求你將寬恕放置於夢境中，此能使你回復心

智的安寧和理智；沒有寬恕的存在，你的夢幻會使你畏懼，而你對父親之愛的記憶則

無法回復。因為寬恕使得以前被感知的種種變成寧靜的休止符。聖靈教導之目標就是

在結束夢幻，所有喧囂鬥爭必須從見證畏懼轉換成愛的證言。

一旦你知曉你父親多麼渴望你能認知自己的無暇純潔，你就會讓祂的解釋替換你

自製的畏懼和惡夢。聖靈了解你製造了那些永遠無可成真的夢幻，若你願意交給祂，

祂會用那些作為讓你回復真心智且遠離幻想的媒介。

你如何能從這世界提供的「禮物」中被拯救出來？你如何能以那些小心眼及殘酷

的人世供奉來替換上天所賜與且上帝要送你的安寧呢？打開你的手掌，交給聖靈那些

在你掌握中用來抗拒你的神聖性，且詆毀中傷上帝之子的人世全部。用此種方式練習，

每當你由聖靈之眼看見那些人世無價值且瞭解其嚴重傷害的瞬間，你已完全交託給聖

靈了。聖靈會很樂意地從你手中拿過來，擺放於上帝為其子所建聖壇上的禮物旁邊。

祂要送給你這喜悅和安祥來交換你因對自己慈悲而解放的噩夢。上帝之禮在聖靈手中

隨時準備給任何願意與祂交換這世界以得獲天堂者。你只需呼喊耶穌之名，要求我從

有意願之手掌中接收痛苦之禮，當它們各個的被欣喜的放棄時，藏於其中的尖刺和釘

子也同時被丟棄了。

在那原本是非常古老的夢幻世界中，已被一片寂靜籠罩著，沒人能記得那場夢了。

時間已經結束，且於剩餘那微細空間中，似乎是空無所有。夢幻已消失，那幻想的禮

物也跟隨的滅沒。你會瞭解此原始之夢僅是這世界用來做畏懼基礎的幻想，而在此夢

簾之後面，那創建者與祂所有創作仍保持完美之和諧與愛，安然無恙的觸及人世萬物，

擁抱著所有。

接受你父親之禮物，就是那由愛至愛的召喚。聖靈是那禮物，由此禮物，使上帝

摯愛之子回復到天堂的安寧。

寬恕是基督之面容 

很難以想像祂所創建的有被原諒寬恕的需要，寬恕是為上帝做，但非屬於上帝的。

寬恕也是一種幻想，但因此為聖靈的目標，此幻想與其他幻想有不同的一點：寬恕

非朝向錯誤而是遠離錯誤。寬恕可能稱為類似一種愉快的故事，一種為無知者銜接

感知與知識間縫隙的橋樑。無知者們不相信他們有此意願，因此，他們相信不可能

由感知直接轉換成知識。此寬恕也是種象徵，但如同上帝的旨意，是無能分歧的，

其所反映的聯合性則變成祂的意旨。寬恕是唯一仍存於人世中，可通達至天堂的橋

梁。

在回復上帝之記憶前，你必須能先見到基督之面容。此原因是極明顯的。看見基

督面容涉及感知，知識無能被看到。而基督面容是寬恕的象徵標誌，也即為真世界

的象徵。這是上帝拯救其子之禮物。任何能看見基督面容者，不再能看見人世之世

界，而在看見此面容時，你已被拯救了。看見基督者好似就在天堂大門外，然而從

這大門外，不只是你需要跨過門檻之步而能進入天堂；此最終的一步，是你必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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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上帝的。然而，此步驟也僅不過是一種變換，因那部分感知為非真實的會自動消

失。這人世像個基督面前的巨石，但以真感知來看，它只不過是一層薄紗，輕易地

吹散而只能維持一瞬刻。現在人世被視為僅是如此，它會消失而騰出準備了清淨的

空間。於此瞬間，原來所見的摧毀處則顯像基督之面容，你已忘卻此世界，時間隨

著此世界旋轉至完全變得空無時，也永遠停止了。終於，寬恕之真世界來臨，雖它

也是身體們之家園，但寬恕所看見的能超躍身體，這是寬恕的神聖性，也是其能治

癒的方式。只有身體會使這世界感知為真實的可能，也只有身體會使得罪惡感有存

在可能。現在只剩下上帝之無變化、純真且完全可理解的知識。正確及錯誤感知皆

同時的消失了，寬恕也會因大功告成而瞬間消失。在上帝之子聖壇的燦爛光芒中，

身體也消失了，於此時，基督之面容照亮驅除時間之最後瞬間。我的弟兄們，如你

們所知於上帝心智內，將會被如此的安祥環繞且以愛及純真保護著，你們會飛奔至

祂聖壇去與祂會面的，上帝則傾身撫下將你們從幻象中提升至祂的神聖光明中。

很明顯的身體是所有人際關係的中心點，你雖然已經體驗了這一點，但還不瞭解

的這是所以造成特殊關係之原因。時間對特殊關係的確很不留情，特殊關係一旦形

成，疑問必定隨之產生，因為它的目的(視弟兄為其身體)是不可能達成的。這些以

幻象為中心的特殊關係，只是存在於夢境中。聖靈如何能將身體是溝通工具之解釋，

帶入那唯一目標是與真理分岐的特殊關係中呢？寬恕使祂能如此做。如將愛以外的

一切思維都能忘卻，所剩下的則只有永恆，而能將過去轉化成如同現在。過去不再

與現在產生衝突，這繼續延伸擴展的現在，使你增添現在的價值。於愛的思維中，

閃耀著原本是在特殊關係之中，被憎恨所掩蓋埋藏的美麗火花，聖靈將所有交給祂

的關係所賦之生命及完美，而使垂死的特殊關係轉換成了為聖靈服務目的之神聖關

係，因而得以復活。

神聖的弟兄們，我會進入你們所有的關係之中，站在你和你的幻想間。讓我們的

關係為真實的，讓我把真理帶到你對弟兄們的感知中。他們被創作，是為了與你一

起創作。這是我要提出的真理。不要與我隔離，不要於憤恨的幻夢中失去同一性的

目標。所有珍惜這種非神聖關係者，都已把我屏除在外。以上帝之名，讓我進入你

所有的關係內，帶給你安寧。

當你以完全寬恕的眼光看待彼此，沒任何錯誤會被除外，且沒任何錯誤能被隱藏，

什麼種痛苦能阻擋你的視野，使你的無能超越那痛苦？什麼幻覺會使你認不出那種

錯誤？上帝不會讓任何事物干擾那些與祂的旨意一致者。他們會認知其意願即是祂

的旨意，因為他們就是為祂的旨意在服務，且全力意願的要服務之。你將會在彼此

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價值，且替代那些曾被你視為攻擊者為你的拯救恩人。從此種感

知的解脫，人世也得到了解脫。這是你帶來和平安寧的職責。你曾問我，你在這裡

的任務是什麼？你已有答案了。不要試圖去改變它，或以另一個目標取代它。只有

這是賦予你的功能，接受這任務，完成有意願的去服務，讓聖靈決定如何、在何時、

何地、給與何人處置你們給與彼此之禮物。祂將賜給樂於接受這些禮物者。祂將為

和平來使用每一件禮物，每個人都不會錯過任何微笑之面容，或願意忽視小錯誤。

以慈悲心看待上帝所愛者，則是對宇宙萬物的祝福。聖靈的功能是延伸擴展寬恕。

將此錯誤交給聖靈。你所關心的只是你要交給祂能被延伸的。不要保存祂無法使用

的黑暗秘秘。只獻給祂那能無止盡延伸的小禮物。祂會把每個小禮物變成帶來和平

的強大勢力。祂不保留任何從這禮物所給與的祝福或以任何方式限制祝福。祂會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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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帝給與祂的所有力量為每個人將各個愛的小禮物轉化成為治癒之泉源。你所供

給的各件小禮物能照亮了整個世界。不要在乎黑暗，轉移你的注視而轉向彼此。知

道光明者驅散黑暗，且將光明輕柔的照亮每一位有信念者，用溫柔微笑用來祝福彼

此。

聖靈與基督心智

心智這詞句是用來代表支援創建能源之靈的動態力量。大寫的靈(即精神)是在

指上帝或基督心智；聖靈是上帝所創建類似祂之思維；同一性之靈魂精神就是基督。

在此人世中，因分裂的心智使得上帝獨子 - 基督，顯現為分散隔離的個體，其

心智也似乎無接合在一起。在這種幻境中，「個人心智」似有其意義，因而此課程

內描述心智似有兩部分：靈魂真我和體我。靈魂真我仍繼續由聖靈與上帝保持著聯

繫，聖靈存在於此心智部分，也能目睹另外含有體我的心智部分。因「靈魂」字句

有高度性的爭議，我們通常在引用聖經時提及之。要了解靈魂真我是屬於上帝，且

為永恆的。另一部分被體我玩弄的心智是種完全幻想且只製造幻覺。靈魂真我雖保

有創建的潛能，但當心智無能一致聯合時，上帝所賜予的意願則似乎被束縛監禁；

然而上帝的旨意仍毫無中止或減緩地繼續創建。上帝旨意因永遠是聯合一致性的、

無等級程度或正反之分別，在這人世是無意義的。

心智依其所聽的聲音可成為正確或錯誤。正確心智聽聖靈的引導，寬恕人世且

以基督視覺來看這世界；此為最後的感知及視覺，以準備讓上帝自己為其子採取那

終極完結之步驟那瞬間，時間與幻想一同結束消失。錯誤心智聽體我的指揮，製造

幻想，感知罪惡以使憎恨正當化；錯誤心智把罪過、疾病和死亡看成為真實的。然

而這真實的世界與幻想的世界仍同樣是種幻覺，只不過正確心智寬恕且視若無睹人

世未曾發生的一切，但尚未達至與遵循上帝意旨的基督心智般之同一性心智。

在此世界唯一存餘之自由是你仍可自由決擇；而總是在兩種選擇或兩種聲音之

間作抉擇。意願不涉及於任何階層的感知，且與抉擇無關。意識是體我的機制，可

接受源於上意識或下意識的訊息，而聽從聖靈或聽從體我的聲音。雖意識之知曉層

次可有大幅度的變動，但無能超越感知領域範圍；在其最高層次，意識可能開始知

曉那「真」世界，且可由訓練中逐漸增加這知曉能力，但也因這意識有階層之別，

且可被訓練和教導，顯示意識與知識的完全不同。

耶穌基督是嚮導者

耶穌此名，指那位原本身為人類，但於所有弟兄們內看見基督面容而記得了上

帝。因此他變成與基督認同且與上帝為同一性者，而不再是人類。人只是種幻象，

他似乎為分離的個體，單獨走動著，且在肉體內與其真我分離；除非能了解這是其

幻想且知道他已錯誤的認同那些幻想，誰能拯救他？

耶穌看見此為錯誤，而不接受其真實性，因而成一位拯救者。基督需用耶穌的

人形使祂能顯現給人們，而從他們的幻想中解救出來。耶穌完全認同基督，為完美

上帝之子，是你必須效法成為的模範。由祂的領導，你得跟隨之，祂很清楚的分辨

真理與錯誤，且做最後的示範來顯示上帝之子的生命不可能因死亡而截止。耶穌是

基督嗎？與你一樣，祂當然是的！耶穌之短暫的人世生命不足以來教你祂身為人類

時所學到的重大教訓，因此祂自願留下來引導你，從你自製之地獄中回到天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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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督之視覺是能分享的，當你與耶穌之意願聯合時，你的視覺變成祂的眼界。然

而，耶穌絕非上帝唯一幫助者，直到認知他們的同一性前，基督會以許多形式和名

子顯現於人世。你不需幫助進入天堂，因你從未曾離開過，但因你錯誤的相信自己

的非上帝之子身分而受到限制，你需要幫助去超越自己。上帝為其子在仍相信幻夢

時，創建了幫助者們。給你的幫助者也許會以許多形式顯現，但他們皆為同一性的。

在每個幫助者後面是那永不改變之上帝的心智，雖各個暫時有其不同名子或稱呼，

他們僅是非真實性的象徵。感謝上帝創造能引導你回家的幫助者們。

耶穌是唯一上帝愛之訊息的帶訊者，即使你不接受祂，只需讀祂所說的話語，

你仍能得到助益。耶穌在與基督(即上帝所創建之子)完全認同後，被召回於人世，

祂是聖靈的顯像。聖靈是由創建者所創建的，類似精神靈魂，是永恆不變的。祂是

顯現於人世之上帝聲音。同一性原則早在耶穌開始同一性程序前，已交給了聖靈。

整個課程描述聖靈為我們解決分離，且給我們復原同一性的計劃方案，建立我們的

特殊任務，且顯示給我們如何去完成此任務。因耶穌已早先完美的完成了聖靈交付

其完成同一性的過程，祂將耶穌設定為人類領導者，來實行這同一性計劃。

聖靈被形容成在上帝與祂分離之子群間所存餘的溝通聯結環；為實現此特定功能，

聖靈承擔雙重角色：祂是上帝之部分，所以能知曉；祂被送來拯救人世，所以也能

感知。祂是正確原則；且具有天賦基督之視覺，而能導致拯救人世。祂是那已被寬

恕之世界所感知的光明，使唯一所能被看見的是基督之面容。祂未曾忘卻創建者與

其所創建的子群，祂未曾忘卻你。祂帶父親的那盞永遠閃亮而不被遮掩之愛給你。

在「分離」時產生了聖靈為一種保護作用，同時激發了同一性的過程之開始。在那

之前，無有治癒的需要，因為沒有分離焦慮者。上帝甚至尊重祂的子群之錯誤製造，

但祂也賜福他們，使他們能夠正確的感知那些錯誤製造，將他們的感知提高到非常

崇高而幾乎能觸及到祂自己。

聖靈就是那能感應到超越感知的真知識之基督心智。聖靈存在於你的心智內那屬

於基督心智的部分，代表上帝和你的真我，且證明真我與上帝是相同的。祂似乎是

個聲音，因祂對你敘述上帝的話語；當你需要某種協助，祂似乎是位由遙遠國境之

嚮導。祂似乎是那你所相信有任何需求的種種。當你的體我被束縛於你所有需求慾

念幻想時，祂不會被慾念欺騙，而會將你由此束縛解脫，使你安然無恙。

你如同耶穌基督般，也是聖靈在這世界的顯示，你的弟兄要求你與他一起為聖靈

的聲音，因他自己單獨是無功能的，且無能力成為上帝之幫助者；然而與你聯合一

致，他則變成這世界耀光閃爍的救星，因與你的聯合，使拯救整個人世得以完成。

聖靈感激你們的合作努力，你們會暫時聽見讚頌上帝之詩歌，取代了那伴奏著惡意

憎恨之夢的死亡送葬曲，最後連那讚頌聲也變得無聲無息而消失，而回歸與永恆無

聲、無息、無形式之上帝融合為一。

聖靈之象徵性

聖靈是三位一體中唯一象徵性的部份。聖經稱祂是治療者、安慰者、和引導者。

我曾說，「如我先走，我將送另一為安慰者給你，而祂將與你同在」。因祂是象徵

性的，聖靈是種難以理解的概念，因此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解釋。身為一個人和上帝

的創作，我那來自宇宙靈感的正確心智(也就是聖靈) 教我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知曉，

這靈感是屬於大家的。如果我不知曉此點，我就不可能擁有正確心智。「知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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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為適當的，因為神聖的靈感非常接近，或更正確的說是用來喚醒真知識。我

們曾說過較高層次意識或真感知是如此的接近真理，上帝祂自己會輕易飄越過那小

縫隙。真知識總是準備可飄流於每一處，而不受阻擾抗拒。因此雖你能拒絕，但永

遠不可能失去真知識。真感知並非知識，但是它可能被轉換成知識，或跨入知識領

域。也許用「帶入」更能幫助了解，因為最後步驟是由上帝來完成的。聖靈是同一

性的心智，祂代表那非常接近同一心智狀態，使同一心智終於變得有可能。正如你

所知曉，轉換取決於先前所學的舊訊息和新情況之間有共同要素。聖靈是上帝子群

共同分享的靈感，能導致那感知含有許多類似天堂王國之要件：(1)毫無疑問的普遍

適用性，接受此靈感者不可能在任何一刻產生懷疑，那所分享的只會增添而不可能

有所損失。(2)聖靈無攻擊能力，因此是真開懷。這意指雖然聖靈不引發知識，但祂

並不以任何方式阻擋知識。在某一瞬間，那足夠大量的變化會產生真性質的變更。

以下之點是變換轉移的發生點。(3)治癒非創建，而是修復。聖靈指出超越其所帶來

的治癒之道，且引導心智超越自己內在，而走上創作之道。聖靈以超越治療之所需，

而回復上帝子群於不需治療前的原本狀態，此則已激發痊癒，因此使上帝子群被完

全治癒。你應已是相當熟悉這種時間順序的改變，因為它與奇蹟所導致的時間轉移

感知是非常類似的。

如果你能接受這世界只是一種概念，你就不會再相信體我於「給與」和「減損」

之間所製造的錯誤聯繫。讓我們以幾個簡單的概念來開始重新覺醒(重生)的過程：

思維會因給予而增加。愈多人相信某種思維，此信念則變得更強壯鞏固。所有的一

切都是一種概念。那麼，給與和減損怎能夠有意義的互相聯繫?這是對聖靈的邀請。

我可以在你的邀請後往上伸手去將聖靈帶下來給你。聖靈只不過是你自己的正確心

智；祂也是我的正確心智。聖經說，「願你的心智與耶穌基督相同」，並用這句話

作為祝福，這是奇蹟心智的祝福。它要求你如我一般的思想，與我聯合一起加入基

督心智內。

聖靈是那介於體我和靈魂真我間的心智部分，調解仲裁於兩者，但總是站在靈魂

真我的這邊。體我認為這是偏袒，所以總是有種被攻擊的反應。對真我而言，這是

真理，因其知曉真我的豐盈，無法想像有任何被排除於外的可能。真我知曉所有弟

兄之意識都是包含於其內，就像都包容於上帝之內一般。因此，完整子群和其創建

者的力量是完全豐裕的，這賦予子群相同的創建能力，與上帝創建般的完整與完美。

感知並非屬上帝的特質，上帝屬性是在知識的領域內，但祂創建了聖靈協調於感

知與知識中間。若沒有此與上帝之聯繫，感知會於你心智中永遠取代了知識。由此

聖靈聯繫，感知則可被轉換淨化到那能夠抵達知識的程度。這是聖靈的功能，亦即

為於真理內之功能。於上帝內，感知是無功能的且不存在；上帝子群以非神聖目的

製造了感知，它必得也變成為子群回復其神聖本質記憶的媒介，因此於拯救過程中

(即是解除取消那未曾發生的)，感知則具有極重要的功能。感知本身是無意義的，

然而聖靈給它一種非常接近上帝的意義。此治癒的感知變成上帝之子寬恕他弟兄的

方式，而也在同時寬恕了他自己。

聖靈是奇蹟心智的動機，祂是以捨棄分離的意願來治愈分離。聖靈在你之內，因

為上帝安置祂於你的心智中，雖然你能讓祂小睡一會兒，但你無法完全抹煞祂。只

要時間仍存在，上帝會繼續由聖靈傳訊給你。聖靈部分是上帝之旨意，此部分也是

你的意願。奇蹟是上帝和子群之意願融合為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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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

奇蹟於光明中才可被看見

你與我是世界之光。奇蹟一直是存在的，並不會因你無能看見而消失；只有你對

奇蹟的知曉才會產生其引響。奇蹟只能在亮光中，非於黑暗中見到。因此，光亮是

不可或缺的。在無光的黑暗中，你無能見到奇蹟的存在，而堅持其不存在，這是你

在否認自己之光，導致你無能看見奇蹟。在這情形下，存在於你內的那盞光對你毫

無用處，你無知其存在，故無能使用之。你從不懷疑肉眼可見的，且確信肉眼所見

的幻影而認定其真實性，因你對黑暗有充分的信心。

你如何能糾正且反倒這錯誤？這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但記住我曾教的，「軛」意

指簡易；而「負荷」意指光明。讓我們以這方式重新考量聖經的話「我與你同心協

力合作是很簡易的，而我的訊息是光明」。讓我們一同攜手聯合，我的訊息是光明。

要記住且要常重複地記得奇蹟和視覺之相互聯繫，這是你新思維的中心概念。

你必須不斷的提醒自己，你是一盞光、非肉體，讓你的信念跟隨著你心智的指揮，

而會依你的意願脫離肉體的束縛。理解是亮光，而亮光導至知識。聖靈在亮光中，

你是亮光，因而聖靈在你之內。但是你自己不知道這一點。因此，聖靈的任務是在

為上帝教你認識你的真我。你無法單獨了解真我。聖靈就是在醒你這點。這認知總

會使體我驚恐，對它而言，這太過平靜。平靜是體我最大的敵人，因為根據體我對

真實的解釋，戰爭保證它的生存。體我因衝突而變壯大，因如果你相信有衝突的存

在，此危機概念已進入你的心智，你則將會有凶狠的反應。危機的概念對體我是極

有吸引力的。如同體我全力歡迎危險的來臨，聖靈也以祂的全赴力量警戒反抗危險

的感知。聖靈以迎接安祥平靜來抗拒體我對衝突的吸引力。和諧與永恆和戰爭與時

間一樣是有極密切的關係。

我來到你的心智中，因為你隱約意識到存在有另一個方式、或另一個聲音。你必

須要先對聖靈有此邀請，我則可來提供你該如何想的模範。心理學已經成為行為動

作之研究，但沒有人否認行為是動機的反應，而動機就是意願。我教你必須如同我

一般的作為，但我們必須能對相同的心智有所反應才能做到。這心智就是聖靈，聖

靈始終意願上帝旨意。聖靈教你如何以我作為你思想的模範，然後才能產生如同我

的行動舉止結果。我們聯合動機意願的力量是會難以置信的強大，我們可以一起完

成的是無可限量的，因為對上帝的呼求是對無極限的邀請。上帝之子，我的訊息完

全是為你的，讓你在聆聽且回應內在聖靈時，你能再繼續與他人分享。 

在這人世，仍可聽見上帝的聲音。這聲音能抵銷對畏懼與憎恨的誘惑，且使同一

性程序完美大功告成而重新回復天堂。你所聽見的聲音是你心智要聽的聲音，那些

是以特殊性製造的，我們必須用它們來練習。把它們交給聖靈，讓祂已與我們不同

的方式使用它們，祂總是能利用我們所製造的，而教我們用一個角度來看，使我們

能明瞭每件事都可能有不同的用途。休息並不來自睡眠，而是來自覺醒。聖靈是要

求喚醒，因而會有喜悅。這世界是種疲乏的概念，而且是極疲憊的。我們的喜悅任

務是在換醒世界去聽從上帝的召喚。每一個人都將回應聖靈的召喚，否則子群不可

能是同一性的。除了將任何部分復原天堂王國的完整同一性外，我們還有什麼更重

要的任務呢?只聆聽來自於你內在聖靈的訊息，且如同我教導你的，也教你的弟兄去

聆聽之。當你被誘惑要聽從錯誤聲音時，呼喚我來提醒你如何來分享我的決定，因

而使其更增強而得到治癒。我們分享這個目標能增加此抉擇的力量，來吸引完整的

子群，並使我們重回，且融入在最初被創的同一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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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

上帝的聲音

上帝不在你之內，而你是祂的一部分。當你意願離開祂時，祂給你一個為祂說

話的聲音，因為你由另一個意願製造了另一個聲音，使得直接與上帝的溝通被中斷

了，祂不再能毫無障礙的與你分享祂的知識。聖靈是喜悅的精神，祂是在呼喚浪子

的回頭，是上帝對分離子群心智之賜福。這是心智的任務使命，在召喚抉擇分離之

後子群才開始，在那之前，子群是存在完美狀態，而不會瞭解什麼是正確心智的召

喚。聖靈是上帝對子群分離的反應，是同一性的補救方式，使完整的心智回歸至原

始之創建狀態。同一性與分離是同時發生的。當人類製造了體我時，上帝於人內安

置了喜悅的召喚。這呼喊聲是如此的強烈，體我總會溶解消失於那呼聲中。這是為

什麼你可以選擇傾聽在你之內的兩種聲音。一個是你自己製造的，而不屬於上帝；

上帝給你另一個聲音，而要求你只聆聽祂。聖靈存在於你內，是不斷地呼喚你重新

往回生命之源的聲音。

即使在這世界上仍是有可能只聽上帝而非其他的聲音。這需要努力和極大的意

願去學習如此傾聽。這是我在人世所學的最後一堂課，也是上帝子群要上的必修課

程。聖靈的聲音是在召喚上帝子群恢復同一心智或回復心智的整合。當同一性過程

已完成而完整的子群已被癒合時，聖靈將不需再給與回歸的召喚，而上帝所創建的

是永恆不變的。聖靈將依然與上帝子群共存，賜福他們的創作，且將他們保留於喜

悅的光明中。你就是天堂王國，但你卻讓相信黑暗侵入，因此你需要一盞新的亮光。

聖靈是你所必需引進，用來驅逐黑暗概念的亮光。在聖靈的榮耀之前，分離會消失，

而天堂王國會自然突破脫穎而出。在心智分裂之前，你已知曉一切而不需要被引導。

雖你曾有知識，但現在你變得不知曉，然而你將能再知曉一切的。上帝只能分享完

美的知識，祂不引導。引導是種評估，因為它暗示有一個正確和一個錯誤的方式，

應選擇一種而避免另一種；由選擇一種，你放棄了另一種。這是個衝突的狀態，代

表知識的喪失，因為知識總是肯定無矛盾的。聖靈召喚你去記得和忘記。你選擇要

處於有可能相反的對立狀態中，結果是你必須有所選擇。在神聖的狀態下，選擇是

沒有意義的，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它有無限的創造力。自由選擇和自由創建有相同

的力量，但有其不同的應用方式。選擇表示有意願的分裂。聖靈是一種選擇。這個

選擇在你內，而你還有另一個選擇。上帝不會讓選擇離棄的子群無被照料保護。浪

子們放在心智內的聲音並非那代上帝說話的或祂的旨意。召喚回家的聲音比呼喊離

開的叫聲更強大。因為聖靈無能力自大，祂的聲音非命令；因為聖靈不要控制，祂

也不強求；因為聖靈不攻擊，祂對征服毫無興趣。聖靈只是在提醒你，祂的聲音很

有說服力，在提醒你是真我非體我。甚至在你自製的混亂中，聖靈也能保持鎮定，

於你心智中帶給你另一種方式。上帝的聲音總是鎮定安穩的，因為祂所講的是和平。

和平比戰爭有力，因為和平能治癒，而戰爭製造分裂，非能增添。沒人能從紛爭之

中增添所有。「若一個人獲取了全世界但卻失去了自己的靈魂，對他又有何助益

呢」?意指如果他聽從了錯誤的聲音，他就已經沒能了解其靈魂真我。雖他不能失去

靈魂，但他可能不知道靈魂真我的存在，直到他能選擇正確，就如同失去了真我一

般。聖靈是你選擇的嚮導，祂是你心智那部分總是在為正確選擇發言，因為聖靈是

為上帝發言。你唯一剩下的能與上帝保持溝通的是聖靈，你可以打插中斷所溝通的

訊息，但無能摧毀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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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

聖靈是於天堂和在人世中實現上帝旨意的媒介。天堂和人世都是在你心智中，且

是在於你的意願來召喚此兩者。上帝的聲音來自你的上帝聖壇，這聖壇並非是物質

性的，而是忠誠奉獻。但你現在熱衷於上帝以外的。你的分岐的忠貞給了你兩種聲

音，而你必須選擇你要為哪一個服務，你對這兩種呼喊的回答是一種評估，因為它

是一個決定。決定本身是非常簡單的，因它取決於評估哪個召喚對你比較有價值。

我的心智總是與你的相同，因為我們被創建時是完全平等的。只是因我的決定給了

我在天堂和人世的所有力量。我給你的唯一禮物是幫助你做相同的決定。這種決定

的意願就是分享此決定的意願，因為這決定本身就是在決定分享。給與即是種作決

定的方法，這是類似真正創作的心智動作。你瞭解在學習過程中的模範，你所珍惜

且選擇追隨的模範會決定了你學習的內容。我是你作決定的模範。由選擇上帝，我

示範給你看可以做得到這決定，而且你能做到。我保證那為我作這決定的心智力量

也在你心智內，而你能夠讓祂改變你，也正如祂改變了我一樣。這心智毫無遲疑，

因為祂只聆聽一個聲音，也只有一種回答。

拯救人世之導引

學習認識你弟兄的方法，是以你內在的聖靈或基督心智去感知其內在的聖靈或基

督心智。聖靈是感知-知識轉換者或感知與知識之間的橋樑，使我們用「感知」和

「知識」兩詞好像它們是有關聯的，而在祂心智中它們就是相關的。這個關係必須

是在祂的思維裡，否則這兩者思想體系間的隔離則無法結合。因為聖靈的心智部分

是你的，部分也是上帝的，這需以經驗來澄清，而不僅是一種說法。聖靈是種癒合

的概念，因其本質為思想，可由分享而增強擴展。聖靈是對上帝的祈求呼喚，聖靈

也是上帝的概念。既然你是上帝的一部分，這概念也就是你的真我概念，也如同上

帝所有其他之部分。聖靈概念之特質是分享，因為聖靈遵循祂所屬之宇宙的律法。

所以，聖靈概念會因給與他人而增強。當你將聖靈概念給與你的弟兄時，聖靈在你

之心智內能更增強。由於思維不需依靠有意識而存在，奇蹟的發生不需要你的弟兄

意識到在他自己或你心智內的聖靈。他也許相信其所想的與對上帝的祈求完全無關，

就像你曾經也是如此。但是當你能看到聖靈在他心智內，因而認知其真我的存在時，

你們倆人與上帝是分離無關的感知都因此而癒合了。當比爾說他決定「不要以那方

式看妳」時，他是用負面的感知。如果他以正面來表達同樣的概念，他將了解有兩

種看待妳的方式，而它們是截然相反的。這兩種方式必定是在他的心智中，因為他

稱自己為一位感知者。那兩種感知也必定在妳的心智內，因為他是在感知妳。他真

正所指的是他不願意以其體我之角度來看妳，或感知妳體我的存在。用正面的說法

即是，他將由其心智中的聖靈來感知你心智中的聖靈。你所認知弟兄內在的，就是

認知存於你內在的。你所分享會增添。聖靈的聲音在你內仍是很微弱的，這就是為

什麼你必須分享之，因為必須先增強聖靈的聲音，你才聽能到祂。當這聲音在你心

智中是如此微弱時，你不可能聽見上帝的聲音。聖靈並非微弱，但被你的無意願聆

聽限制住了祂的音量。意願即是種概念，因此也能由分享而增強之。你們錯誤的在

自己內尋找聖靈，這是為什麼靜思冥想會使你們畏懼。採納體我的觀點，你們以體

我為嚮導開始那異於體我之旅的靜坐，當然會導致恐懼感。

拖延是屬體我的，因為體我有時間的概念。明顯的拖延是種時間的觀念，時間和

拖延在永恆中皆是無意義的。聖靈是上帝對你所製造體我的反應。因為真與假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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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對立相反的，聖靈所提醒你的一切都會與體我的概念相反。聖靈的工作是在撤

消體我所製造的，而且必須在體我運作的領域中撤消之，否則心智無法瞭解這變換。

我們一再強調，如同體我和靈魂、以及時間和永恆般，一個層次的心智不可能理解

另一層次之心智。永恆是上帝之概念，因此靈魂能完全理解；體我和屬於體我領域

的低層次心智，會相信且接受有時間的存在。時間內唯一真正永恆的是現在，這就

是我們所謂的「現在是唯一的時間」之真意義。這句話對體我是毫無意義。體我最

多只會將它解釋為「不必擔心未來」。但這非此句話的真正意義。聖靈是體我的解

釋與靈魂的知識間的協調者。祂對象徵性的處理能力，使祂能夠以體我的語言而反

証體我所相信的。聖靈有相同能力超越象徵而透視入永恆，也使你瞭解祂所表達之

上帝律法。因此聖靈能由理解而非摧毀來將體我所製造的重新解釋。

分離只是分裂心智的另一個辭彙，它並非動作而是一種概念。分離和結合的想法

概念都可以傳達出去與他人分享，不論傳達的訊息是什麼，都將會增強於傳達給與

者的心智中。體我是分離的象徵，正如聖靈是和平同一性的象徵。當你感知到他人

的任何品質，你就是於自己內增強那品質。你讓自己的心智去錯誤感知，但聖靈讓

你的心智重新解釋那錯誤感知。聖靈是完美的教師，祂只使用你心智已經有所理解

的來教你尚未瞭解的。

聖靈仍能教導一位無意願的學生，但不去牴觸他的意願，因為他的部分意願仍

是屬於上帝旨意。儘管體我試圖隱藏那部分，它不認知那部分意願仍是比體我強壯

的事實。聖靈完全知曉這點，因為此為聖靈安居之處，在這心智中是聖靈自由安然

感之處。這也是你如同在家之安全感，因為這是和平之處，而和平是屬於上帝的。

為上帝的一部分，除了在祂的和平與靜寂之外，你不能有安然的感知。如果和平是

種永恆，你只有在永恆之中才能有和平安祥的感知。體我以其感知製造它的世界，

但聖靈會為體我所製造的重新解釋，將此世界看成是帶你回家的一個教學工具。聖

靈必需先能感知時間，然後將它重新解釋為無時間的永恆。心智必得由時間導致永

恆，因為那時間也能被感知與其相反的。聖靈必須運作於相反對立，因那些需被幫

助的心智們皆持有相反矛盾感。若意願要更改且學習，那心智必先能敞開才能學習。

你沒有製造真理，但真理仍能解放使你自由。如聖靈般的看待人世萬物，如祂一般

的理解人世萬物。聖靈的理解以對我(耶穌)之記憶而能記得上帝，祂總是與上帝保

持溝通，祂是你的一部分。聖靈是拯救你的嚮導，因為祂記得你的原始被創建之真

我，且同時能展望你的未來。聖靈在你的心智中懷著喜悅，溫柔的要求你，只需以

祂之名分享這喜悅，而使那喜悅於你心智內增添。

你想像看見的那弟兄是位害你受苦的敵人，實際上他是奉聖靈之差遣來拯救你

的恩人，這是在你父親計劃中。閉上肉眼，讓心智之光顯示掩藏在痛苦背後的弟兄

真我，他已等候這機會許久了，解脫他而使他的自由成為你的自由，由聖靈之眼所

看見的會同時解放你們倆位。上帝感謝你將肉眼所見的影像擱置一旁，而以聖靈顯

示給你的愛之奇蹟取代之。天堂和這世界會聯合一起感謝你，所有上帝思維與整個

世界會因你被拯救而歡欣喜悅。

祈禱之二重奏鳴曲

現在，聖靈使你能感知完整性。你無法單獨為自己祈禱，也無法單獨的去尋找

你的喜悅。祈禱是設定你的意願，是包容性的，是由聖靈根據上帝的律法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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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是上帝在創建時送給子群之大禮，這是創建者與祂所創的共享之獨一無二的聲

音；是子群對其父讚頌之旋律，而其父也將對祂供奉的感激回贈給其子。在這樣無

止盡的諧奏曲和祂們給與彼此那無止盡的於喜悅中呼應愛意，創建得以延伸及擴展。

祈禱是聖靈所提供接觸上帝的一個方式，這不只是一個問題或懇求，直到你能

了解你實際上在要求空無時，祈禱不會成功的。真祈禱必須要避免懇求的陷阱，而

應該感激那已經給與的，且接收那已經存在之禮。我已告訴你，要問聖靈解決任何

問題，而你會得到你所要的特定解答；我也以告訴你只有一個問題和一個解答。祈

禱並非與我所已教你的有衝突；這涉及你的決定要不要幻象，我不可能期待你接受

超越你的程度所能認識的需要。並非問題型態是重要的，而是怎麼祈求解決那問題

才是重要的。若上帝依你所需的型態給你問題，這僅是祂回答聲音的反響共鳴。真

的聲音總是感激與愛之奏鳴曲。

聖靈的完整一致性

上帝創造你去如祂般的創作。除非你知道祂的完整性，你無法擴展祂的天國領

域。思維源於思維者的心智，然後向外延伸。因你的心智已是分裂的，你能感知也

能思想，但是感知仍脫離不了心智的基本律法。雖然任何型式的感知都是不必要的，

但你既然製造了它們，聖靈能很恰當的使用之。祂能激發感知使其成為和上帝之想

法平行，因而引導它且保證它最終與上帝匯合。這融合似很遙遠是因為你的心智還

未能完全與這概念排直對準。聖靈使用時間，但不相信時間的存在。聖靈來自上帝，

總是為了美善而使用一切，但並不相信任何非真理的。因為聖靈是在你的心智中，

你的心智必是能只相信真理。聖靈只為真理辯護，因為祂是上帝的聲音。祂告訴你

將你的完整心智交回上帝，而你的心智未曾離開祂。對同一性的完全了解，就是認

知分離未曾發生過，浪子從未真的離開其父。體我無法成功的狡辯這一點，因為這

正是明確的宣稱體我未曾存在過。體我可以接受需要回歸之概念。但聖靈告訴你，

你無需回歸上帝，因為你未曾離開祂。你應該以這種方式感知上帝的創作，把你所

有的感知納入聖靈所見的一條平行線。這條線是與上帝直接溝通的連線，它讓你的

心智與上帝的心智銜接。在這感知中沒有任何衝突的地方，因為這表示所有感知都

由聖靈所引導，而聖靈的心智是在上帝內。體我與聖靈使用投射之間的區別非常簡

單：體我投射是為了排斥和欺騙；聖靈投射由認知祂在每一個心智中，因而能感知

同一性。這個感知沒有衝突，因為聖靈感知是一致性的。無論在何處，祂所看見的

都是自己，也因為祂是一致性的，祂所提供的始終是完整的天國。這是上帝給與祂

的訊息，祂必須傳達，因為這是祂的本質。

對於那些不瞭解上帝律法者，聖靈是此律法翻譯者。你自己單獨無法翻譯，因

為矛盾的心智會為了保護形式而改變原意，故無能忠貞於一種意義。聖靈的翻譯會

在所有語言和各方面保留原意。所以，祂反對不同的形式能各有其意義，且總是強

調這些形式差異是無關緊要的，而只有意義才是重要的。上帝之律法，不需涉及以

真理來說服祂之子群。真理的延伸，是天國的律法基於對真理的知識。這是你繼承

的天賦，完全不需要學習。但是當你自己剝奪了天賦，你變成了學習者。沒有人會

質疑學習與記憶的密切關係，學習不能沒用記憶，因為除非能記住，學習無能有一

致性。所以，聖靈是一種記憶的課程。祂教導記憶和忘卻，但忘卻只是為了使記憶

有一致性。你要忘記以使你能記得較好。當你有兩種感知方式，你不會瞭解聖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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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因此，你必須忘記或放棄其中一個，才能瞭解另一個。這是你能學一致性的

唯一方式。

聖靈並不需用攻擊方式來解除幻象，因為祂根本無法感知虛影幻象。因此，幻象

對聖靈而言是不存在的。聖靈以認知衝突是完全無意義，來解決了幻象所引起的明

顯衝突。聖靈不要你瞭解衝突，但祂要你理會到因衝突是毫無意義，它是無法被瞭

解。我們說過，理解會帶來感激，感激會帶來愛。聖靈教你，除了上帝和祂的天國

之外，你無法對其他別的需要警覺。但你覺得這一點很難做到，因為你相信在上帝

和其天堂王國外還有其他別的。相信是不需警覺的。如果它是矛盾的，其中的矛盾

因素會導致鬥爭狀態，那時，警覺性則變得非常重要。警覺在安祥與和平中並沒有

任何作用。只有對非真理的相信才須要警覺，如果你不相信非真理，聖靈絕不會要

求你去提高警覺。你只能由聖靈感知真意義，因為你的真我本質是上帝的知識。你

所相信的其他總總，將會掩蓋你內在上帝的聲音，因此遮蓋上帝對你的聯繫。因為

上帝和祂所創作是不可分離的，除非你真能感知祂的創作，你無法知曉那創作者。

上帝和祂的所創作的有同一性，這是你的完整性、你的理智、和你無限的力量。這

無限的力量是上帝給你的禮物。如果你的心智與此離岐，你就是將宇宙中最強有力

的思潮力量感知成為軟弱的，因此你不相信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這沮喪的狀態

下，聖靈溫柔的提醒你，你的悲哀是因為你不履行你與上帝為共同創作者的功能，

這已剝奪了你的喜悅。此並非上帝的旨意，而是你任性的意願。如果你的意願與上

帝的不一致，你的意願就是沒意義的。但是只有上帝旨意是不變的，不可能有真衝

突。這是聖靈完整一致性的教導。你的意願是創作，而非分離，因為創作也是上帝

的旨意。

不要扣壓你給上帝子群的禮物，否則你就是在遠離上帝。自私是屬於體我的，而

完整的真我是屬於靈魂，因為祂就是如此創建的。

知曉聖靈的存在

 你的肉眼看不見聖靈，你的耳朵也聽不到祂，你如何能感知聖靈的存在呢? 除

了經歷祂的影響外，你將怎能逐漸的知曉聖靈存於你內？如果你曾激發喜悅的靈感，

而其他人因你的靈感而有喜悅的反應，即使你自己沒能經驗到喜悅，在你之內必定

存有某些造成喜悅的能力。如果那在你之內可導致喜悅，而你也見證了導致其他人

的喜悅，如你無喜悅之經驗，那一定是你決定否認那喜悅來源存於你內。聖靈似乎

無能於你內一致性的產生喜悅，只是因為你沒能一致性的激起他人內在的喜悅。從

他們的反應能使你評估聖靈的一致性。當你不一致時，你無能認知祂的一致性。你

所提供給你弟兄的，就是你提供給祂的，因為祂無能超越你所意願給他人的。這不

是因為祂限制祂所能給與的，而是因為你限制了自己所能獲取的。獲取的意願，就

是接受的意願。如果你的弟兄們是你的一部分，你會接受他們嗎？只有你的弟兄能

教你，你是什麼，而你所學到的，是你所教他們的結果。你怎麼想他們，也就是你

怎麼想自己。因為當你對他們有任何想法時，那想法對你已成為真實的。上帝僅有

一子，他們是同一性的。任何你對我的弟兄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而你所做一切都

是為你自己，因為我們是你的部分，我們所做的一切也都為你做的。上帝所創建的

每個靈魂都是你的部分，與你共享祂的榮耀。祂的榮耀屬於祂，但同樣也屬於你的。

因為子群必須有同一性的創作，所以每當你認知創作的部分時，你就會記得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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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你所記得的每部分都在加強你的完整性，因為每一部分都是完整的。完整性

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直到你能隨處都能看到完整性時，你無法學到你是完整的。

你認識真我，即能像是上帝認識祂之子，因為知識是與上帝分享的。當你於祂之內

喚醒而接受了祂的無極限時，你才能知曉真我的莊嚴雄偉。但目前，你如何判斷你

的弟兄，你就是在如何判斷自己，你如何接受你弟兄的無限性，你就是如何接受自

己的無限性。

你尚未醒來，但是你能夠學習如何醒來。很簡單的，聖靈教你喚醒別人。當你看

到他們醒來，你就會學到覺醒的意義。因為你有意願去喚醒他們，他們因你意願其

覺醒而感激你。他們將成為你真理的證人，即如同你被創作為上帝真理的證人。但

是，當子群一起來接受同一性時，則是上帝的證人們。永恆中並無奇蹟存在的需要，

因為奇蹟是修復性的。但當你仍需治療時，你的奇蹟是唯一能見證你可認知的事實。

你無法為自己造奇蹟，因為奇蹟是一種給與、獲取和接受的方式。在時間內，給與

會先發生，雖然在永恆中給與和獲取同時發生且無法分開。當你學到它們是相同的，

也就不再需要時間了。永恆是同一性的時間，其衡量範圍是「始終」。但除非你記

起上帝的雙臂是展開的，且終於知曉祂開放的心智，永恆對你是毫無意義的。如祂

一般，你是永恆的，你在祂的心智內具有如祂般的心智。在你開放的心智中是你的

創建，出生於完美的理解且含有完美的溝通。只要你能接受其中之一的創建，你就

不會想要從人世間取得任何事物。因為其他一切是完全無意義的。沒有你，上帝的

意義就不能完整，沒有你的創建，你也是非完整的。接受在這人世的弟兄，你將在

他內找到你的創作，因為他是與你一起創作的。除非你瞭解你與那弟兄是共同創作

者，你永遠不會知曉你與上帝是共同創建者。上帝的旨意可拯救你，難道祂會不給

你方法去找到那旨意嗎？ 如果祂的旨意是要你擁有之，祂一定讓你有可能且非常容

易獲得之。求教於知曉真理的那位聖靈，會告訴你那真理。你不瞭解上帝旨意，因

為你被錯誤感知蒙蔽了，你需要真理來糾正你的錯誤感知。但只需你要求，你就可

以得到，難道你不願意以你的畏懼交換真理嗎？如果上帝沒有錯認你，那就只是你

錯認自己為體我。但是，你可以從聖靈那學到你的真我。祂會教你，你是上帝的一

部分。當你真誠的認知真我時，你則接受真世界，以替換體我所製造的假世界。在

那時，你之父將為你完成最後的步驟，而將你提舉於祂之心智內。

讓聖靈教你解釋他人之動機

分析體我的動機是非常複雜與曖昧隱匿的，而且絕非沒冒著涉及你自己體我介入

之風險。這整個過程是企圖證實你自己能理解你的感知。去分析他人的動機是危險

的。你要瞭解你所產生的任何反應都只是你自己對某人、某事的解釋，你的解釋則

正好成為你所產生反應的藉口。對所有動機只能有一種有意義的解釋，即是聖靈評

斷，而完全不需要你費力參與的：任何愛的思想都是真的；一切非愛的思維，不論

它以什麼形式表達，皆是在呼求治療和幫助。你能有藉口以憤怒來回應他人的求助

嗎？除了意願給與幫助之外，沒有別種回應是合適的，因為這求助且只有此祈求是

他的動機。給與求助者任何其他非其所要求的，你則只是在根據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成為你去攻擊他的權力。

我曾教你不要把錯誤當成真的，做到這一點的方法是非常簡單：如你要相信錯誤，

你就必須先使它變成真的，因為錯誤本身並非真實的。但真理是真事實，你什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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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做，你不須先把真理變真的。錯誤僅不過是尚未認知它真相的幻想，只有真理

能糾正錯覺幻想。在有真理之心智中，錯誤即刻毫無任何記憶痕跡，而消失的無蹤

無影。因為無以相信為其支撐能源，所有錯誤沒能有生命。當真理來臨時，於其翅

膀內庇護著安全穩定之禮，具有一致的完美。當面對痛苦時，能有無退縮的愛，這

即是痊癒之禮。真理無須防禦辯護，因為不可能攻擊摧毀真理。幻想及錯誤感知可

被帶進真理中以更正之，但真理不可能被帶入幻想及錯覺中，來將它們轉變成真理。

如果你判定有人要攻擊、離棄、或利用你，你就會產生如同他實際上已經這麼對

待你的反應，因為你已將他的錯誤變成真的了。解釋任何錯誤是給那錯誤力量，而

如此做是在忽視真理。但這顯示你是依據自己的解釋而有所反應，且相信那是正確

的解釋。你能控制行為上的反應，但非情感上的反應。這很名顯的是心智分裂，你

攻擊自己心智的完整性，而慫恿一個心智層次對抗另一個心智層次。或許你還不能

十分明白這對你心智的傷害有多大。如你堅持否認那是求助的呼喚，你則會作出依

據你所感知而有所反應，而你的反應將不適合於事實的境況。只有這攻擊的感知，

使你寧願無止盡的與真理「宣戰」；於此戰爭中你將真理變成為虛假，因而否認需

要治療幫助的事實。你無意願感知事實使你不要這認知。我給你一個上好的忠告是：

不要批評判斷你完全不瞭解的人和事。所有已投注了個人投資者都不是可靠的證人，

因為他的所謂「真理」是他所想要發生的事實。如你不願意感知求助的呼喚，是因

為你沒意願給與幫助與接受幫助。分析體我的「真」動機，是相當於現代的宗教審

判。因為這兩者都是：一位弟兄的錯誤被 「揭發」，而你為他「好」而打擊他。這

難道只不過是你自己罪惡感的投射而已嗎？那原本存於解釋者心智內的錯誤被投射

於弟兄身上，而因此而懲罰他。

每次你認不出弟兄求助的呼喚時，你就是在拒絕幫助。只有由回答他的呼求時，

你才可能得到幫助；拒絕幫助他，你就無法感知上帝給你的回答。聖靈不需要你幫

助祂解釋任何動機，但是你則的確需要祂的解釋幫助。唯有感激欣賞才是唯一對你

弟兄適當的回應。感激他愛和求助的思維，如果你真能感知它們，此兩者都將能使

你知曉愛的存在。你的無意願已造成你所感知的緊張傷神。

上帝的拯救計劃是很簡單的：對真理只有一種反應，因為真理不激發任何衝突。

僅有一位真理的老師，祂瞭解真理是什麼。祂對真理事實不會改變主意的，因為真

理事實不能改變。於你分裂心智狀態，你對真理的解釋是毫無意義的，而祂的解釋

仍是保持一致性的正確。祂將這正確的解釋給你，因為它們是為你解釋的。不要試

圖以你自己的方式「幫助」你的弟兄，因為你仍尚無能力幫助自己。只要聆聽他對

上帝祈求的呼喚，你則將瞭解自己對上帝的需要。你對你弟兄需求的解釋就是對你

自己需求的解釋。以給與幫助，你則是在要求上帝的幫助。如能感知你有需求，你

將被治癒。因為你會認知上帝的答覆正是你所想要的，而如你想要的是真理，你就

會得到真理。你以基督之名所回答的每一個呼求，將使你知曉你對父親已有更深刻

的記憶。所以，為了自己的需要，你必須聆聽每一個求助的呼喚，而使上帝得以回

答你。

對他人的反應愈能一致性的應用聖靈之解釋，將愈能逐漸增進你知曉聖靈的標準，

也相同的能適用於你。認知畏懼的存在，並不足以使你由畏懼中解脫，然而認知此

恐懼是為了要顯示你有逃離的必要。聖靈仍必須將此翻譯轉換為真理。我們一再強

調認清畏懼的必要，並能毫無掩飾的面對畏懼，因為這是解除體我的關鍵步驟。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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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深思聖靈對別人動機的解釋，將對你有很大的助益。聖靈教你只接受別人愛的思

念，而把其他的一切作為一種求助的呼喚，祂已教你，畏懼是求助的呼喚。這是認

識畏懼的真意義。你的最終目的是學習能視任何形式的攻擊為一種對愛的祈求。

畏懼是你深沉迷失與失敗感的症狀。如你感知於他人時，你學習如何去彌補那缺

失，畏懼的基本原因即會被除去。如此你教自己，畏懼不存在於你內，因你內在有

方法去清除它。將此方法給他人則在示範這事實。畏懼和愛是你只能有的兩種情緒。

一個是假的，因它由否認製造的，而否認是基於相信所被否認的真有存在性。若能

正確的解釋畏懼，即用正面的肯定它所掩蓋的信念，你就是逐漸損毀它被感知的有

用性，而顯露其毫無用處的真相，如此畏懼則變得毫無意義。在否認了它唯一的目

的是在掩藏愛的力量，那遮掩愛的面容之面具也會消失了。聖靈對畏懼的解釋，的

確能去除畏懼感，因知曉真理是不可否認的。相同的，聖靈以愛取代畏懼，且將錯

誤翻譯成真理，也是不可否認的。因此你將學習祂如何以聯結合一的事實來取代你

分離的幻夢。分離只是在否定同一性，而以正確的解釋，能確認同一性是真理的永

恆知識。

 神聖  關係

聖靈的殿堂並非身體，而是交給聖靈使用的人際關係。上帝之子的意義僅在於他

與其父的關係，此真關係是一種完美的結合，無中斷的持續，是完整且永恆的愛；

然而上帝之子在他和其父間，自己發明了一個非神聖的關係。他自製的是非完整、

自我中心、支離破碎、且充滿畏懼的非神聖關係。其父所創造的是那完全的自我包

涵和自我延伸；他製造的則是完全的自我限制和自我毀滅。沒有比經歷過神聖關係

和非神聖關係，更能顯示出兩者間之對立。前者是基於愛，棲息於愛中，平靜而毫

無擾亂，身體不能侵犯之；後者是基於肉體的關係，而非基於愛，而是種偶像崇拜。

愛希望被知曉，是完全被瞭解與分享的。愛沒有秘密且不能保留和隱瞞。愛漫步於

陽光下，警醒但安詳，微笑著歡迎一切，愛之純潔和誠摯，是不能被誤解的；然而，

偶像們無能分享，它們只接受而從不能回饋。它們可被愛，但無能力去愛。它們不

了解被給與的是什麼，而所有它們介入的關係都失去其意義。對偶像之愛，使愛變

得毫無意義。它們憎恨陽光，生活於隱秘中，且躲藏於身體內，讓黑暗掩藏它們以

及它們的秘密。它們並無任何關係，因為沒有其他受歡迎的人。它們不對任何人友

善微笑，也看不見那些對它們微笑者。

愛不會有黑暗來隱藏秘密或躲避陽光的殿堂，愛不尋求權力。身體是體我所選擇

用它來找關係，以追求權力的武器，因此體我的關係必是非神聖的。體我只要蒐集

那些非神聖關係中，可用來供給培植它的偶像們，而丟棄剩下它不能用，且認為是

毫無價值的部分。無家的體我會盡力尋找它可能招攬到的身體們，用來放置它的偶

像們於肉體內。如此，使那些身體們製造成體我的廟宇。反之，聖靈的殿堂不是身

體，而是與其他子群之關係。身體是一個隔絕的黑暗微粒、一間小密室、一個無理

性的神秘感，它被小心保護著，但內部不會存有任何意義的空殻。於這身體裡，是

特殊關係尋求殘餘碎屑以維持生存，且為逃避真理的處所。在這身體內，特殊關係

拖拽弟兄們進入，拘留他們一起崇拜偶像。在這裡是「安全」的，因為愛進不來。

聖靈不會在任何愛進不去之處建造祂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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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殿堂並非身體，而是交給聖靈使用的人際關係。身體無能力成為聖靈的殿

堂，它也永遠無能成為愛的存在處所。身體是偶像崇拜者之家，也是譴責愛之處所。

因為在身體內，愛會變得可畏懼，希望也被拋棄了。即使被崇拜的偶像在那裡也被

籠罩在深厚的秘密中，與它們的崇拜者保持距離。這寺廟所供奉的「神秘」隔離，

被感知成敬畏。所有不是上帝意旨的一切，都被「安全」的保留在祂觸及不到之處。

但你不瞭解的是，在你弟兄身上，令你畏懼且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使上帝似乎很可

怕、而使你繼續無法認識上帝的原因。偶像崇拜者總是對愛有畏懼。因為，沒有什

麼會比愛對他們能更具嚴重的威脅性。只要愛靠近他們，且開始能忽視身體的存在，

則會使他們在恐懼中撤退。那使他們感知到似乎很穩固的寺廟基礎，會開始搖晃、

鬆動。弟兄們，你們跟著它們一起顫抖著。但你的恐懼，只是你解脫的先兆。這黑

暗之地(身體)不是你的家園。你的殿堂沒有受到威脅。你也不再是偶像崇拜者。聖

靈的目的，安全的棲息於你的神聖關係之中，而不在你的身體內。你已由身體解脫

了。你現在所在之處，身體無法進入，因為，聖靈已在此神聖關係中，設立了祂的

殿堂。難道你寧可放棄給與你安寧的神聖片刻，去選擇那表面上強而有力，但卻充

滿怨恨、誤解與狠毒的特殊關係嗎? 偶像必定不會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的消失。非神

聖片刻雖表面似乎有力量，但實質如雪花般的脆弱，你會想要用這個來取代神聖一

刻的永恆祝福和無限恩惠嗎？難道你寧可放棄給與你安寧和瞭解的神聖片刻，而選

擇那悲哀，投注於虛假魅力與狠毒之非神聖關係嗎？ 

置你的身體為一旁，靜悄悄的超越它，昇華至你真正想要的聖殿。在祂的聖殿裡，

不要回顧體我。因為，沒有幻象能再被已將體我拋棄而昇華的心智吸引。身體是體

我的偶像，是將相信罪惡成肉體化，然後向外投射的結果。這似乎產生了圍繞著心

智的肉體之圍牆，將心智囚禁於限制於時空性的微粒內，而承蒙死亡的照顧，只給

它片刻去感嘆、哀傷、並以死亡來榮耀它的主人。其實這是絕望的片刻、缺水的沙

漠，在失憶健忘中猶豫不定。上帝之子在此停留片刻，向死亡的偶像致意，然後繼

續他的路程。在這裡，他可以再度選擇要崇拜偶像或給與愛。在此，給他選擇的權

力，他可以接受神聖片刻，以取代之前他選擇的非神聖片刻。在此，他能夠學習，

瞭解人際關係是他的拯救機會，而不是他的惡夢。

你不可能看一位弟兄無罪的微笑，而能同時看見他的身體。如此則是與神聖性的

目標完全不一致。神聖性只是掀起罪過之簾，而能認知永恆的真理。身體是中性的，

它非有罪，但也非無罪，甚麼都不是。此身體無能有意義的被賦予基督或體我的特

質。無論是哪一種，必定是錯誤的，因為這兩者都會將一些特質安置在它們不可能

存在的地方。體我以身體為媒介試著將非神聖關係製造成像神聖關係一般。非神聖

的片刻則是有身體的時間，這是人類的錯誤，而只能在幻境中取得。因此，視弟兄

為其身體的幻覺，的確是種非神聖之目的。視覺會隨著慾念而改變，因為慾念總是

佔優勢。看弟兄為身體者，已沒看見他的聖靈存在，但卻仍批判他有罪。這並沒有

真正的看到弟兄，因為你完全看不見他的靈魂真我。在罪過的黑暗中，他的真我變

得無影無蹤。在黑暗中你可幻想他的形相，但那非其真我。在黑暗中，幻象和真理

被隔絕，始終是躲藏在真理中，且未能將幻象帶入真理。也是在這黑暗中，你只看

見弟兄的身體。不要讓身體成為一面反映分裂心智的鏡子，不要讓身體成為你所感

知為渺小的形象，也不要讓身體反映你攻擊的意願。康健是將一切解釋和判斷留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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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而且接受聖靈無攻擊感知的自然狀態。放棄那無用愛心來使用身體的企圖，

是身體的康健。

誰能攻擊上帝之子而沒攻擊到其父？除非其父是軟弱的，否則，上帝之子怎能

會是脆弱的、易受害、且易被摧毀的呢？ 你不了解每個罪惡感知和譴責，都是你對

上帝的攻擊。因此這是為何那未曾發生過，也不可能是真的。你不了解這只是你的

企圖而已，因為你相信父與其子是分離的。因恐懼的存在，你必然相信分離的存在。

你知曉祂的力量，因此相信先攻擊自己或他人，似乎比攻擊宇宙的創建者較為安全。

如你與祂是同一性的，且能認識此同一性，你則能知道祂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但

當你相信任何攻擊是有意義時，你就記不得這一點。攻擊以任何形式皆無能有正當

性，因為那是毫無意義的。攻擊唯一能有其正當性，是相信你們皆是分離的個體，

且也與創建者分離的。只有在如此隔離狀態下，才可能攻擊那被創建的部分而不會

攻擊到整體；只攻擊子而不沒打擊到其父；只攻擊別人而沒打擊到自己、或傷害到

自己沒使他人受痛苦。如你無能安全的攻擊，它還能有價值嗎？ 因為同一性，攻擊

既不安全也不危險，而是不可能的。

你錯誤的相信愛似乎在攻擊，故使得愛變得很可怕。只有那些不相同者會攻擊。

所以你下結論：因為你能攻擊，你必然是不相同的。然而，聖靈對此有不同的解釋：

因為你並非不同，所以你無能攻擊。如只有相異才會攻擊，那麽以上兩者各自都是

合乎邏輯的結論，但不可能兩者同時可成立。唯一的問題是要決定你們是否不同。

依你理解的觀點，你們似乎是不同的，因此能攻擊彼此。在這兩者選擇中，這種似

乎較自然，且較符合你的經驗。因此，你必須要有另一種經驗，那較符合真理的經

驗，來教你什麼是自然和真理。這則是神聖關係的功能。這除了意指你們同一性心

智外，還能有什麽意義呢？不要懷著畏懼感來看此愉悅之事實，也不要認為它是你

沈重的負擔。當你喜悅的接受此事實，你將能意識你的神聖關係反應著創建者與其

子之結合。在愛之心智內，無分離的存在。任何思念皆為他人帶來喜悅，因為他們

的心智是相同的。喜悅是無止境的，因為每一個愛思念之光輝能延伸擴大自己，而

創建出更多如自己的愛之思潮。在愛之內，沒有差異。因為，每一個思維都是如同

自己。結合你們的亮光照耀了整個宇宙。因愛之亮光結合了你們，也使你們與創建

者成為同一性。在祂之內，被創建之萬物則是融洽結合。

如同奇蹟般，人際關係沒有順序等級之別。如果他們不是神聖關係，就是無關係。

一個非神聖的關係不是聯係而是一種隔離。那與上帝關係似乎可能成為非神聖的瘋

狂想法侵入之瞬間，你所有的關係即時變成毫無意義。就在那非神聖的一刻，時間

已誕生了，而身體被製造來成為那瘋狂念頭的居所，並將虛幻事實化。在那瘋狂思

念的時間內，似乎找到了家，支撐片刻後會悄然消失。

神聖關係反應出上帝之子與其父的真關係。聖靈棲息於神聖關係之中，確信其永

恆的存在。神聖關係堅固的基礎，由真理永遠的支撐著，以愛溫柔的微笑與親切的

祝福照亮著。於此，神聖片刻已喜悅的取代了非神聖片刻。往真關係之路安詳的敞

開，讓你們攜手同行，慶幸將身體留置於後，而安全的依靠著永恆的臂膀。愛的臂

膀敞開著接受你們，給與你們永恆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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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

聖靈與自由

你要選擇身體的自由，還是心智的自由? 因為你不能兩者皆有。你珍惜哪一個? 

你的目標是哪一個? 身體和心智其中之一必須為另一個服務，如果把一個當作工具，

另一個自然就成為目標。工具服務於目的，目的達到後，工具的價值就會消減，當

工具被確認完全失去作用時，其價值則完全消失。所有人接渴望自由，並設法去尋

找它。但你可能相信自由會在心智或身體內，而命令其中一個為你所選擇的另一個

服務，將它作為尋找自由的工具。當你選擇了身體，心智就被當作工具來使用，其

價值完全在於它策劃方式，去達到身體自由的能力。然而，身體的自由是毫無意義。

因此心智是在為幻想的身體服務。這矛盾的情況使得作此選擇者，不可能知道什麼

是有價值的。然而，即使在這無法描述的極度混亂之中，聖靈依舊耐心溫柔的等待

著，祂對最終結果，就像祂對創建者的愛一樣確信。祂知曉作這非理性決定者，也

是創建者所愛之子。祂能容易的為這上帝所愛之子調換工具和目標的角色。你無須

了解祂怎能如何輕而易舉的為上帝所愛護者調換其工具和目標，你只要能感謝自己

是為祂的目標服務的工具，這才能導致你的自由。只使用你的身體為無罪純真來服

務，你將獲得彼此的祝福。你不可能去憎恨那你要治療且服務的身體，為了服務這

目標，身體必須被感知成無罪過的，因為其目標是無罪純真的。因無衝突矛盾的存

在，使得工具輕易的轉換成目標，就如同寬恕之眼中，憎恨轉變成感激一樣。使用

身體為純真的服務，你將能聖潔化彼此。

這純真於愛中的神聖關係，強而有力的以其燦爛的光輝遠勝過天上的艷陽，是父

親選擇作為祂拯救計劃的工具。你要感激所賜予神聖關係的一切不可能會被誤用；

而所給與的將被善用。這神聖關係皆具有力量治癒所有痛苦。但你們無法單獨做到

這點。你們必須結合意願，才能產生治癒效力。

這世界之福取決於你的學習。只有傲慢才會否定你意願的力量。你想上帝的旨意

是無力的嗎？ 這是謙虛嗎？ 你不了解你所相信的已經造成的結果；你看自己是脆

弱的、易受害、且易被摧毀的，而只靠著比你強大之無數攻擊者之慈悲來放你一馬。

讓我們直視這錯誤之來源，因為於此內，埋藏著那沈重的鐵錨，使它如不可動搖與

固體般的巨石，似乎穩定住對上帝之畏懼。

和平之子們，光明已降臨於你們。你們雖尚未認出自己所帶之光，但你們將會記

得。誰能拒絕給自己那已給他人之視覺？ 誰能認不出自己放置於天堂的禮物？ 你

們為聖靈祝福的服務，即是對你們自己的服務。現在，你們既然成為祂的工具，必

會愛祂所愛的一切。你們帶來的則是所有永恆的記憶。與時間有關之種種在為永恆

服務的心智中是毫無蹤跡的；任何幻想無能擾亂那成為和平媒介之神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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