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同之選擇

你是什麼？

這問題真正在問「你從哪裡來的？」自然的，你在問「誰是吾父？」唯一的答

案是：你之父是上帝。你是上帝之子，完整且痊癒的閃亮於父親的愛心中。於你內

是祂的創建聖潔化，且保證你之永恆生命；於你之內是愛的完美化，無畏懼存在之

可能，只有喜悅。你是上帝祂自己的神聖家園。你是祂之愛棲息的天堂。你是神聖

無邪的，在你的純潔內含有上帝的純潔性。

你是完美可愛的，是一道純潔之光芒。於你完美的面前，恆星驚豔而不動，對

你意願之力量低頭。你的創建涉及創造與保護，因此是高於天使。你是你父之肖像，

我與你一同下跪向祂致敬。

聖經道：「在開始時只有字語(Word)，此字語是屬上帝，字語即是上帝。」什

麼是「字語」? 字語實際上是思維，是上帝的波動運作，是上帝的創建。因為字是

象徵性的，沒有任何一個字能有普遍性意義。「思維」與「心智」是相同的。你即

是上帝的心智，是上帝之一道光芒。當你認同上帝思維，你就是在宣稱自己也是上

帝運作的部分。你無能定義上帝思維，你如何能給那無止境、永恆與無邊際，且無

始無終的做任何定義呢？

「上帝以其形象和酷肖創造了人類」含意是正確的，但字語可能已被誤解。若

將「形象」解釋為「思維心智」，而「酷肖」解釋為「類似性之特質」則會避免許

多誤解。上帝的確於其思維心智中創建類似祂特質之子群。只需能認同那創建我們

的上帝，且能記得祂，則已使我們回憶了靈魂真我。此聖經引用語應該更正為：

「在開始時只有思維，此思維於上帝心智中，思維心智即是上帝。」上帝的奇蹟們

像祂的思維般是完整的，因為這些奇蹟們即是祂的心智。上帝想著：「吾子即如吾

一般的純淨完整」。由此思維之「因」，誕生了上帝之子的「果」，上帝成為祂所

愛之子的父親。上帝思維創建了你，你未曾離開過上帝心智，祂的心智是你的生命

泉源，給與你生命，保護和照顧你，且以喜悅和愛照亮你的心智。你是如上帝創建

的，將此單一思維固定於心智中將能拯救這世界。在我們學習過程中，此想法會因

你的進步而增加其意義。這些字語是神聖的，是上帝為你所製造的世界之反應。由

此字語，這世界頓然消失，所有似乎於世間的種種幻象，也如霧水般蒸發，於在說

此字語時頓然不見蹤影。由此字語，子群變成其父之喜悅、之愛、與圓滿。

你與每位弟兄是同一性的，你與我也是同一性的，與上帝亦是同一性的。在此

同一性外皆不可能有任何存在。你是精神性的能源波動，不受時、空限制，是無止

境的。上帝是創建者，以祂的無限度之能量波動延伸擴展而創造你為祂之子。如祂

一般，你也能自由的創造與改變，但無能改變上帝所創造的你。你用祂給你的創造

力製造了那複雜的身體系統、這世界、地球、時間、空間、銀河和宇宙。你所製造

的一切，證明了你是被賦與無限度創造力的上帝之子。在你弟兄內，你只能看見自

己。若他迷失於其錯誤中，你也必是如此；若你看見他內在之光，你也看見自己的

內在之光。認同弟兄，你才能感知自己的完整性。

你來此人世玩遊戲的，這遊戲中你幻想自己是與上帝分開隔離的。你扮演一位

充滿畏懼、痛苦與悲傷的個體，你太沉迷且深入於這遊戲中，似乎完全忘記你是什

麼，且這遊戲的假相。這個課程的目的是在提醒你，且顯示一個可遵循之道，引導

你從那幻夢遊戲中解脫，更正錯誤，使你開始記得你只是在玩一場遊戲，這類似一

場非真實的夢境。遊戲中扮演的角色並非你的真我；這遊戲之夢也不能改變你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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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你重新回復你是如同上帝創造你時一般完美，你是自由，你是生命，你

是上帝的延伸。

父親，我是於祢的思維內創建的，我是未曾離家的神聖思維。我永遠是祢的果；

祢永遠是我的因。祢的意旨是要祢的子群類似其父，使得父與子無法區分。讓我知曉

我是上帝之子，且因此能類似祂一般的創造。人世如天堂般，我遵循祢在此的計畫，

確信知曉祢最終會聚集祢所心愛之子於安寧的天堂中，地球將會消失，而所有分離之

心智，將於榮耀中聯合回歸為一。

上帝之心智存於祂之光芒內是完美無瑕的。創建是所有上帝思維之總合，無限

數且無止境的。唯有愛可以複造自己，且是無時無刻的在複造。上帝將愛向外延伸

擴展，給與所有的心智如祂一般之能力，因此上帝之子群們分享祂的創建且分享其

創建力量。我們即是祂的創建；我們是上帝之子。我們似乎有分離感知，且似乎忘

記與祂永恆的同一性。然而上帝之記憶仍存在我們神聖心智中，知曉我們與祂的聯

繫與同一性。上帝現在和祂最原始的之思維是永遠、永遠沒改變的，不因時間而改

變，在無需要時間存在之後，仍不會改變。永恆是屬於你的，因為祂創造的你也是

永恆的。創建是真理，因此與幻覺妄想相反。創建是上帝之聖子，上帝各方面之意

旨於創建中倂湊配合各部分使其達至完整性。其完美同一性之純淨，是永遠保存在

祂的神聖意旨中，無法被傷害、污染或隔離，是永恆不朽的。

我們使用字語的需要已經快結束了，你和我找到我們分享的同一目的，我們有

相同的本質特性。字語無法解說或形容我們是什麼，然而若以我們內在之聖言作例

證，字語則能解說和教導我們在人世的功能。我們是人世拯救者，聯合同一心智，

接受履行我們的本分，此世界則能被拯救了。「拯救」之詞不適用於靈魂，因其非

處於需被拯救的危險中。拯救只不過是種「正確心智」，但並非「同一性心智」，

而是在回復同一性心智之前必須完成的。這是上帝送我們的禮物。本課的目的是在

融會貫通與整合。若你的自我認同仍是猶疑不定，你無能接受屬於你的禮物。現在

你仍搖盪於認知和丟棄那禮物之間，當你通過此課程後，你必會接受、保存及使用

此課程送你之禮。

我們是為上帝傳話的神聖捎信者，將所學到祂的話語思維帶給指派我們轉遞的

每個人；因此我們心智已改變，而知曉我們來人世的目的及我們所尋求的服務：我

們將愉悅的音訊帶給那些以為他們感知痛苦的上帝之子。現在他們已被拯救，看見

天堂大門在他們面前敞開，他們將跨入而消失於上帝的心懷內。我們而把所接觸的

每個人視為弟兄，接受我們之同一性就是接受我們是上帝之子，而「拯救」僅是在

認知此真理。基督藉由我們之眼，將每個罪惡思念轉換為已被拯救的世界；藉由我

們之耳，將人世喧囂轉變為宣稱這世界無罪的聲音；讓我們聯合心智，一同祝福這

世界，由此同一性的果實，我們呼喚每一位弟兄，邀請他們來分享我們的安祥且完

成我們的喜悅。

這是選擇的終結，因為我們已決定接受自己就是如上帝所創建的，而對「我是

什麼？」之疑問不再有衝突矛盾之解答，知曉那些仍需問這問題者，是拒絕認同真

我者。他們不確定自己是種無法想像與衡量的真我。有此問題者表示他不選擇認同

真我，因為他已選擇了相信自己非如同上帝所創造的，且已決定排斥上帝之子。因

其否定了真我的價值，造成心智分裂成為知曉真理與無知真理的兩部分。這是為甚

麼需要由同一性來補救修正那懷疑自己是上帝之子的心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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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耶穌基督？

耶穌此名，是指那位原本身為人類，但於所有弟兄內看見基督面容，而記得了

上帝。因此他認同基督且與上帝為同一化，他也人類化了基督，是人類所能最完整

的表達基督性。基督並非任何宗教，而是一種意識，是上帝之子在表達上帝的頻道

波動。藉由基督意識，上帝自己得以附著於人類，以表顯其盡善盡美。當你能越過

宗教來了解基督是上帝所供給人類的一種波動和意識，你則能對自己有較清晰的認

知。基督的首次降臨是形容上帝子群創建之另一種方式，因此所有人類皆具有基督

意識。基督的再次降臨，只不過代表癒合人類分裂之心智，而逐漸學會了解基督才

是人類的真我，且終止被體我繼續控制心智。這意指認知自己神聖真我，與上帝是

同一性，而體我無能來離間之。基督復活之第二次降臨是如同上帝之存在般的肯定，

這是在糾正錯誤，而回復原本未曾喪失的理智；是在邀請上帝之思維來替換體我妄

念；而有意願的、無保留的、無例外地以基督視覺看著萬物；在重建那永遠、永遠

的真理。人只是種幻象，他似乎是個分離的個體，單獨行尸走肉的活著，其體我與

其真我是分離的；除非能了解這是幻想且知道人類已錯誤的認同那些幻想，誰能拯

救人類？

耶穌看見此為錯誤，故不接受其為真實，因而成了一位人世拯救者。基督需要

用耶穌的人形，使祂能顯現給人們，而將他們從其幻想中拯救出來。耶穌完全認同

基督，是完美上帝之子，且是你必須效法的模範。你得跟隨祂的領導，祂清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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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然

而，耶穌絕非是上帝的唯一幫助者，基督會以許多形式和名子顯現於人世。你不需

被幫助進入天堂，因你未曾離開過天堂，但因你誤信自己離父而流浪於天堂之外，

你則需要幫助去超越以夢為真的信念。上帝為了許多仍相信夢游為真實者，創建了

幫助者。那些幫助者也許會以許多形式顯現，但他們皆為同一性的象徵。雖各個暫

時有其不同名子或稱呼，在每個幫助者後面，是那永不改變之上帝心智。要感謝上

帝差遣那些能引導你回家的幫助者們。你是上帝派遣的捎信者之一。所有上帝捎信

者都於寂靜中知曉且確定他們的神聖目的。在如此力量的保護中，誰需有任何防衛

呢？上帝差使之功能是幫助他們的弟兄，上帝選了所有子群來履行這功能，但僅有

少許選擇領悟上帝旨意即是他們的意願。上帝的旨意是要你能完全的快樂和喜悅，

這是祂計畫的重點。你的確是祂的計劃的中心要件，當你之光增強而使每盞光閃耀

於天堂時，你在人世的喜悅，呼喚著每個心智丟棄他的悲哀，而來一起與你回到上

帝為他保留的崗位。上帝的差遣的幫助者充滿了喜悅，他們的喜悅治癒了悲哀與絕

望。你是上帝的捎信者，將所接受的上帝音訊轉遞出去。當那訊息由你手中遞出時，

你才能認知那是你所擁有的。在人世的捎信者將所持的訊息遞出後則完成其任務，

而上帝的差使知曉他所接到的音訊是先為自己的，他不評斷那訊息應傳遞給誰或何

處，他必得先能接受且了解此訊息，以準備將此音訊給與他人。上帝需要我們的聲

音讓祂由我們之喉說話；需要我們之手握持祂的訊息以傳遞給祂指派的人們；需要

我們之腿以帶領我們去祂意旨要我們去之處，讓那些於悲痛中等待已久者得到解脫；

祂需要我們的意願與祂的旨意聯合，且接受祂的禮物。

我和你一樣在基督首次降臨時已被上帝創建了，我是來人世提醒召喚你們一起

迎接基督之第二次降臨，糾正認同體我之錯誤，而回復認同真我。基督視覺是種奇

蹟，反映永恆之愛和被遮掩之愛。基督視覺描繪了天堂，只見到酷肖上帝之完美天

3



認同之選擇

堂的世界。於此天堂世界中，如奇蹟的上帝之子得以重生，引導你讓寬恕之光照耀

著基督再次降臨之道，且一同的照亮每個人。讓聖靈用我們來觀看及感知對萬物之

寬恕，延伸基督視野於這世界，使其成為一種寬恕的新世界。於此第二次降臨時，

我們不會受到時間的影響，而能同樣的為已來人世、尚未來人世和現在已經在人世

者，幫助他們解除所有誤造的幻覺。讓他們回復且認同其基督的同一性，而使上帝

子群能知曉他們是完全平等且相同的。

上帝，基督與我一同為安祥和肯定之目的服務，在基督內是其創建者，即如同

祂在我內。我與基督之同一性建立了我是祢之子的名分，此超越時間的限制，且完

全超越祢以外之律法束縛。除了認同基督外，我沒有其他認同；除了祂的目的外，

我無其他目的，而祂之目的如同上帝之目的。我必是與祢和與祂為同一性，因為基

督除了是祢所創建之子外還能是誰呢？而我除了認同內在之基督外，還能認同誰呢？

你是一個奇蹟。上帝只創造那位超過卓越或功績(即奇蹟之定義)者。有其父必有

其子，子也是如父般有同樣的創造能力。你所有的困難最終源自於你的無知：不知曉

自己，不知曉彼此且不知曉上帝。因為感知涉及不同的解釋，皆非能有完整性。奇蹟

是一種感知，但非知識。接受了你與上帝和其子群的非分離性，你就已決定不相信你

是孤獨的。這是在肯定你的認同真我，而確認整個天國的確是你的一部分。這種認同

是超越懷疑和信念的。你的完整性不受任何限制，因為它的本質是無極限的。只有你

能限制你自己的創作力，但上帝沒意願你去剝奪自己的創作，就像祂不願意剝奪祂自

己所創作的子群一樣。同一性的目的是在將你恢復到原本存在的真我，即是恢復靈魂

意識。奇蹟是取消、刪除由體我所學的缺愛模式。每個人在被上帝創造時已經擁有了

一切，你現在也能開始理解自己及所有人那種無法容忍的缺愛感，而願意與我聯合用

積極否定去改正它。你的靈魂、基督、神聖真我都棲居於上帝之天堂國境內，真我藉

由你意識和身體來表達自己。能知曉此天國的存在，也能藉由你去感知天國也存在於

人世中。你開始「看見」於三度空間以上存在的世界，這是非能由肉眼見到的世界，

而必須調整至基督頻道，藉由基督視覺和光明去感知那完美的天國世界。

選擇要用感知的能力等於沒意願有知識，人類已失去他自己就是種奇蹟的知識。

奇蹟創作原本是他的自己的泉源，也是他真正的功能。上帝以完美之光照耀著祂的奇

蹟們。如果他們在任何之處認出上帝之光，他們就知道此光是普及適用性的。只要感

知還存在，就有祈禱存在的必要。因為感知基於欠缺感，證明那些感知者尚未能接受

同一性。感知是種隔離的狀態，感知者需要癒合，上帝和祂創建的奇蹟們是分不開的。

棲居於上帝光明的思維是多麼完美，你的價值是超越感知且是毫無疑惑的。認識自己

在那上帝獨一的光明中，於此光亮中能清晰地展現你就是奇蹟。只有創造光明才是真

實的。光明以外的只是在為自己製造虛幻噩夢，它不是真實，且不存在的。

父親，讓我認識那弟兄是我的部分，我也是他的部分，我們皆為祢的部分，永遠

結合於祢之愛中，永遠是祢之子。

認同體我

體我是什麼? 它是種似乎有形式中的空無。但在有形式的世界中，我們無法否

定體我似乎極有真實感。只有當上帝子群錯誤的選擇認同無存在性時，子群才可能

要逗留於此有形式的世界內。體我只不過是上帝之子的一場夢，是相信你與父親分

離的錯誤；它是錯誤的相信限制與孤獨性的象徵，那是一種完全不可能發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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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亂；體我只是個古老人類所製造的幻想惡夢之名稱。為了幫助我們了解它，我們

給它一個名子，實際上它甚麼都不是。

體我是在心智分裂後一種人造的用來專門質疑的心智部門。沒有任何定義可將

非真理變為真理，誰能定義那無法定義的？

體我提出了第一個它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你是什麼?」此為疑惑的開始。它

提出了無數的問題但未曾回答過任何問題。它能問有正當性的問題，但只能感知非

正確性的答案。它無止境的猜測心智的意義，導致嚴重的混淆感知，心智已變得一

片混淆。只有同一性的心智才能不混淆。分裂的心智必定是混淆的。心智分裂的定

義就是不能肯定。它必是會自我衝突的，因為它無法與本身協調。若你與身體認同，

你會扭曲和誤解超意識的衝動，而企圖由性高潮來尋求對上帝無可抗拒之吸引力。

這是錯誤自我認同的混淆感。無分辨的性衝動即是類似無辨別的奇蹟衝動，皆同樣

導致錯誤身體形象；無分辨的性衝動是企圖藉由身體溝通，這涉及非適當的自我認

同。具有奇蹟心智者多數時間會有正確的自我認同，故能有較少畏懼感。

認同體我等於在攻擊自己，並使自己匱乏。這就是為什麼凡與體我認同者都有被

剝奪感。因此他所體驗的是抑鬱或憤怒。他將自愛交換成自恨，使他自我畏懼。即

使他能完全意識到其焦慮，他無知其原因是他認同了體我。他總是感知這世界是在

他之外，他尚未理解是他自己製造了他所看見的世界。如僅有愛的思維才是這世界

的事實，那真世界必定是在那上帝之子的心智內。而他瘋狂的思維所製造的虛幻世

界也必定是在他的心智內，這種內在大規模的衝突，使他無能忍受。因此分裂的心

智含有極端相反的兩種思維，故面臨極度的危機。因此這心智必須將其破裂投射於

外，企圖以保存與體我的認同來拯救自己。但體我註定會失敗，因為它必定領導你

感知敗壞之旅途終點。

意識是人類給自己介紹的第一個分裂心智。真正的說，他變成為了一位感知者，

而非創作者。意識正確的被認定是屬於體我的。你常無意識的決定了你是什麼。體

我不是上帝所創建的，而是人造的，企圖以自己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希望去定義而

製造自己。這是我們曾提過的一種混淆了製造者與被創者的例子。人類只能肯定和

知曉被上帝創建的靈魂真我，其他人類自製的一切皆是值得懷疑，而且需被否定的。

真我是無限永恆的。因毫無任何歷史痕跡，真我不可能以其所作所為的歷史錯誤的

定義自己；真我知曉自己的價值，也沒興趣浪費於此種無收益的投資。

你所以有分離感是因為幻想上帝離棄了你，而不再為你之父。體我之被製造是源

自於否定上帝，在夢中，你製造且認同了體我，但你所製造的體我開始學你一般攫取

創造者的角色，且反過來攻擊你。因此誤造的你與體我相互憎恨。體我成為逼你用肉

體為它奴隸之暴君。體我霸佔、蹂躪及虐待你的肉體、控制你的心智。因心智仍可選

擇去相信它與上帝的分離，因而產生無法控制之畏懼感。若認同體我，你不可能相信

上帝是愛你的。你畏懼且憎恨你自製的體我，體我也憎恨且不愛你。那憎恨阻擋你理

解上帝和祂所創作靈魂間的互愛關係。此種愛的經驗是完全與任何體我所能提供的截

然不同；一旦經歷過了此種愛，你則永不能再回頭，且永遠不可能再逃避那真愛。

能量依正確創建和錯誤製造之特定比率而決定那促動行為力量的分配。否定並

非純消極性的；精神病者能用否定積極地去誤造。而正面性的否定錯誤，即是保護

真理的一種有力的工具。這兩者是正確創建和錯誤製造之基本對立：所有畏懼是隱

含於誤製中，正如所有愛是創建之天賦本質。因此，愛和畏懼是人類主要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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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誤造是無賦予任何能量，那非常明顯的已產生的破壞性行為，則不可能發生。

但創建者賦與靈魂如其自己般之力量來創造，因此人類所製造的皆附有與祂相同的

能量。身為製造者的你，自然會相信你所製造的真實性。此種相信就是在否定上帝

為父之名分。畏懼對愛是陌生的，你若認同畏懼，你就是不認識真我的陌生人。只

有瘋子才會相信他不是其真我，而自判有罪過。在那瘋人內有位說外語及來自外地

的陌生人，不知曉他未曾離其父而仍安全的在家中。誰是那陌生人？它是你內在的

畏懼感，或是那不配住在上帝為子群所準備之家的體我。上帝之家庭不能容納愛和

畏懼，此兩者無能共存的。若愛是真的，畏懼則是幻想；若畏懼是真的，你不可能

存在。凡是畏懼者已否認真我，且宣稱：「我是已離家的浪子。」那浪子被自己趕

出家門，忘記他是誰。他已迷失，不確定任何事，僅知曉他並非真我，且已不能回

家了。除非奇蹟能告訴且顯示他，他是仍在家中的真我，他唯一需要做的，只是選

擇要認同屬於他的真我。上帝的確知曉其子仍存於天堂內。你是上帝創建的，附有

無法動搖的真理之光。你源於真理，故必須回歸於此起源點。你所以變得很畏懼，

是因為你尚未回歸至起源點。當接近至起源點時，你會因體我思想體系之毀滅性而

產生類似於對肉體死亡的恐懼，而感知到無法控制的畏懼。真正死亡是不存在的，

只有相信死亡是可能。聽祂的安祥聲音保證你並非為陌生人，祂認識那位永遠與祂

安全的在家中的真我。

光靠著體我，你無法拯救自己或他人。但由你的真我，你能完全拯救自己和他

人。謙卑是體我的訓練課程，並不是真我的訓練課程。真我已經超越謙卑，因其認

知自己的光芒，並喜悅的照亮各處。溫順者能接管這世界，是因為他們的體我是虛

弱無力的，這使他們有較正確的感知。天堂王國是真我天賦的權利，真我的完美和

莊嚴是超越疑惑與感知，如同創建者愛的標記，永恆屹立，值得上帝之愛，且也只

愛祂。如你有意願，我能為你替換你的體我，但我永遠無能替換你的真我。父親可

以安全的將幼弟交代給負責任的兄長，但這並不會混淆幼弟的來源。長兄能保護幼

弟的身體和體我，這兩者聯繫是非常密切，雖然幼弟可能會有所混淆，但那長兄並

不因為保護那幼弟而混淆了自己與父親的角色。我被受託保護你的身體和體我，使

你不必去關心它們，讓我教你它們的不重要性。如果我自己未曾經歷過被誘惑且開

始相信它們的重要，我無法瞭解它們對你的重要性。讓我們一起學習這個課程，讓

我們能一起由身體和體我中被釋放出來。要記住的重點是，如果你認同體我，你就

無能完整的感知真理。只有你選擇效忠體我，才可能讓它控制你。體我好似處於你

們之外，可單獨行動的個體，因為它要讓你知曉它的存在。你必須要知道有多少被

體我引導的想法，只要你仍活在這人世，或更正確的說你相信仍生存在這人世中，

你必會有體我與真我的衝突感。但你的另一個真我生命，仍持續而不斷，完全不受

體我企圖要隔離的影響。

上帝所創作的只在一種事實並不是神話，但人造的可能轉變成神話，不能具創造

性。神話完全是種感知，其形式曖昧且為兩元性，有善惡特質，也影射有恐懼的成

分。神話和魔法有密切關係，神話通常與體我的起源有關，而魔法則是體我自誇所

擁有的力量。

除非你真的能感知上帝的創作，你無法認識上帝。上帝和祂所創作的有同一性，

那是你的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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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這才是你的真我。如果你與真我無關，你就是將宇宙中最強有力的思維力量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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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軟弱無力，且感知上帝之創作為脆弱的。聖經引用句：「上帝愛這世界，而將祂

的獨子給了人世，使凡是信仰祂者有永恆的生命，而不會死亡」只需要有一個小修

正。應該是「上帝愛這世界，將它給祂的獨子」。我應該指出，上帝只有一子。如

果你相信所有上帝創造的靈魂們都是祂之獨子，你也會相信上帝之子的名分是同一

性的。

當缺失任何一部分時，此完整的獨子已失去其特質。這就是為什麼，最終必須等

到所有上帝之子返回其父，方能解決人類矛盾對立性的感知，而能理解完整的真正意

義。在神聖的心靈中，父和聖靈是完整性的。但不幸的，上帝之子有個特殊機能，他

可選擇相信錯誤或非完整性。相當明顯的，由此種選擇，他相信了虛無的存在。值得

我再重複的是，空無與所有毫無共存妥協的餘地，只有完整同一性才可能糾正此種錯

誤。上帝和祂所創建的靈魂真我，有完全相互共存、共生的關係。祂已圓滿的完成創

建所有的靈魂，但靈魂之創作則尚未完美。因所有靈魂真我已經是完美了，上帝能信

賴他們。祂給了他們安寧和穩定，使他們不會因其所體驗的，而產生誤解或被動搖。

若否認我們是於祂的愛中誕生的，即是在否定真我：不確定我們是上帝之子或誰為我

們之父，及我們來世之目的何在。我們以前提過這門課是在教你認識真我，已復原你

的上帝之子的名分。我們現在學到上帝子群之名分是分享共有的。奇蹟則是分享這名

分的途徑。

人類無能靠自己正確的感知自己。他是沒有形象的。「形象」一詞與感知有關，

並非知識的產物，是象徵性的。目前人世所強調的要「改變你的形象」是個很好地例

子在描述感知的力量，但也代表其為非知識。除非基於一些知識的基礎，感知是非常

不穩定且無意義的。知識已有其本身之意義，因此無解釋的餘地。任何解釋會因涉及

感知而總可能產生錯誤。這些完全不必要的複雜性，都是人類錯誤的嘗試視自己同時

為分裂和完整的結果。

對錯誤認同的攻擊，不是你或我的功能，摧毀體我是白費力且無意義的工作。

(西班牙文學家)薩維德拉寫了一篇非常好的企圖毀滅體我過程。他的真重點是那故事

的「英雄」感知自己為毫無價值，因為他認同了體我，且感知它的脆弱。與其更正其

錯誤認同，他開始由任性自大的行為，企圖去壓抑他錯誤認同的感知。要記住你只能

存在上帝心智中，不可能存在其他之處。當你忘了這事實，你會絕望且開始攻擊。若

你意願看到自己的莊嚴榮耀，你不可能會絕望的，因此你不可能認同體我。若拒絕參

與畏懼之夢，你站在夢境外，但非與夢者分離；你能分辨夢者與其所作之夢，與夢者

心智聯合，但放棄夢境，如此不會喪失與真我的認同。你所畏懼的是夢境，並非夢者

的心智，不要錯認夢境為夢者。不要與弟兄一起認同其夢境，你的真我認同全靠著你

能認知他的真我。他並非他自製的夢境或其夢中的「英雄」。他的夢和身體似乎製造

了一個小裂縫，於此，也是你所製造的分裂。然而，在你們心智間毫無間隔存在。僅

宣稱你們的弟兄關係，你則不繼續支持他的幻覺，而能將他由夢境中解脫，且認同他

的真我。夢中的身分是無意義的，夢者與其夢似乎是分開的，因為會被錯覺感知為不

相同，他的夢也因你的允許而成為你自己的夢。一旦你除掉你的夢，他的夢也因無你

之見證支持而自然消失，他會了解那是一場夢而不再被他的夢繼續束縛著。

深存你之內是永恆不變的天堂，在那裏，沒看見也無留意到從旁經過的世界萬

物，整個世界皆已忘卻；在那裏，無罪過及虛幻記憶躊躇徘徊著；在那裏，時間已

離開，可聽見是永恆的回音；在那裏，寂靜無聲，只聽見悠揚詩歌漂浮至天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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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與祂子群分享喜悅。祂們共棲居於那裏，而記得彼此。你的真我也留守於那同

一性之處，而永遠也是你自己。於此，聖靈給與你一個任務等待著上帝之子，你將

看見他的甦醒而喜悅；他是你的部分，你也是他的部分，而他也是上帝之子。聖靈

只要求你接受他內在的永恆性，因為你的真我也存於他內。上帝之子如何能從夢中

甦醒呢？此僅為批評判斷之夢，因此一旦停止批判，你則會醒過來。你在批評時會

將自己變成罪惡夢中的部分，夢中的偶像是你的「真我」，判斷將你從罪過恐懼中

拯救出來。

自卑和莊嚴無能共存，也不能於你意識中替換。如同畏懼與愛在彼此否定，而

只有莊嚴是真理。當你讓莊嚴溜失一會兒時，你已將自製的誇張來代替其位置，因

此你必定已是瘋癲失常了。你的莊嚴決不會欺騙你，但你的自誇幻想總是會欺騙你。

如何區分莊嚴和自傲，則是看你的反應是有愛心或傲慢的自尊心。高傲自尊無能產

生奇蹟，而反而會阻止你見證你的真我。你的喜悅見證了你的莊嚴榮耀。因為無能

分享傲慢，但是能分享愛和喜悅。

除了當你的想法錯亂時之外，你會毫無疑問的認同天國。你是什麼並非能由你

的感知來樹立，且完全不會受它的影響。於任何層次的感知認同是種理解，這意指

你感知所能夠了解的完全由你自己作決定。體我確信且宣誓這一點的真實性，但此

非真理。你只能由聖靈引導才能有意義的感知。除非你真實的感知上帝的創建，你

無法知曉祂，因為上帝和祂所創作的是非有隔離性的。

聖經常提到有許多珍貴無價之寶等著要給你，但你必須先要求且探尋之。這種

要求只是在顯示你的榮耀本質，因為除了你自己的意願能引導你如此要求外，沒有

其他的力量可強迫你。於這點而言，你與上帝是同樣有自由意願。那些真心祈求者，

必會得到答案。讓我們一同以我之名來請求父親，讓你記得祂對你的關愛及你對祂

的摯愛，這是祂的旨意。這個課程的整個目的是要教你知曉，體我是不可相信的，

而且永遠是不可相信的。你因為相信了這不可相信的，而製造了體我。不要把你對

體我的誤信投射給別人，如此是在繼續保持對體我的相信。接受同一性，你就是決

定不相信自己是單獨的身體，因此消除了分離的概念，並肯定你的真我，認同完整

的天國是你的一部分。此真我的認同超越了疑惑與信念。你的完整性是無界限的，

因為那是無極限的本質。只有你能自己限制你的創作力，但上帝意願解除此限制。

企圖投射你自己的錯誤，將會造成你的憤怒和攻擊性，因為它們來自於企圖投射丟

棄自己的責任。當你願意自己單獨承擔製造體我的責任時，你就會將憤怒和攻擊性

擺置於一旁。但在接受自己的錯誤後，不要再繼續保留它們。盡快的將它們交給聖

靈，讓祂完全消解這些錯誤，使錯誤所產生之後果能從整個子群的心智中消失。

你不可能保持對他人的幻想，而不會對自己也有此幻覺。這是無可避免的，因

為我們心智是同一性的。相信心智有攻擊能力，是體我製造的謬論，它用來作為投

射的整個基礎。這是因為它不瞭解心智是什麼，因此它不瞭解你是什麼。然而，它

的存在依靠著你的心智，因為它是一種相信。因此體我是種混淆認同，從未有一致

的模式，也未有一致的發展。它是扭曲心智的變態物。

在上帝的心智中，天國是不斷延展。你無知你的喜悅，因為你無知你完整的真

我。將任何一部分的天國排除於你外，你就不能完整。分裂的心智無法感知自己的

完整，而需奇蹟之光癒合之。這才重新喚醒其完整同一性，而得回歸其於天堂國度

內。對自已完整性有所認識，使自私成為不可能，而擴展延伸則是不可避免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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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就是像上帝般的無邊際。如同祂的完整，在完全的安祥中永遠的延伸擴展。

那光芒是如此燦爛，在完美的喜悅之中創作，只有在完整中才能產生完整。要有信

念你從未喪失真我，你保持著完整性，且繼續於安祥中延伸著。奇蹟是在表達這種

信念。此信念是你對弟兄們適當的認同，且意識你的認同能由延伸而保持著。你是

上帝的意旨，因你是真我，你與祂的意旨認同是無選擇餘地的。與我一起分享祂的

意旨，也是無選擇餘地的。

恩賜之  自然狀態

恩賜是上帝之子的自然狀態。奇蹟顯示你存在於天然狀，是一種恩賜，你不可

能有任何困難。本課程將會教你去記得真我，而認同真我是藉由奇蹟來分享的。在

尚無能認同之處，提供你對真我的認同，會幫助你的認同。奇蹟以視上帝子群之完

美真我而認知上帝之永恆性。你相信可以獲得上帝以外時，已使你喪失知曉天堂與

認同真我。你真的選擇不要知曉及認同真我嗎？你必須記住所有王子們皆繼承其父

之所有力量。所有靈魂永遠的處於恩賜中，人類只能於其靈魂有真實性，因此人類

亦永遠的處於恩賜中。當你沒存在恩賜中時，你就是在自然環境外，而無能順暢運

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無法適應那非自然的環境，而變得勉強且消耗精力。而奇

蹟課程為分享愛的課程，即是愛之課程，也是一個喜悅之課程。你在學習區分痛苦

與喜悅的差別。每位已學會這課程者，已成為完美的聖靈老師，聖靈願意教你一切。

當心智內只有光，那心智只知曉光。其光芒放射照耀四周，且延伸擴展到其他心智

的黑暗處，將其轉化成神聖莊嚴。聖靈總是會給你正確引導，你的喜悅即是祂的喜

悅。這是祂對每個人的意願，因為祂代表上帝之天國，亦即為喜悅。在人世間最容

易做的就是跟隨著聖靈，因為聖靈非屬人世，故為自然的。不符合上帝的律法之人

世，已違反你的自然性。

當上帝之子需知其與上帝同在時，才有喜悅，只有在那環境內你才不會經歷緊

張費勁，因為那是你所屬之處。也只有那環境才值得你的存在，因為你的價值早已

超越自己所能製造的。考慮你所製造的「王國」，公正的評斷其價值。它值得作為

上帝之子的家園嗎? 它是否保護你的安祥、且以愛環抱著你？那自製的王國能讓你

免於恐懼，且教你，給與才是你的喜悅嗎？每一位已在內心領悟這課程且回歸天國

的上帝之子，已治癒了整個子群，且給與上帝感謝了。上帝的莊嚴就在那裏，等待

著你去認識和讚賞。感知你的弟兄類似上帝的莊嚴，就是在接受你的天賦。上帝會

公平的給與其恩賜，如你認出祂給其他任何人的禮物，你就已知曉祂給了你什麼。

感知真理是最容易的，那感知是瞬間、清晰且自然的。你已訓練自己不去理解它，

因此變得似乎非常困難。你不知道自己，因為你不知道創建你者。你也不知道自己

的創作，因為你不知道與你一起創作的弟兄們。我們曾說過，只有完整子群才是上

帝的共同創作者，因為唯有完整子群才能像祂一般的創作。你無能否定部分的真理，

每當你以認識你弟兄的價值而治癒他時，你就是認同他與你之創作能力。他與你都

是上帝的共同創作者。否定他的創作力量，你就是在否定自己的創作力量，同時也

否定那創造你的上帝之創建力量。只有與上帝類似的才是真世界，而且只有以此真

世界之感知，才能引導你進入天堂，且使你有瞭解天堂的能力。善好的感知並非真

知識；而否定善良之反面，使你能感知那種無兩元性存在的狀態。這是真知識的狀

態。無此知曉，你無能知曉你已擁有天堂了。

9



認同之選擇

我們之同一性

我們光是靠自己什麼都不能做，因為僅是自己，沒有上帝，我們什麼也不是；

否認上帝為父，你就是否認自己。「神聖三位」是同一性的。如果你要排除自己於

外，你感知其為三位獨立個體。你仍能在否認你的真我後保持安祥嗎？否認不是解

決問題方法，它是一種錯覺。這錯覺相信真理會襲擊摧毀你，因此寧可避開它。判

定了真理是你不要的，你所感知的反而會蒙騙、覆蓋、堵塞了真理。子群聯合意願

是完美的創作，完全像上帝的旨意。如果你能真瞭解你是什麼，你就知道你無法被

排除於外。將你與我的意願分離，你就是將自己從上帝的意旨中排除，而那意願也

就是你。痊癒是為了取得完整。所以痊癒即是結合那些與你類似者，因為感知你們

之類似，即是認知了上帝。如你的完美是在祂之內，而且只在祂之內。如你認不出

祂，你怎麼能夠認出自己的完美？上帝和祂所創作的是分不開；認知上帝，就是認

知你自己。當上帝之子相信自己只是個身體，他是藐視自己，也同樣的在藐視貶低

弟兄們，因為他只能從弟兄中找到真我。上帝之子只有一個名子，因為我們分享這

同一性，我們的心智是完整且同一的。

我是來照亮這矇矓世界之光，這世界已否定真我，而使你有孤立感。這是種孤

獨的幻覺，而此幻覺由對孤獨感的畏懼繼續維繫著。我已經告訴過你，即使至世界

末日，我總是會與你同在。我是這世界之光，如果我與你一同在這世界中，你必定

不可能再有孤獨感了，且無能保持孤立的幻覺。因此，我的目的是克服這世界的幻

覺。我不必攻擊它，光明已能驅散它。亮光並不必攻擊黑暗，但那光芒將黑暗遣散。

如我之光跟隨著你去世界任何角落，你則能與我一起將矇矓黑暗照亮。光成為我們

的一切，你不再可能留處於愚蒙黑暗中，而黑暗也無法繼續跟隨你。記住我，就是

記住你自己是誰，也就是記住那派遣我來與你同行的上帝。直到完全履行上帝旨意，

你會繼續處於含糊無知狀。當上帝之子履行其功能，此即為所有子群的完美成就。

我的使命就是在聯合上帝與其子群的意願。這是我要來給你的理解。解決世界問題

就能拯救這世界，從此角度而言，我是位救世者。我們很類似，如果你想要像我一

樣，我會幫助你。如果你不想要學我，我會等待你改變主意。絕對別忘記子群是你

的拯救者，因為子群就是你的真我。即如上帝的創建是屬於你，且是上帝的。你的

真我不需拯救，但你的心智需知曉拯救是什麼。那並非將你從那裡救出，而是為榮

耀來保存守護你。榮耀是你的真傳，是由創建者賦給你的真我，使你可能將其延伸

擴展。但如你憎恨自己，你則會失去所有的理解，且否認祂的聖壇。你靈魂之安祥

是無止盡的。限制去分享你的安祥，即是決定不認同你的真我。上帝的天國是自由

的，無法由任何種專制暴力來學自由，而且無法從一個意願掌控另一個意願來瞭解

上帝子群是完全平等的。上帝子群的意願都是其父之旨意。這真理是我所能教的唯

一課程。當你的意願與我不同時，那也就不是上帝的旨意。這也意指你囚禁了自己

的意願，而不要釋放它。

對上帝而言，每個弟兄聖壇都是你的靈魂部分，因為祂所創建的光明，是與祂

同一性的。你要將你的弟兄摒除於你之亮光外嗎？如你瞭解這只會烏化了自己的心

智，你就做不下去。將你弟兄帶回於亮光中，你的心智也得以回復清晰光明。這是

上帝保護祂子群完整性的律法。只有你能夠剝損自己。不要抗拒你的弟兄們，因為

他們是你靈魂之光的展現。這是再度覺醒的一個關鍵步驟。這轉變期之開始通常是

痛苦的，因為當你不再責難他人時，可能會有強烈的衝動開始自責。你很難了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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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是完全相同的，因為內在與外在之無所區分。如你的弟兄們是你的部分，而你

怪他們在剝奪減損你，你就是在責備自己如此做。你不可能怪罪了自己，而沒有怪

罪於他們。所以怪罪必得被解除，而非轉移對象。錯怪自己，你則無法認識真我，

因為只有體我會責怪。因此，會自責且認同體我，皆是種強烈的自衛。如你攻擊上

帝之子，你無能與上帝同在。基督即是在上帝的聖壇，等待歡迎上帝之子。但你必

須無能存有任何譴責而來，否則，你會相信那扇門被阻擋住，而你無法進入聖壇。

同一性的過程是在瞭解若要認知你的真我，必須先接受弟兄們的基督真我。感知弟

兄為其體我，你無能知曉自己的真我，因你已經錯誤的看你的弟兄。記住，你們分

享所認同的名分。

選擇記得真我

在我的記憶中，存有你對真我的記憶；在我們彼此的記憶之中，存在著我們對

上帝的記憶。但你不知道自己是真我，因為你否認創作者。你無能斷絕與你原已知

曉之真我的關係，斷絕只不過是決定要忘記那你原來所知曉的。當你攻擊自己或他

人時，你一定忘記了自己的真我。如你的現實也是上帝的現實，當你攻擊時，你就

是不記得祂。並非祂沒存在，而是因為你主動的決定忘記祂。此斷絕就是在攻擊真

理。你所畏懼的是那斷絕的選擇，而並非被你隔絕的上帝。決定放棄去隔絕真理，

會帶來的不僅是無畏懼感，此決擇也引發喜悅、安祥、和創造的榮耀。交給聖靈你

要記得的意願，因為祂為你保留著上帝給你的知識，等待著你來接受那知識。欣喜

的放棄一切阻礙你的記憶，因為上帝在你記憶中，當你願意記得時，上帝的聲音

(即聖靈)會提醒你，你是上帝的一部分。別讓這世界的任何事物延緩你對祂的記憶，

因為這記憶中含有你的知識。回憶，只是在復原本已存在你心智內的。你不必製造

你所記得的，你只是再次接受曾被創造但已被你丟棄的。每當你攻擊時，你就是在

否定真我。你是在特別的教自己，你不是你的真本質。你否認真我阻礙了你接受上

帝禮物的機會，因為你已先接受了其他的替代物。如你認識你是上帝的一部分，你

也就會明白為什麼你總是先攻擊自己。所有的攻擊，都是對自己的攻擊。攻擊來自

你不願意接受你是真我的決定，這也是你在攻擊自己的名分。因為攻擊是你恨相信

自己是身體的徵象，你認同且憎恨肉體。但那些製造此偶像者，的確崇拜這些偶像。

偶像們什麼都不是，但崇拜偶像者，是有病的上帝之子。相信上帝之子有病，也就

是與他一同在崇拜偶像。上主創建的是愛，而非偶像。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是有

病心智者在企圖拙劣的模仿創建。疾病是偶像崇拜，且相信可剝削你的力量。但這

是不可能的，因為你是上帝的一部分，而祂是一切的力量。一個病神必定是依據製

造者想像的肖象所做的偶像。這正是體我對上帝之子的感知：一個病神是自製、自

足、狠毒但是脆弱的。難道這是你要朝拜的偶像嗎？這就是你要謹慎保存的幻象嗎？

病神的慣例是怪異且費勁辣手的，它從不允許喜悅，因為它視哀悼怨恨為夥伴。哀

悼怨恨意指你已離棄了上帝。人類畏懼冒犯或謾罵上帝，但卻無知其真意義。人類

不了解，否定上帝就是否定他們的真我，此錯誤的結果是死亡。的確，否定上帝即

是否定生命，而肯定與生命對立之感知。

冷靜的審察這思想邏輯，判斷它非你真想要的。你真願意攻擊你弟兄的神聖本

質，且因而失去對你的神聖本質的記憶嗎？你真願意隱藏你的神性以保護這偶像嗎？

天堂國境無能存有偶像崇拜者，但有對上帝所創造的靈魂絕對讚賞者，他們知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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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靈魂都是祂的一部分。上帝之子群無知偶像的存在，只知曉其父的存在。人世的

康健，與天堂之價值是相當對稱的。

你製造了許多觀念擺置隔絕於你與創建者間，上帝被遮掩住時並非不存在。你

不知曉你自製的和上帝所創建之別，因此無能力分辨誤製和真創作之不同。相信你

能感知真世界，即是相信你能知曉真我。聖靈為你保存了真世界，僅由感知這真世

界，才得以挽救之。你的心智相信體我，才使它似乎有存在，你的心智也有否定它

存在的力量。因感知你的弟兄只是個身體，使與他的聯合變得不可能。你的無信念

產生以身體為中心的幻覺，阻擋於你與弟兄之間。因身體已被你造成痊癒的「敵

人」，與真理相反，它會因此顯出病態。雖不難理解信念與無信念是相反的，但有

關對立概念是如何運作，則不是很明顯的。真理與幻想無關係，且是各自獨立的思

維系統，是完全分離的。此分離的概念產生了身體，而與它認同才有造成身體疾病

的可能。 

你所看見的世界是以犧牲同一性為基礎的，是完全支離破碎、喪失聯繫的圖片。

每位個體周圍環繞著一道似乎堅固的牆，使在牆內者永遠無能觸及在牆外者；而在

牆外的，也永遠無能接觸聯繫到那被鎖在牆內的。那被圍牆封鎖的微小肉體變成了

自己，而須以犧牲其他所有，以維持自我的生存。

更正並非為你的功能，而是屬於那位知曉公平者。若篡奪其更正的角色，你會

失去寬恕的功能。在能學到更正只是寬恕而絕非指控之前，沒有人能寬恕。認同和

功能也是相同的，由你的功能，你能認同真我；因此你若混淆自己的功能，你的認

同也必定是混亂的。在一種分裂心智中，必產生分歧的認同。你自製的更正必定是

分岐性的，當你能感知更正與寬恕是相同時，你也會知曉你的心智與聖靈心智的一

致性，因此你認同了真我。

你內在之光是永恆不朽的，你神聖之存在聖潔化了這世界。所有生命萬物以感

激和愉悅之情將禮物供奉擺置於你腳畔。花朵送它們的芬香給你；海浪在你面前低

頭；大樹延伸它們的手臂為你遮陽蔽熱，鋪灑它們的樹葉使你能走在柔軟的地上；

而微風在你神聖耳邊對你細語著。

所有概念  皆為虛假非真理

概念得由學習產生，不會自然存在的；概念是人造的，非上帝給與的。概念與

其來源維持聯繫，而只能延伸它所原有的。所有概念皆非真理，多數是由瘋狂想像

中，熱衷於憎恨且生於畏懼所製造的扭曲。概念只不過是其製造者給它的定義。人

世必得由概念來維持，但概念無能被用來證明這世界是真的。所有概念皆是用世界

的筆刷所畫的偶像，不是真理。自我概念是無意義的，因為沒有任何人能描繪他自

己是什麼。然而這世界由始至終的教你，你須遵守這世界之律法，絕對不要超出此

範圍外去定義自己。現在聖靈必須幫助你糾正你自製的概念，重新安排課程教你選

擇正確的認同。祂只是問你能選擇你是什麼。這至少將自我的概念從完全被動轉變

成主動的選擇。你必是先做那選擇者。

樹立自我概念是你來人世學習的目的。你初來至人世時毫無任何自我觀念，而

在繼續存在於世，你逐漸依據人世的要求而塑造了自我模型。至「成年」時，你已

經完全符合此世界的標準而自製了一個固定自我的概念。但這自製的你與上帝創造

的你無絲毫相似之處。你自製了一個偶像來替代上帝之子。這世界所教你製造的自

我有兩部分，但心智只能認出一部分。它能認知的是似乎無邪面容，微笑迷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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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之選擇

似乎有愛心，它尋找伴侶們，偶而看見苦痛而憐惜甚至給與安慰。它相信在這邪惡

世界中它是良善的好人。於此點，它還可能因這世界的邪惡不正而打抱不平，因無

能為無邪者給與保護而憤怒悲傷。因此這面容常會因所見的無正義而以淚水洗面。

這部分心智絕不會先出手攻擊，但每天上百件小事件侵犯它的無邪性，激怒它至暴

躁，因而自傲的以自衛忍受著攻擊。但心智另一部分是隱藏在那無邪面容背後的自

我概念，它是用來評判弟兄：「你害我變成這樣的，因為我是如此，該怪罪於你」，

這是在確定你的弟兄永遠的被責難，無被寬恕的可能；他做甚麼不再有關，因你那

責備的手指頭已堅定致命的朝著他的方向。這指頭也是朝著你自己，但仍被藏匿於

那無邪面容之背後。在此，你和他的罪惡保存於黑暗的地窖中。若有亮光，它們則

能被認出是種錯誤而已。

你即是如上帝所創的真我，但你卻選擇認同非上帝所創建的體我，雖然這是極

瘋癲的概念，然而這世界選擇共認體我，這難道不是在證明人世的癲瘋嗎？我們怎

能繼續相信此人世所公認的概念呢？世界所相信的皆非真理。我們來至人世是有任

務的，我們並非來助長增強那瘋狂概念。我們來這世界讓我們的弟兄也知曉，我們

從未喪失上帝在創造我們時所給與的知識。以慈愛看待弟兄，使他們可能知曉他們

是你的部分而你也是他們的部分；我們仍記得我們是被創造的，是類似於我們之父，

所有心智是同一性的。於此記憶中是記得所有弟兄們的珍貴價值及他們對我們的忠

誠，而父親之愛已包含著所有。的確，這世界最主要的幻覺是你相信自己是什麼的

概念，它一旦成形後又得被改變，因你必得死亡。你抓住這些無意義有關自我的概

念，好似用你的生命來防衛保護它們。若你知曉此行為的荒謬滑稽，你會將定義自

己的微小概念往後甩棄，而只往真我之道前進，不會再回顧了。

自我概念是這世界最專注關切的，每個人都相信他必須找到此謎之解答，但他

只會用心智想像的簡單詞語。能想像者必定能選擇。不要想像自己僅為一個象徵，

沒有任何概念能代表你的真我。如你仍繼續感知自己在與惡勢力對抗，且對邪惡不

正之事件有所反應，你所接受自己是何種自我概念已毫無關係的，因為那些觀念皆

是無意義的。看見這罪過的世界只不過代表已被這世界誘導了你的學習，你所看見

的是你在如何看自己。自我概念包含著你所看見的，沒有其他能在此感知範圍之外。

若你能被傷害，你是看著自己秘密希望的畫面；而在你的任何形式的痛苦中，你看

見所隱藏有謀殺之欲望。在繼續學習中，你將繼續製造許多自我概念。每個自我感

知將顯示你與周遭的關係會因你對自己的感知轉變而改變。每次的變遷皆會產生困

惑。但要感謝從這世界所學的一切，已於你心智中開始鬆動了，且有信心最終那些

也會完全消失，而讓你心智得到平靜安祥。除非你要學，這世界不能教你任何幻影。

在人世中，心理治療是唯一的治療方式，因為只有心智會有病，身體的病痛皆源

自於分裂的心智，故只有心智需要治癒。但這世界並非視其如此。心理治療能使個

人開始懷疑他的真實感。病患者必須經由治療的幫助來改變他所幻想的「真實」。

他們開始的目標總是要能維持所原有的自我概念，而不受到因此概念所產生的後果。

他的整個重心平衡是基於有可能維持那錯誤自我概念之瘋癲想法。於其幻覺中，雖

這是可能；但他的代價是將幻覺真實化，他已付出此代價，而現在想由心理治療要

求有「更好」的幻覺。

雖病患與其治療師可能同樣的珍惜一種錯誤自我概念，但他們各自所感知的「進

步」會有差異。病患者希望學習在不改變他自己概念範圍內有所期待的改變，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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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之選擇

上，他尋求從治療的魔法中取得穩定感，他要從易受害改成不易受害，且由有限改

成無止境。他是在要求體我為其神明，而尋求去為那神明做更完善的服務。無論治

療師自己是多麼真誠，他必定是要改變他以為是病患者之自我概念。治療師的工作

就是要協調此兩種概念：他相信應是病人的自我概念與病人所有的自我概念。簡而

言之，心理療法是移除那阻擋真理的障礙。它的目標是幫助病患者拋棄他原有之頑

固幻想，而開始重新考慮其思考基礎的正確性。在這人世中沒人能逃脫畏懼，但每

個人可重新考慮畏懼之起因，而學習正確的重估它們。

衝突侵襲入心念時，你會只關注自己而排除他人，這是認不出真我的現象。因

你已先否定創建你的來源，有自我認同之混淆已造成自我欺騙。需努力的學習才能

理解和接受這世界無其所能給與你的。以這世界觀點的犧牲必會涉及身體。哪一位

擁有所有勢力、名譽、享樂之英雄，不是指其有身體的存在感？肉體本身無能力評

估它要這些東西，而必須靠心念的指使，遮掩其對真我的認同，完全忘記什麼才是

真實的。一旦這混淆感產生，心智不可能理解所有世間的「享受」是空無的。如此，

心智已詛咒自己去找尋那找不到的東西；永遠不滿足且不順意；永遠無能知曉所要

找的。自我詛咒者是已決定認同體我，他能懷疑所有一切但毫無疑問的相信自己是

身體。所有懷疑皆始於自我衝突和矛盾的願望，確信你所要的，懷疑則變成不可能。

我們被上帝創建的事實是真理，攻擊或自衛對我們應是毫無意義的。然而這世

界之跟基是在攻擊與自衛，因感知危險的威脅使你不可能有平靜的心智。故此世界

只能產生禦防、守衛和狡辯。人類對危險的威脅感會導致氣憤，因憎恨導致的攻擊

似乎情由可原，因你的確被激怒了，而有自衛的正當性。然而自衛是種來自內在與

外在的雙重威脅。因內外一同叛逆背信，使原已脆弱的狀態更進一步的被摧毀傷害。

心智現在真的已變得混淆不堪，走投無路。它所感知於每小時和每天被攻擊與防衛，

類似一圈圈的鋼索，連續綁緊直到毫無逃脫的希望，而那被囚禁的心智似乎無止境

的被更緊的鎖鍊束縛著。會有這麼一刻，當所有幻影完全消失，你理解到你真的並

不知曉你是什麼。於這無封閉且敞開的心智中，無被束縛或阻檔的真理則得以回復。

那自己的概念由真理顯露其真實本質。這世界最怕聽的這句話：「我不知曉自己是

什麼，因此不知曉自己來此世做什麼，在何處，及如何看這世界和我自己的關係」。

救星已由此學習中誕生了，而你的真我將告知你是什麼，你來此世之目的。

你是如上帝創建你時一般，你所看見活生生的萬物，無論以何種型態顯示，也

是如此。你所見之疾病、痛苦和喪失僅是種無助的限於地獄內的感知誘惑。抗拒此

誘惑，你將能看著所有以任何型態與任何地方發生之痛苦，於陽光下頓時消失。一

個奇蹟已發生且治癒了上帝之子，結束他的無助之夢，敞開往他的拯救和解脫之門。

你如上帝創建你般的永遠無變化的，因此所有暫時性的感情與變化性的身體心智

狀況皆是假象。難道你會相信你所製造了這世界的怪異思念不是種傲慢自大嗎？上

帝沒創造這世界，但你指控祂是瘋狂，而相信祂創造這似乎是真實的世界。想像上

帝會製造與祂的意旨相反、無秩序的混亂災禍，都是你的傲慢。我們擁有力量決定

謙遜的認同上帝之子的名分，接受我們即如祂一般，代表我們已將自我概念撇至一

邊，認知那誤造是虛假的。於此謙遜中，得有上帝之子的光耀、優雅、完全純淨與

其父之愛。你會喜悅地接受進入天堂之權利而從地獄中解放出。我們謙遜的要求真

我，然後於寧靜中等待著祂為我們顯示祂自己，而那未曾離開的祂，會再次讓我們

知曉，祂感激我們能回家。

14



認同之選擇

祈禱與治療

祈禱是上帝在創建時送給子群的大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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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止盡的諧奏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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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即是那父與子分享的永恆之愛意，上帝之子必定藉由祈禱之媒介丟棄自己

個別之目的與興趣，轉向與其父以喜悅聯合於真理中。祈求是神聖的，因這是達致

上帝的一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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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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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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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已告訴你只有一個問題和一個解答。祈禱並非與已教你的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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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型態並非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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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需求的祈禱總是涉及脆弱及缺乏，而知曉且認同真我的上帝之子絕不會用

這種祈禱。凡認同真我者不可能以缺欠匱乏為出發點來禱告；相同的，那些尚未確

定其所認同者，無可避免地會選擇此無效果的禱告方式。

有些人可在毫無此人世的束縛痕跡直接觸及上帝，且完全記得且認同他們的真

我。他們可被稱為師上師，他們只有在其影像顯現會有助益人世時才會顯像。那些

見此影像而有畏懼感者，會自製其錯誤概念；那些要求他們幫助的上帝之子，必會

得到他們的相助。祈禱持續不斷地如同生命的延續，每個人皆是在無間斷的祈禱。

祈禱於此人世必為修復性的，有學習階層的需要，因此有可能昇華至較高層次的需

求。此時，針對著上帝之祈求是基於誠真的相信，且有一種模糊且不穩定的認同，

雖含有根深蒂固的罪惡感。在這階層也有可能祈求此世界之各種型態的事、物；也

可能祈求如誠實或善良的素質，例如在祈求寬恕的罪惡感存在。無罪惡感則不可能

有缺乏感，無罪者毫無所求。在這階層也有一種奇怪互相牴觸的詞語如：「為你的

敵人祈禱」。當你相信你有敵人，你已用這世界之律法限制了祈禱，且已限制了你

的接受能力。然而，如你有敵人，你真的有祈禱需要。此語意指為你自己祈求使你

不囚禁基督而喪失真我的認同。祈禱是昇至天堂的階梯，在達至最高峰時，所有人

世萬物會被忘卻且丟棄之。不會再有祈求，因已無所求。與基督認同則已完全穩定，

超越所有變換與腐化。

正確了解心理治療是在教導真寬恕，且幫助病患去認知與接受寬恕，它是改變自

我觀點的一種過程，最高超的「新」自我只是種較仁慈的自我概念，但與建立真我

還差地遠，此非它的功能。若它能準備走向認識真我之道，它則已達至最極端的成

功了。它的最終功能是在幫病患者處理一個基本錯誤：相信憤怒可為他帶來他所想

要的；由正當性的打擊，他是在保護自己。若病患能理解此錯誤，他已得到真幫助

了。然而病患者在開始進入治療過程時，並不會有此目標。相反的，這概念對他幾

乎毫無意義，否則他無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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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認同真我

1. 目的即是意義，你不知曉任何事之目的，因此你不知曉任何事之意義。實際上，

你以體我的目的來看這世界及所有在此世界內之人事；其目的與你的利益無關，

因為體我不是你。你錯誤的認同體我及身體使你無能力了解任何事之目的與意

義，你必會誤用身體，為它服務，因而繼續維持你的特殊感及隔離性。

2. 這人世中，你相信你的生命是被上帝以外的力量支撐維持著，你相信一些最微

不足道的，例如：藥丸、鈔票、保暖衣帽、「有引響力」、「有名氣聲譽」、

交「對」的朋友等等，一長串你賦予魔力的空無形象。這些皆是你對體我讚頌

之歌，且是你在珍惜且確保你與身體的認同，以替代上帝之愛。不要相信那些

無價值的，它無能力維繫你的生存。只有上帝之愛才能將你載運於一種無有任

何會威脅、擾亂、且侵犯至上帝之子安祥平靜的心智。這則是認知你的真我。

3. 你所看見的僅是疾病、災難、和死亡的跡象，這不可能是上帝為祂所愛之子所

創建的真世界。你所看見的證實你完全不了解上帝，因此也不了解祂之子，這

是你不知曉自己的證明。若不知曉自己，你怎能知曉什麼是為你好？你所相信

是你的利益，只會使你被人世的幻影更加束縛住。你自己無能單獨感知什麼是

對你最有好處的；你必得有意願去追隨上帝送給你的嚮導，去發掘什麼是對你

有利益的。

4. 若你感知自己不斷地受到痛苦、疾病、喪失、老死之攻擊，你怎能知曉自己是

什麼？完整的安全和成就是你的天賦，但你無知的企圖將所見的世界交換你所

繼承的產業。幸好，上帝為你保存著那產業，你的真思維將教你那產業是什麼。

5. 愛創造了類似自己之子，這就是你。你是人世之光，奉上帝之命來拯救人世。

上帝之子指望你拯救他，他能被你的真我拯救。你是上帝定義的部分，上帝是

愛，祂創造與其類似的你，那相同之愛必定也可在你心智內找到。因你是由愛

創建的，你與愛是類似的，因此你無受苦的可能，你不可能同時存有任何悲哀

苦悶而仍能知曉真我。存有任何一絲埋怨時，你即是已認同體我。你決定讓體

我控制你的心智而判定身體之死亡。存有怨恨悲傷，影響了你的自知，似乎將

你從你之來源斬斷；存有任何埋怨者必在否定他是以愛創造的。

6. 你所製造的體我並非上帝之子，因此它完全不存在。你所製造的體我與上帝意

旨已牴觸，它能有甚麼力量呢？只需要你接受一個思想–你是如上帝創建的，

非你自製的，你則已被拯救。這想法使體我頓時變得寂靜而消失，所有誘惑也

頓時變得無能為力。無論你犯任何錯誤，你的真我仍未曾改變，你永遠如你被

創建時一般純真無瑕，上帝於你心智內已置有亮光、喜悅及安祥。不要讓與身

體有關的任何思維延遲了你的拯救，也不要允許任何誘惑去相信這世界限制你

的進展。在此世界中無任何可珍惜的。你所感知認為對你有價值的，只是增加

一道柵欄，擋住知曉你的真我之門。

7. 你是同一性的真我，你與上帝的完整同一性使你不可能變化。然而你體驗到兩

種自我；善與惡、愛與恨、心智與身體。這對立的感知產生尖銳和持續的衝突

感，導致瘋狂的企圖去調諧自我的對立部分。你已找尋了許多解決方法，可是

全無效果，因為只有其中的一個你才是真存在的。

8. 我們必須感謝能選擇與上帝認同，因此不可能失敗，我們所觸碰的任何人、

事皆沾染著幸福與痊癒之光。我們喜悅的知曉上帝與我們同行，我們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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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之選擇

祂存於我們心中，我們心智內含有祂的思維，我們看見祂看見的所有之可愛

萬物。我們經歷與祂的同一性，而使此人世得以分享我們認知的事實。

9. 那需要呵護的身體並非真的，你只需將其視為一種你真我以外之物，它自然會

變成健康，且可被心智使用為工具直到它盡其用處為止。維護身體，就是在

攻擊心智，因為你強迫心智去接受它是脆弱易受害的，且與其來源和其他心

智是分離的。無所防衛的呈現給上帝你的真我，祂記得你是什麼，讓我們也

記得祂。

10. 上帝是無名的，祂的名子是同一性最後的課程。所有名子皆聯合為一，所有空

隙皆被連接，所有離岐皆被癒合。雖用各個不同的名字來代表我們對上帝之

子各角度的認知，我們了解上帝子群僅有一個上帝所給與的名子，那名子也

就是上帝之名。上帝之名聯合了我們，是我們的天賦與安祥。

11. 你是神聖上帝之子，這是你由這世界的束縛解脫的宣言，也因此解放此世界。

因你不認知自己，已將這世界變成上帝之子的獄卒。否認你是上帝之子，造

成你所看見的是充滿凶狠、畏懼、懲罰、野蠻、無理性、盲目、及瘋狂的世

界；否認你的真我，你則變成孤單的一粒灰沙，對抗你的敵軍，攻擊整個宇

宙；否認你的真我，你只看見罪惡與死亡，眼睜睜的看著絕望從你指縫中搶

走一小搓的希望，使你一無所有，只期待死亡的來臨。記得你是神聖上帝之

子，整個世界則變得自由，而人世則如同天堂。

12.疾病就像所有的防衛，是種自我欺騙的瘋癲的設計，不是意外的。病痛的主要

目的是在掩藏真理：攻擊、改變、扭曲使真理變為一堆非完整性無法拼湊的

部分。所有防衛之目的是防止真理之完整性。你會感知痛苦因為你的身體受

苦，於痛苦中，你與身體認同。因此這一小搓灰變成了你的「真我」，這小

搓灰可扭曲你的肢體、中斷你的心跳，命令你停止生存。因此，身體比真理

有力量、身體比永恆的生命強壯、天堂比地獄衰弱，而上帝為其子設計的拯

救計劃遭遇了比祂意旨高超的反對勢力。然而你可能不了解身體應該無能感

覺，你給身體的目的會加諸於其限制。若把這些拘限擱置一邊，身體則能完

全康健，因它不受時間、氣候、勞累、飲食或任何人造律法之限制。你無需

做任何事來使身體康健，疾病變得不可能。但你必須隨時警覺你的心智內無

存有任何攻擊思維或被誘惑去為不確定的未來做預防計劃。如有此想法，你

的心智則有疾病，使你又再錯誤認同身體而攻擊身體。趕快糾正你的思念，

告訴自己：「我忘記我的真我，我誤認同我的身體。疾病是攻擊真理的防衛，

我並非我的身體，而我的心智無能力攻擊，因此我不可能有病痛。」

父親，我們即是類似祢的無限之意識。祢的安寧即是我們的安詳。讓我們知曉

所有造福於人世的僅能源自於祢。讓我們接受你的拯救計劃，也將此計劃傳遞至弟

兄們。因我們的同一性，我們之選擇也是弟兄們之選擇。於弟兄內，我們看見祢的

榮耀；於弟兄內，我們找到和諧。我們是無可分隔的愛與祢之生命。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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