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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that I Am, Adamus of St. Germain 教授. 

親愛的 Shaumbra，當我們再次聚會時，讓我們一起深吸一口氣；數十萬年來，我們以

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為我們的心和我們的靈魂而進行聚會。 不僅

僅是在這一生中，而且是很多很多輩子了。 而現在，我們正處於最重要的時刻。 

當我們現在在世界各地進行聚會時  (我們走遍世界各地舉辦所謂的工作坊或研討會)， 有

一些非常獨特的事情發生。 如果你去過一次這種聚會，你可能會知道，我經常問大家

說：“共同的能量是什麼？ 是什麼把這個特別的 50 人或 100 人或 200 人帶到了一起？

現在這個廳裡共同的能量是什麼？“ 

然後，經過很多錯誤的答案之後，我給出了正確的答案，它的範圍可以從過去大家互相認

識的組合，或曾經一起參加了一個神秘學校。 他們在同一個神秘學校很多很多年，有著

共同的結合力，所以決定再次重新聚在一起。 他們認為他們是去參加研討會; 這是很好的

一個表象。 噢，我們講話，我們講課，我們很有樂趣，我們移動了很多能量；但這實際

上這是神秘學校的靈魂再次團聚。 

有些時候，在一些自我懷疑的人群中會有一種普遍的能量。 當研討會的課程訊息發出- 他

們在 Shoud 上宣布它，他們把它放在雜誌中，放在網路商店裡 - 它就只會吸引合適的

人，只是合適的人群。 我們當中有一些人群，充滿了自我懷疑。 他們如此的靠近(在世覺

悟)，但卻充滿了自我懷疑。 

我們有一些人群聚在一起，是因為他們負傷了，傷得很重以致於很難放下這個傷口，這是

在那個特別研討會的共同能量。 所以，我們就會談一談傷口。 我以許多方式來分散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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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在那種聚會中真正做的是釋放大量舊能量，或者為了要讓參加者釋放這個能量，他

們至少承認了 - 舊的傷口能量或舊的受害者能量 -的存在。 

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能量是什麼？”我們在現場所有人，還有今天

或者將來在網路上觀看的那些人。 Shaumbra 共同的能量是什麼？ 是不是世界上的人，

碰巧連接到 Crimson Circle 網站的偶然事件呢？ 啊! 我想不是。 

  

亞特蘭蒂斯夢想 

 

這共同能量就是我所說的亞特蘭蒂斯的夢想。 它可以追溯到亞特蘭蒂斯的天廟。 這個夢

想就是在世覺悟；當在世覺悟時，內在大師與凡夫結合了。那時的夢想就是神性進入這個

現象界生活; 完全地生活，活出現在所謂的 Ahmyo 人生。 

那是亞特蘭蒂斯夢想，無論你是否真的在亞特蘭蒂斯的天廟中，無論你是否在耶和華時代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有在世覺悟的夢想，無論你是否是在神秘學校的時代，這都並不重要，

因為共同的元素仍然是那個追溯到亞特蘭蒂斯時的夢想。 

哦，亞特蘭蒂斯。 在新聞中，現在不是很有趣嗎？看看發生了什麼？ 那麼多颶風，在那

個地區有如此巨大的破壞。 當你真正去感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時，你會了悟這是一個

清理，清理老亞特蘭蒂斯的能量，在恰當的時間來清洗，淨空。 

有時候，清理對於人類的舒適度和生活是非常悲慘的。 對於那些在這些事件中已經失去

生命的人來說，沒有任何錯誤。 但是真正發生的是對亞特蘭蒂斯這種舊的能量，創傷和

戰爭的能量以及真正 Isis 受傷的能量，的徹底清除。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這個地區持續

清理的原因。 它會停止一段時間，然後它會再次回來，直到一切都被清除。 

即使你的內在也是如此操作，直到全部清除。 哦，有時甚至有些事情你根本沒有意識

到，但它們如此根深蒂固在你的生活和行為中。 所以，暴風雨一次又一次地回來，一次

次清理 - 有時會帶來極大的不適，有時甚至伴隨著很多的情緒和肉體上的痛苦 - 就是要清

理掉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 



 

 

這些自稱為 Shaumbra 的人，不需要加入什麼團体，也沒有誓言 ， 但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的共同的能量，就是亞特蘭蒂斯天地融合的夢想，但不是在其他空間，就在這裡。 就是

這個夢想讓每個人聚集在一起。 

對你來說，可能感覺很明顯 - “當然，那就是我們在這裡的原因。 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實

現我們的覺悟。 我們在這裡就是要在此刻生活在身體中“ - 但深吸一口氣，感受那些其

他也在他們的靈性旅途、道路上的人，還有一些在研究神祕藝術的人。 對他們來說不一

定是這樣的。 對於某些人來說，是的，但並不一定相同。 

那些人對在世覺悟沒有內在的深刻渴望。 就是要覺悟，然後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沒有真正關心。 但對你而言，這是關於留下來，關於留在這裡。 而且，你已經發現

了，並且繼續會發現，有時候待在這裡有多困難。 

我們所有人共同的能量就是亞特蘭蒂斯的夢想。這也是我的夢想。 這就是我回來協助你

們每個人的原因之一。 

我們在正要達到這個夢想的前夕。 我們距離夢想並不遙遠。 我們不會繼續再為它奮鬥好

幾輩子了。我們在正要達到這個夢想的前夕，但有時在達到任何事情的前夕是最困難、最

令人興奮的時刻，當事情快發生時，這時最恐懼和懷疑的感覺都會生起。就在你的生日之

前，就在你結婚之前，就在你在世覺悟之前，一切都開始動搖和嘎嘎作響了。 

正如 Kuthumi 多年前所說，“一切都開始搖擺不定”。 沒有東西看起來是直截了當， 沒

有什麼看起來是對的。 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平衡，而那些老問題往往會出現。 然後你想知

道，“為什麼我還在作戰？ 為什麼又是這些老問題？ 為什麼他們告訴我我快覺悟，但我

覺得它有時候就像是在一萬里之外？ 為什麼，哦，為什麼？“ 

順便說一句，在你通過在世實現覺悟過程中，在很多方面都很困難。 一旦你通過它時，

它是很美的，絕對的美麗（笑聲）。 但留在身體中來走過這整個過程，是最具挑戰性

的，有些人很接近他們的實現覺悟，但他們選擇離開這地球。 他們離開了。 

從 2009 年我開始與 Shaumbra 合作至今，有 157 名 Shaumbra 來到了我這邊。 一百五

十七個人如此接近覺悟但卻是疲憊不堪，所以他們放下了。 啊! 這是對他們來說最簡單的



 

 

事情之一。 如此喜悅。 如此榮譽。 不後悔。沒有想要作不一樣的選擇，有時候，當你如

此接近時，選擇離開的感覺是很誘人的。 

為何留下來？ 真的，為什麼要留下 - 所以你可以忍受每日的新聞？ （笑聲）為什麼留 - 

這樣你可以再吃一頓？ 為什麼要留下 - 所以你可以做愛？ 你甚至已經很久沒有那個了，

為什麼要留下呢？ （Linda 喘氣）對不起。咳咳。 

LINDA: 只要為自己發言（更多笑聲）。 

ADAMUS: 為何留下來？ 為什麼要留下來，當地球的能量如此粗糙的時候？ 他們真的很

粗糙。 仍然有許多人，還有許多，許多，許多輩子要過。 為何留下來？ 你知道你不能拯

救他們，你知道你不能拯救世界，所以為什麼留下來？ 

啊。 那麼，只是因為你已經走了這麼遠。 僅僅因為這是亞特蘭蒂斯的夢想，而你想看著

它完成。 只是因為你想看到真正的感性生活是什麼樣子。 它從未真正以人類的形式達到

過。 你想看看會是什麼樣。 而且因為 Ahmyo 人生的時間到了。 

 Ahmyo 人生就是當你同時是內在大師也是內在凡夫。 當再也沒有戰鬥，沒有掙扎，沒

有努力在作什麼時，就是“和”。 這時你可以讓它來到你面前 - 豐裕，人際關係，能

量，無論它是什麼。 

 

Shaumbra 的夢想 

 

現在，這是一個夢想，我將稱之為 Shaumbra 的夢想。 這個夢想你不必非常努力地去達

成，不需與它抗爭，它就在那裡。 在恰當的時間它就會在那裡。 你已經不再在你的腦海

中搏鬥了。 沒有更多的戰鬥。 他們完成了。 當你沒有與任何東西作鬥爭時。 當你真正超

越了其他人時。 換句話說，你可以和他們在一起，但你真的在不同的層面上運作。 你不

再用頭腦了。 



 

 

哦，頭腦，頭腦，頭腦。 我們在即將到來的 ProGnost 2018 上會詳細討論頭腦這個問

題。 這是頭腦時代的終結。 這是腦腦的最後一個時代，但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

點。 人類頭腦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混淆，這會讓人們受到傷害。 

 

自亞特蘭蒂斯中期時代以來，人類的頭腦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認為理所當然，頭腦就是

這樣，以後也會這樣。 一點也不是的。 人類的頭腦將經歷一次巨大的演變，大多數人真

的沒有準備好去應付這個變化。 所以，ProGnost 2018 聚會的主題會是；ProGnost 

2018，頭腦的最後一個時代。 

LINDA: （Linda 發出沮喪的聲音） 

ADAMUS: 哦。 哇 

我們已經超越頭腦了， 你們已經深入洞見了。 你們在跟隨你們的直覺。 你們在打開心。 

你們中任何一個人，頭腦都已經足夠放鬆了。 現在頭腦已經放鬆了。 但它有時仍然會拖

拉，它仍然會受不了誘惑想留下來，但頭腦會適應和調整。 頭腦已經這樣做了。 這就是

為什麼有些日子你會感覺頭腦有點瘋狂。 

Ahmyo 的生活是 Shaumbra 的夢想。 有時我猜測，它其實不是你們的夢想。 你希望能

留在地球，而不需要拖著這個身體，但這個夢想是要活得輕鬆優雅，讓 能量來為你服

務、聽你使喚，而不是你去聽它的話。 沒有能量危機，不會因為任何方式而能量低落，

而就是讓能量供你差遣。 這就是 Ahmyo 的生活 - Shaumbra 的夢想。 當它突然出現

時，會是很棒，也會很另人驚訝的。 

當然人會有互動。 這不像你可以整天坐在公園長椅上。 你可能需要寫一些電子郵件，也

可能會去旅行，類似的事情。 但是舊式的、艱難的掙扎、努力工作而把自己搞得疲憊不

堪 ，那些都消失了，它們需要消失了。 順便說一下，它會隨著頭腦而消失，因為那些都

是頭腦造成的。 當它消失了，突然之間 Shaumbra 的夢想就在那裡了。 

從某方面來說，這有點嚇人，因為你習慣於任何事情都要想清楚，還要努力地處理事情，

而且你仍然想要重複這些模式。 你只是希望事情變得容易一點 - 思考過程更容易一點，



 

 

掙扎能更容易一點， -但是這些會完全消失，這會讓人覺得奇怪。 這會感覺很奇怪。 這

就是最終讓能量為你所用。 

現在，對於你們每一個人來說，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它是關於你自己的。 這是關於你自

己的。 一旦你拉入你的群體，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任何其他的人，突然間它就不是關

於你自己的了。 突然間，你有他們的東西，你不再是在走你自己的過程，而是在走他們

的東西，這會放緩、甚至可能停止你的 Ahmyo 人生的整個過程，允許 Ahmyo 來到你面

前。 

 

當 Ahmyo 來到你面前，但它不是來到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最好的朋友、還是你周圍

的人面前時，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會想跟他們分享這一切，而你會發現這沒有用的，因

為他們不需要它。 他們還沒有準備好。 Ahmyo 根本無法為他們服務，而這將是其中一

個挑戰。 

 

啊，當我談到 Shaumbra 的夢想時，Ahmyo 就在那裡了。 它就在那裡，聽起來很棒，

但我要說這是給你自己的，不是給孩子，不是給配偶，不是給任何其他人。 如果他們想

要，他們也可以允許它來到，但他們必須為自己而做。 

 

你會感覺 Ahmyo 的人生有點奇怪，有時甚至會覺得有點自私。 那是當你深吸一口氣，

然後放下它，而且我會在那當口堅持你放下。 你的內心真的很多東西......好吧，我們會馬

上談到那點。嗯。 

所以你就在覺悟的前夕，這不是像用胡蘿蔔在馬前面吸引它向前，你就在那裡了。 你已

經在那種能量中，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這會有一個前進的動力，它不允許你走回頭路

的，它可以讓你覺得有一點悲慘，你感覺像在轉圈圈，沒有前進，但你不能回頭，有一個

動力會帶著你進入覺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之為翅膀系列，他會帶著你進入覺悟。亞特

蘭蒂斯的夢想、Shaumbra 的夢想、你內在的洞見 (knowingness)，這些會把你帶到哪

裡，雖然你有時候會踢、會尖叫。 

你會說，“Adamus，但是什麼時候呢？！ 我正在努力！ （笑聲）我正在允許它。 我正

在耐心等待啊。“   這三件事情沒有一樣是真的（笑聲）。 你沒有耐心地等待。 你真的



 

 

不是在允許，因為關於允許還有很多誤解。 “允許：讓世界上的人都踏過我。” 不是

的，那不是允許。 

 

允許是只關於你，關於你自己，你的神性，你的內在大師，無論你稱，衪是什麼。 只跟

兩個元素有關係。 你，你的凡夫，允許大師。 他們在一起了。 你在這幅圖中看到的不是

你的兄弟姐妹，母親，父親，還有同事或其他人。 你不是允許這整個世界。 這（中指）

對整個世界（有些笑聲）。 這意味著你要走你自己的路（當他再次舉手時有更多的笑

聲）。 除了允許你和你的神性，你和內在大師，你和 I Am 之外, 沒有其他，就是如此。

不是允許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不是的！ 

 

Shaumbra，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說過了。 有時候我很想知道，Shaumbra，你在聽嗎？你

在試圖感覺嗎？ 允許是關於你和 I Am。 如此而已。 沒有其他。 沒有精神導師，沒有

Adamus，沒有別的。 不要允許我，因為我會把你胡搞（有些輕笑）。 允許是關於允許

你自己，而不是要去努力達成它。 但是我看到你在努力。 你們所有的工作都在這裡完成

（指向頭）。 不在用手，它在這裡完成（指向頭）。還有耐心。 一點也不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那麼，什麼時候會發生？ 我在允許。 我正在努力地允許，而且我很有耐心

“ - 其中沒有一個是真的 - ”什麼時候會發生？ 什麼阻止我前進？ 我究竟做錯了什

麼？” 

 

一個非常特殊的信息 

 

我想給你讀一個東西，來幫助回答這個問題。我想讀一個東西，是一位我喜歡的朋友， 

John Kuderka, 交給  Cauldre 要我來唸給你們聽的。 這聽起來有些複雜，但是當

Cauldre 問 Kuderka 先生，“所以你希望我在 Shoud 時當你的信息傳導嗎？”John 表

達地很清楚，“沒有人會信息傳導我。”（笑）So Cauldre 寫下這張，並要我在 Shoud

時閱讀。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當我們來感覺約翰的存在 - 哦，存在 - 他的整個存在，在這房間裡。 



 

 

我需要停下來解釋一下。 約翰延長了他的職責，延長了他在地球上的逗留時間。 他原本

是在三年半左右之前要離開的。 當他意識到 Crimson Circle 打算開創一個工作室時，他

決定留下久一點來一起建構所有這一切。 他的服務完成了。 他準備到我這邊來。 他在這

邊有一個大項目，他決定留在這裏作。 

他最近離開了他的軀體，但他永遠是 Shaumbra 的一員，永遠是這個工作室的一部分。 

他沒有離開。 他可能比以往更了解你們每一個人。 John 現在正在研究一種新技術，但是

一種不涉及電路、電線和電力的技術。 一種能夠讓不同的空間維持聯繫的技術。 你看，

你曾經短暫地瞥見過其他空間，但它似乎會消失，所以親愛的 John 正在研究一種技術，

讓 Shaumbra 能夠停留在那些空間中，而且保持聯繫，嗯。 

約翰的信：“最大的疾病。 最大的疾病不是癌症或心力衰竭。 這些是身體的不平衡。 最

大的疾病不是 A 憂鬱症、焦慮症或精神分裂症。 這些都是頭腦的反應。 最大的疾病是，

儘管你知道現在是醒來的時刻，但你仍然保持著睡眠狀態。“ 

我再重複一遍。 

 “ 最大的疾病是你保持著睡眠狀態，即使當你知道是該醒來的時刻了。 保持著睡眠會讓

你的內心和靈魂流下眼淚。 在「你是自由的」 這個最大的真理中，你對自己最不誠實。

保持睡眠是生活在一種有限的存在狀態中，這會比任何身體或心靈的疾病更加困擾你。“ 

我會再重複一次。 

 “ 保持睡眠狀態是生活在一種有限的存在狀態中，這會比任何身體或心靈的疾病更加困

擾你。不要對抗癌症或抑鬱症，而要深入自己的內心，去感覺什麼是你的，然後把其他的

東西都放下。“ 

請允許我重複一遍。 

 “深入自己的內心，去感覺什麼是你的，然後把其他的東西都放下。 不要停留在過去的

回憶或在擔心未來。 這些是會讓你否認生活的疾病。 對於 Shaumbra 來說，最大的疾

病，是維持在睡眠狀態，它將會讓你遠離你的內心。“ 



 

 

John 有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他與癌症作戰，但實際上這不是一場戰鬥。你可以

説， 這是一種允許，允許他真實的內在心靈， 允許他裏面真實的存在。 

沒有人會想要面對身體或心靈疾病的挑戰。 但他不是在與癌症戰鬥。 他是在允許真實的

自我 (Self)。 在他的最後幾天，特別是最後幾個月，他意識到自己抓住了很多東西。 他

堅持著抓住很多對他已經沒用的舊東西。 這是最大的疾病，而不是癌症。 他沒有拿起劍

對抗癌症。 他對抗的是還不醒來、並允許。 所有的工具都在那裡。 你所需要的一切，

John 所需要的一切，他們都在那裡。 

當他離開軀體時，是很喜悅的。 他受到成千上萬的天使、Shaumbra、靈界大師們在榮

譽堂列隊歡迎。 多麼歡樂的一刻。 多麼歡樂的一刻。之後不久，他就轉達了這個信息，

說最大的疾病不是癌症。 哦，不要為癌症而生氣。 真實的疾病是當你知道有更好的，但

你卻不醒來。 當你知道有更好的。 

對於那些從未體驗過覺悟、那些從來沒有被靈性、被永恆所碰觸、那些從來沒有感受到內

在的  I Am, 那些從未體會過  I Exist 的人來説，這是不同的。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同的。 但

是對於那些體遇過內在、那些超越頭腦、和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靈性的你來説，最大的疾

病是你知道有更好的但你卻不醒來。 

當有恐懼時; 當你踩煞車時，或許你在等著別人先去作; 當有些東西你就是不願意放下，那

些不再適合你的東西，你抓住那些東西只是因為它為你創造了一個自我、身份感，給你一

個生命中的出氣筒， 讓你有些東西可以怪罪、推諉。 它給你一個重複的循環，一直有東

西可以爭鬥，而沒有真正到達任何地方。 

啊，這樣做有一定程度的安慰，我譲許多 Shaumbra 感到惱火，但我還會繼續說，如果

你生活中有某些東西，它必然是以某種方式為你服務，否則它不會在那裡。 有些東西，

不管是酒精，或抑鬱症，或感覺完全失去平衡，或是豐裕，或關係問題，如果它仍然存在

於你的生活中，你必然仍從中得到一些東西。 不是教訓。 不是教訓，因為沒有教訓。 但

是，你一定得到某種的安慰或認同，或者一些自我加之的痛楚。 

 所以，我親愛的朋友們，最大的疾病實際上是繼續假裝你沒有醒過來，當你確實擁有了

你所需要的一切時，你卻還假裝你不是大師。 



 

 

它不是你的。 

那麼，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你在緊抓住什麼？ 

Edith。 Edith，你抓住自己的戰士角色（ Adamus 握住她的手）。 你抓住好幾輩子以前

的老戰鬥。 你堅持正義。 你堅持 '事情必須是某種方式。' 這些都不是你的。 這些都不是

你的。 即使它來自過去輩子，它不再是你的。 這不是你的，Edith。 放下吧。 那些老戰

鬥，他們不是你的。 

EDITH: 謝謝 (小聲地）。 

ADAMUS: 放下吧。 放下吧，親愛的。 

有些東西如此之深。 有時你甚至沒有注意到，但他們不再是你的了。 你已經到了覺悟的

前夕，是放手的時候了。 它們不是你的。 

David，你對別人的慈悲，你對他人的關懷啊，確實是一種祝福（Adamus 牽著他的

手），但這些東西不再是你的。 它為你創造了一個身份 - 好 David - 這讓你感覺在這裡

（指向他的心臟）。 但這些不再是你的了。 這並不意味著你會去傷害別人。 這並不意味

著你對別人漠不關心。 它只是意味著你不會再為別人背負了。 這些不是你的，David。 

深吸一口氣，放下了。 

艱難，困難。 很難放下這些東西。 這些幫忙創造了你。 它幫助你成為現在的你，但它們

不是你的。 這不是你的。 你會一直聽到我這麼說，而且你會抵抗它。 你會抵抗我。 

Vince 和 Caroline，那些觸及你身體的東西 (Adamus 把手放在他們的肩膀上），他們不

是你的。 你已經把它們作為你自己的了。 醫生說它們是你的。 你可能看到 X 光片，你可

能會感到身體的疼痛，但它們不是你的。 他們不是。 你為別人背負了太多的責任，實際

上，你們為彼此背負了太多的責任， 當兩個相愛的人承擔彼此的負擔是一件美事，但你

身體的疾病不是你的。 

 

我不能把他們從你身邊拿走。 即使可以，我也不會醫治你，但我可以要求你讓他們離

開。 這些東西存在於你的身體中，它們來源於太多輩子的背負太多，為了某種原因而奮



 

 

戰太多。 他們不是你的。 讓他們去吧。 深吸一口氣。 這不是你的，Vince，Caroline。 

這不是你的。 

有時很難，因為你感覺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如此接近又聯繫在一起。 你感覺自己是它們

的一部分。 你認為，“ 顯然那一定是我的，” 然後你繼續戰鬥。 你繼續為這些東西戰

鬥，但他們不是你的。 

Tobias 很久以前說過：你唯一擁有的東西就是你所選擇的。如此而已。 我不在乎它是富

裕、或是你以前輩子的問題。 無論是什麼，都不是你的。 

我看著你，我看到你們每個人內在的美德，我希望你們都能看到你們自己的美德。 但是

你背負得太多了。 你的心被煤麈、泥土和焦油覆蓋，因為你攜帶很多不再是你的東西

了。 你不能把它們帶入覺悟。 你會繼續嘗試著要覺悟，但那些污垢會讓你無法來體驗覺

悟。 

這不是你的。 我會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你，直到你厭倦了聽到它，但直到你真的放下。 

 

親愛的，你內心深處的痛楚不是你的（Adamus 拿起 Lara 的手）。 你已經攜帶它很長時

間。 Isis 的傷口，這是你從亞特蘭蒂斯時代以來便有的個人傷痛 ，那是 你生生世世中感

受到的深深的痛，這不是你的。 你已經圍繞它，創建了一個身份。 你已經圍繞著它創造

了破壞和創傷。 這再也不是你的了。  那是一次經歷，但它不是你的了。 請深吸一口氣，

放下它。 它不是你的。 

當你說，“ 但是 Adamus 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是這些東西阻礙著你。 我告訴你，覺

悟是自然的，它會發生，而且將會發生。 它將在這一生中發生 - 在這一生中 - 你想知道

為什麼花這麼長的時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掙扎，因為你抓住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 

從現在開始的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看看：這是你的嗎？ 你可以試著找理由說：“ 我傷

害了另一個人。 我真的作了某些事情“ ，或找任何其他理由，你會說，”當然，這是我

的。 “ 我將會停下來，我會阻止你，然後告訴你 ”不是的，不要再攜帶它，不要再背負

它，不要再被這些所誘惑了， 這不是你的。“ 

 



 

 

你有時會感到赤裸裸地，因為你脫掉了一層皮，一層你認為你所擁有的身份，你是誰，是

什麼定義著你，什麼激勵了你，是什麼促使你做出決定。 突然間，你會感到非常赤裸，

非常脆弱 - “我是誰？ 我在這是要作什麼？ 我為什麼要留下？“ - 那就是要回到 ” 我存

在 （I Exist.）I Am that I Am.  ”的時候了。 

這些東西不是你的。 瘋狂的想法只是通過你的頭腦，你身體的問題，富裕的問題，疼痛

和痛苦，這些都不是你的。 

 

你能立即把石板擦乾淨嗎？ （Adamus 把手放在 Alice 的肩膀上）你能否說，“它們再

也不是我的了？”你能做到嗎？ 當然可以！ 你裏面會有一個小聲音還想要抓住，並說

（把手放在 Julie 的肩膀上），“但是我必須還要抓住一點，才能記住自己不要成為一個

壞人”，那就是當我說（放置 他的手放在 Steve 的肩上），“這些東西不是你的。”什

麼是你的？ 只有你自己選擇的，才是你的。 

 

你根本不是你的前世。 你不是你的前世（把手放在 Cathy 的肩上）。 我們談到前世，他

們就像我們靈魂的堂兄弟。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但你不是他們。 你不必為他們所做的事

情而受苦（把手放在 Tiffany 的肩上）這些不是你的。 你把别人對你的虐待放在自己內在

深處，甚至覺得你是因為做錯了什麼而應得的，這些不是你的，再也不是你的。 這些不

是你的。 

深吸一口氣，放下它們。 

你不需把它們推開。 你不必與他們奮戰。 你只要放手。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這些東

西不是你的（Adamus 走在工作桌後面）。 我必須看看後面這個完成宏偉工作的地方

（指新設置）。 

你的女兒，哦，你的女兒（把手放在 Peter 的肩膀上）。 你的心痛。 你想知道到底發生

了什麼。 儘管你很愛她，但這不是你的。 儘管你懷疑你是否做得對，是否你是一個好父

親，那不是你的。 所發生的事情是一個寫在靈魂上的改變生活的經歷。 它會發生，會有

一些事情發生，讓她進入她內心的視野，她的仁慈，那些事情會讓她進入更深層次的自

己。 這些是已經知道的，這是她已經選擇的。 用慈悲，用愛心，關心她，讓她看到人性

－你內在的人性。但它不是你的。 



 

 

對於有女兒受傷的父親來說，這是很困難的。 我不是說對她無動於衷。 我只是說不要把

它帶入你的存在。 用你的堅強，用你的智慧陪伴她，但這不是你的。 她將面臨困難的一

年，然後她會意識到她為什麼在這裡。 

這些東西不是你的。 你的家人。 在 “從血脈中自由 “ 的課程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很

多。 救贖你的家人這不是你的！ （把手放在 Jean 的肩上）。 一代又一代的家庭缺乏自

我價值，家庭缺乏尊重，家庭貧困，家庭對靈性、對上帝的懺悔，家庭認為是世代的罪

人。 這些不是你的，但你仍然抓住它們。 你仍然在作戰。 放下吧。 

 

這是什麼意思，再也不要看到你的家人？ 否認你的家人？ 不必要。 這意味著讓這些從你

的內在離開。 放自己自由。現在你能為你的祖先、為你的家人，所做的最偉大的事，就

是把它們從你的內在釋放出來。 這些不再是你的了。 但你繼續抓住他們。 你繼續打這場

戰。 你繼續想著他們。 他們不再是你的了。 

你的權威問題（把他的手放在 Joe 的肩上），是從好幾輩子以前開始的．你被權威者、

被那些擁有權力的人、被那些挾持你的人，控制你的生活，作不公平的迫害。 那是過去

世了。 這些不再是你的了。 這些不是你的。 如果你繼續抓住他們，那麼這整個覺悟過程

將是一場爭扎。 這將會是痛苦的，而且它還會帶來癌症或某種類型的精神病。 這些不是

你的。 這是過去輩子了。這輩子你是 I Am。  放下它吧。 

（ Adamus 碰觸 Gaelon 的肩膀）我對她說的有關家庭的話，也適用於你（指 Jean），

他的母親（笑）。 

這些事不再是你的了。 這似乎很明顯。 這似乎很清楚。 他們不是你的，但你緊抓住他

們。 有時你甚至不知道你抓了什麼。 有時候，有一些從好幾輩子、從好幾個家庭以前的

一些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態度。 有時候你甚至不知道你有這些東西。 

我親愛的（把手放在 Jane 的肩膀上） - 你知道我會走到這邊 （笑），哦，她可以感受

到。你的每一個擔心，每一個都不是你的。 但你還是緊緊抓住。 這有點像一件舊毛衣，

你繼續編織，你繼續下去。 這不是你的。 你為什麼堅持下去？ 因為害怕放下。 害怕放下

針和毛線，害怕放下你一直在做的一切，害怕放下你已有的身份，所有的擔憂，都是不必



 

 

要的。  John 現在會痛罵你。 當你擁有所有的工具、所有你所需要的一切，而且只需要

允許的時候，唯一的疾病就是不醒來。 而你還在繼續編織那件擔心毛衣。 

這些不是你的。 哦。 哦。 （Adamus 把手放在 Sart 的肩上。） 

SART: 糟了！ （笑聲） 

ADAMUS: 弱點。 人類自身的弱點，人類的脆弱性，那不是你的。 哦，你可能已經體驗

它了，但它不再是你的。 這種內在的弱點，那種讓你作逆向表現的脆弱性 - 一個強硬的

傢伙，一個有趣的傢伙，一個分散注意力的傢伙，但是這是一個真實感受到自己有個弱

點、內在有一些不對勁的人 - 這不再是你的了。 這種弱點實際上從來不存在， 從來沒有

一個弱點，但你緊緊抓住。 哦，你把它埋在深處，讓沒有人能看見它，但我知道它在那

裡。 這不是你的。 

這些東西都不是你的。 爭扎，問題，孩子（看著 Kerri ），伴侶，努力成為那個戰士。 

是不是很有趣，兩個戰士，一個坐在另一個前面（指的是 Kerri 和 Edith ）。 沒有什麼可

以再戰了。 什麼也沒有。 這不是你的。 因此，任何一個進入你腦海的想法，只要有關不

足，有關你需要更辛苦的工作、更掙扎，那都是不對的，這些都不是你的！ 多年來我一

直跟你說的，你腦海中百分之九十三的東西不是你的，我會說另外五、六個百分比 是你

決定抓住的廢物。 根本不知從何而來， 這些都不是你的。 

現在，再一次，聽起來很簡單，但你仍然會與它掙扎。 我要你現在真正地觀察自己 - 你

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生活中發生了什麼，你吸引什麼到你生活中中，無論事情是困難還

是容易，無論是否存在很多對抗和衝突 ，每一次事情發生、念頭一上來，我要你深吸一

口氣，問：“這是否是我的？”每當它出現時，我都希望你看看它。 你還在用舊模式

嗎？“ 靈性試圖告訴我什麼？ 我應該學到什麼教訓？ 我應該拯救世界、拯救家人還是其

他什麼？“  這些都不是你的。 

我甚至可以用最糟糕的詞彙來說你是最自私的。 你自私因為你抓住了這些東西，抓住了

這些舊的心理上的問題例如不富裕、身體疾病、或覺得自己很弱或不足。 這實際上是很

自私的。 當然，我告訴你要照顧自己，但是當你到達這個程度，而還沉迷於舊的重複的



 

 

想法，還放縱自己於不屬於你的東西時，那就是我說的自私。 你拒絕你內在的大師進

來。 你也否認了所有過去和未來世的演變。 這是自私的。 

最大的疾病是當你瞥見它了，而且你擁有所有的工具和一切時，你還不允許自己醒來。 

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這不是我的”。當這些不屬於你的東西出現時、當你正在折磨你自己時、當你讓自己與

覺悟保持距離時，我要你的內在去感受“ 這不是我的 ” 。 “這不是我的”，通過這樣

做，它會幫助你認識到什麼是你的。 

 

我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來把這個帶入 Merabh。 

  

你的美德 - 一個 Merabh    (Merabh 由錄影 51:00 開始) 

 

你攜帶的許多東西都不是你的，它用各種垃圾來遮蓋你。 你一直試圖拖著它們進入覺悟

中。 但它們根本沒有容身之處。 

(音樂開始)  。 

像家庭問題、富裕的問題、試圖拯救人類、或因為不能拯救人類而感到內疚，根本沒有地

方來容下這些問題。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這些東西不是你的，所以什麼是你的？  

 

為了理解這一點，讓我們進入心中。 不是頭腦，而是內心。 

你看，你很習慣從頭腦的角度評價自己 - 好或壞，對與錯。 讓我們進入心中，看看那裏

面是什麼。 



 

 

在我們最近的一個美麗的聚會中，我說，“你的美德是什麼？ 你的美德是什麼？“你會

認為這就像我停止了時間和空間，停止了一切。“美德？” 

 “你有什麼美德？”我問道，而他們很難找到它。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你的美德。 進入你的內心。 

(暫停)   

進入你自己的內心是你不會讓自己做的事。 我在你心中看到的是一個好人，一個非常好

的人。 一個長期以來深深關心他人的人。 一個試圖安慰和醫治別人、照顧他人的人。 

(暫停)  

一個人把自己給別人、給別人自己的能量。 是的，這確實是好事。 但是在這樣做的同

時，你也已經承擔了他們的東西。 你已經拿了不屬於你的東西。 你已經承擔了他們的艱

辛、他們的麻煩、他們的身體問題。 

(暫停)  

深吸一口氣，感受你的美德。 

你是一個在這個地球非常早期形成時便來到這裡的人，為這個星球帶來生命，使這個星球

成為智慧和愛的地方。 這是美德的。 這是你的美德 - 對這個星球非常關心。 現在它顯示

在你對自然和動物的愛中。 這是你的美德。 

事實上，如此多的美德，讓你已經承擔了這個世界的問題。 你幾乎不能忍受看新聞，因

為你承擔了這個世界的痛苦太深入了。 然後你因為沒有做任何事來改變世界，而感到內

疚和痛苦。 

當你進入你的內心時，你意識到你來到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那將改變世界。 你

不是來這裡改變世界的，但是你來到這裡所作的卻會改變這世界。 

 



 

 

你有太多的美德，你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快樂，這樣的美德，你希望每個人都豐裕、你希

望其他人都很好。 但是在這樣做的同時，你替他們承擔了很多，而這些都不是你的。 

是的，也許你因為承擔不屬於你的東西的經驗而感到榮耀。 但是當你問我，“為什麼？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發生？ 覺悟什麼時候會發生？“ 那是當你放下所有這些不屬於你

的東西的時候。 

深深地進入你自己的內心，深深地進入自己的美德，深深地進入仁慈的覺知。 

Shaumbra 的共同能量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都聚在一起？ 那是亞特蘭蒂斯的夢想，但它

也變成了對人類的巨大慈悲。 我知道你會對別人感到厭煩 - 我也是 - 但在你心中對別人

是充滿了愛。 

這就是為什麼當你到達這程度，而我說 “ 這不是你的 ”時，這對你很困難。你內心有如

此的仁慈、對人們有如此的愛，以致於你幾乎認為承擔人們所有的問題是你的工作， 不

是的。 

這不是你的，這個星球的苦難。 從小孩到小狗，再到老人，這些苦難都不是你的。 

你們每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美德。 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傷害別人。 然後當你不小心

做了，當你傷害別人的時候，就會有如此巨大的內疚 - 把自己拉回來，收起你的翅膀並隱

藏它們。 這不是你的。 

(暫停)  

你們中有很多人真的很想要跟你所有的前世連接。 你以前做了什麼？ 你去過哪了？ 你以

前是誰？ 但這些都不是你的。 他們在等你。 他們在等你，而不是相反的。 他們在等你。 

重點不是你以前是誰，而是你現在是什麼。 

 

你不是在否認過去世。 你並沒有拒絕他們，但這不是你。 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創傷、甚

至他們的成就和喜悅，這都不是你的。 



 

 

你腦海中經歷過的每一個想法 - 你想抵抗的想法，你試圖壓制的想法 - 你都暫停一下。 

“這不是我的。”懷疑的想法 - 是的，你認為懷疑是你的，但他們不是你的。 懷疑的想

法念頭， 無論他們是來自大眾意識，過去世，無論來自何處，這些都不是你的。 

(暫停)  

這會帶來一些不舒服的感覺，“那麼我是誰？ 什麼是我的呢？“ 這就是我要說：”讓我

們進入內心。 讓我們回到心中，進入自己的美德，進入自己的仁慈，進入你的愛中。

“ 哦，你幫助創造了一種叫做愛的東西，而且你擁有巨大的內心和巨大的愛。 它在你的

心中。 它就在你的美德裏。 

在你的內心深處是對生命的深切關懷。 它受到擦傷，劃傷和凹陷。 它變得生鏽了。 它被

覆蓋著灰塵和污垢。 

但是，如果你將所有這些汚垢都去掉，你看一看自已的美德，那對生命深深的關懷 - 真

誠、真實的關懷 ，這就是你真正的內心。 

(暫停)  

當我看著你的內心時，我看不到任何黑暗空間或黑點。 我看不出邪惡。 我沒有看到任何

弱點。 我看到了一個慈悲和關懷的心，它譲你承擔了你的家人、其他人、或你過去世那

些不屬於你的東西 - 但這些不是你的。 可以請你釋放他們嗎？ 不要跟它們抵抗。 不要勸

它們。 讓它們走吧。 

(暫停)  

我們在一個安全的空間，一個美麗又安全的空間。 我們一起進入下一個時代，也就是 

Ahmyo 的人生。 這時神性和人是一樣的。 你不能再抓住那些真正屬於別人的東西。 秘

密是，他們實際上並不希望你抓住。 

所以這麼多事情 - 從你的憂慮和懷疑，你的疼痛和你的痛苦，你的疾病和缺乏富裕，你有

時厭惡自己，到你在原地打轉，沒有進展 - 這些都不是你的。 

 



 

 

作為一名大師，你有權利宣稱，並且做到這一點。 作為一名大師，你有權利從你的意識

中、從你的頭腦中，但特別是從你的心中，把這些東西放下。 

你的頭痛、憂鬱、對自己的困擾、包括對自己的懷疑、憂慮和黑暗面，它們不是你的。 

它們不是你的。 

(暫停)  

我稱之為大師的一直在等待著。 這是一種文字遊戲。 有翅膀的大師一直在等待，等待你

放下所有不屬於你的東西，但你已經變得相當自私，自我放縱。 你允許自己玩最大的疾

病 - 抓住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上，即使你擁有所有的工具，你也不允許真正覺醒。 

藉著深吸一口氣，讓我們在這裡把它轉化掉，只是一個呼吸，不是工作。 

你會聽到我一遍又一遍地說 - 你腦中想法、晚上作夢、在我們的 Shoud 中，或任何地方 

- “這不是你的。”這不是一個提問，而是一種聲明。 我不會問你，我只會說 “ 這不是

你的。 放下吧。 讓自己自由。“ 

 

大師不想再等待了。 大師想展翼了。 

(暫停)  

這不是你的。 

什麼是你的？ 你的美德。 你的關懷和慈悲。 你深深的承諾。 那些東西是你的。 你的內

心，你的美德。 

(暫停)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這不是你的，這意味著任何引起塵垢、污垢和垃圾。 都不是你的。 



 

 

讓我們今天用這個美麗的 merabh 深呼吸一下。 

(音樂停止)  

我們在意大利的一次聚會中先試行過一次。 嗯，有趣。 最有趣的。 我們並沒有像這樣

做，我們做了有一點不一樣。 我必須在這裡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 讓我們把燈打開 - 

必須分散注意力。 所發生了的事真是太神奇了。 

突然之間，每個人都開始釋放不是他們的東西，不屬於他們的東西，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攜

帶著的東西。 當一塊腐爛的棕色雲籠罩在整個房間裡，大家開始釋放了，使得可憐的

Cauldre 噁心。 他覺得他不是會嘔吐，就是會暈倒，或暈倒在他的嘔吐物裏（笑聲）。 

當然，他做了什麼？ 他做了你們所有人都會做的事情。 他想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他做錯

了什麼？ 他沒有準備好嗎？ 他沒有吃對的食物嗎？ 當不是他的問題的時候，他把它當作

自己的問題。 這是每個人都釋放他們的東西，釋放不屬於他們的東西。 

 

你也一樣，你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個小時都這樣做，在不屬於你的事情

上採取行動。 這是自私的。 你必須放下它們。 你已經允許我協助你放下這些東西。 

  

Ahmyo 人生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這就是所謂帶體的覺悟。 這是亞特蘭蒂斯的夢想。 這就

是你來這裡的原因。 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 這不是一場比賽; 這是一種熱情。 這不是

一種嗜好; 這是你在這裡和我在這裡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很開心。 它可以是一

種超越言語的體驗。 但是現在是放下不屬於你的東西的時候了。 

我希望你今晚或明天照照鏡子，覺知到那麼多不是你的東西。 但你相信它是你的。 你已

經允許它是你的，而它不是的。 

這就好像我們將一起經歷一些非常激烈和相當煩人的時刻，因為會有這樣的持續不斷的，

不斷的提醒 - “ 這不是你的 ” - 這不會是一個提問。 我只是想告訴你，或者你的內在大

師會告訴你，“這不是你的。”這意味著放下。 擺脫它。 放下它吧。 



 

 

我們現在所作的事會帶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意味著我們就是要作了。 我們談了很

多，我們有很多的樂趣，但現在我們就是要去作。 這就是我所說的 Ahmyo 人生 - 大師

的悠閒、優雅、美好的生活- 你會發現它開始伴隨著 Crimson Circle 以及世界各地的

Shaumbra 到處開花 。 這不是凡夫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當

大師的智慧...... Ahmyo 就會開始了。智慧就是你所有的經歷，除了這一輩子的經歷，甚

至是所有輩子的所有經歷，無論好、壞，痛苦、快樂 - 當他們被提煉為智慧時，快樂或悲

傷的定義就不再適用。 就只是智慧。 

智慧是最難以描述的名詞之一。 但是，正如我在最近的一次聚會中所說的那樣，馬克吐

溫 - 那個人我只知道一點點 （開玩笑 ） - 說：“智慧就是當你不再在乎時”，這意味著

沒有爭鬥。 你不再對抗任何事情，你不試著去操縱，你不在乎了。 這只是智慧。 這是一

切你所學到的，一切你所感受到的。 它是愛、是恨，以及其他的一切，提煉出智慧。 迄

今為止，這種智慧人們尚不能取得。 我們已經討論過它，但人類目前尚未能取得。 

我們現在要讓內在大師的智慧和凡夫的內心結合。 從來沒有人能夠取得這智慧。 你可以

說它是存在於另一種狀態。 人類並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因為智慧是如此地甜蜜  、如此地

強大，人類並不認為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認為這會超過負荷。 但現在我們達到這一

點了，即大師的智慧結合凡夫的內心。 

所以我問你，在你的心裡有什麼？ 什麼是你的美德？ 你對自己有什麼好？ 我要求你深入

地去看，你對自己的美德。 

我已經談論了這一點，就是我在你們每個人中都看到的 - 你們的慈悲，你們對別人的關

懷，你們對這個地球的關懷，到了一個程度以至於你們都背負了不屬於你們的東西，-但

是， 從這個聚會開始我要求你們深入地感覺自己的內心，不是只是表面上的，我常常拿

到表面的答案，你的美德是什麼？  因為當你可以允許自己說出，並且感受到那種美德

時，你所有給其他人的美德也會來到你身上。 你的美德是什麼？ 我不是在問你的才能，

或者你擅長什麼，或者你成就了什麼。 那些沒有什麼意義。 

你的美德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大師的智慧和凡夫的心結合在一起。 這就是

Ahmyo 人生。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吧。 

從現在到下一次聚會之間，你的美德是什麼？ 在下一個 Shoud 開始時我或 Linda 就會拿

著麥克風在你們中間尋找答案。 你的美德是什麼？ 同時，請記住這些不是你的: 所有的廢

話 - 身體疼痛、家庭問題、金錢問題、關係問題 - 這不是你的。 如果你還抓住不放，我

會說你是自私的。 

我親愛的朋友們，當  Cauldre 在拿他的鞋子時，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讓我們深深吸一口

氣，令人驚嘆的 Marty 會帶來一個小小的結尾音樂。 

請記住，所有的創造都是美好的。 謝謝（觀眾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