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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I Am that I Am)，具有自主權的 Adamus。 

啊! 我很喜歡當我們房間裏的能量開始動起來了。 我喜歡為了  Shoud 我們每個月聚集在

一起。 但在我們進一步探討之前，我不得不說，“沒有咖啡的 Adamus ，就像

Shaumbra 沒有他們的懷疑和擔憂。” 

LINDA:  噢噢！ （笑聲） 

ADAMUS:  我的咖啡會在哪裡？ 

SANDRA:  這是大師球 （一種小點心）。 

ADAMUS:  噢，還有點心招待（笑聲）。 

SANDRA (對 Linda):  在你手上的是給你的。 

LINDA:  等一下。 好的。 Adamus，這是給你的。 

ADAMUS:   謝謝。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餓了？ 

SANDRA:  不，不，那是妳的 (Linda 的咖啡給了 Adamus) 。 

LINDA:  不不，沒關係，好的，等一下。 

SANDRA:  咖啡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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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好吧，我必須把它弄對（她交換杯子時，咯咯地笑）。 

ADAMUS:  她給了，又拿走。啊！ 哦哦哦。 

LINDA:  好吧，我只是覺得這杯子的圖樣，在你身上更好看。 

ADAMUS:  嗯。 我們今天在這裡有什麼好吃的？  

LINDA:  那些看起來像球。 

ADAMUS:  …這是我最後一世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的食物是燕麥片，蜂蜜和堅果，

有時還加入少許香料，有人真好送來了。 

LINDA:   其實，是有幾位 Shaumbra 帶來的。 

ADAMUS:  幾位 Shaumbra 帶來的。 

LINDA:  他們聽到了你對它們的呼喊。 

ADAMUS:  這就是我喜歡稱之為大師球（笑聲，他吃了一個）。嗯！嗯！ 

你們有些人放縱自己吃有一點過多的肉類和澱粉類食物，你可以嚐試一下這個。 燕麥

片，蜂蜜，你想吃一個我的大師球嗎？ （當他提供給觀眾，引來更多的笑聲）嗯嗯？ 

嗯。 大師球？ 要嗎？ 大師球。 

LINDA:  我們相當有個性，不是嗎？ 

ADAMUS:  噢 

LINDA:  相當有個性 

ADAMUS:  是。 給大師的美食。 燕麥實際上吸收了很多體內的毒素。 蜂蜜對你身體裡面

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如果你們有過敏，蜂蜜會幫助你。 而堅果，就只是給你（更多的

笑）。 所以謝謝！ 謝謝。 你也可以咬一口大師球。 



 

 

LINDA:  是的，對（更多笑）。 

ADAMUS:  所以讓我們從今天 Shoud 的結尾來開始。 最後。 

LINDA:  哦，我喜歡那樣。 

ADAMUS:  不是從比薩派對。 不是那種結束（笑）。 

LINDA:  還有帶食物聚餐。 Adamus，今天有很棒的食物。 對於還沒有來到現場的人來

說...... 

ADAMUS:  我只吃大師球。 

LINDA:  我告訴你，今天的食物是有史以來最棒的。 

ADAMUS:  有些什麼？ 

LINDA:  那麼，有水果 - 其實我最喜歡的食物來特蘭西瓦尼亞（ 羅馬尼亞）茄子沙拉。 

ADAMUS:  哦。 啊。 

LINDA:  是啊。 很好吃。 

ADAMUS:  所以我們可以為 Adamus 叔叔拿一點？ 

LINDA:  哦，請。 

ADAMUS:  是啊 

LINDA:  一定一定。 一定一定。 

我們從結尾開始。 讓我們從結尾開始，我喜歡這樣，因為它也讓你知道實際上並不僅僅

只有一個一般的線性時間。 我已經談論這個很久了，你已經是大師了， 現在你只是去發

覺你是如何到達那裡的。 它已經在那裡了。 那不是我說的。Tobias 很多年前在提升系列

中告訴過你，“你已經提升了。 現在，你只是在發現你怎麼到達那裡。“你猜怎麼著？ 



 

 

你可以選擇。 你想要簡單的方法嗎？ 困難的方式？ 你想覺得你真的很努力而達到的嗎？ 

你是否想要經歷一些煎熬而達到，所以你可以有很好的故事可以在成道大師俱樂部分享。 

或者你只是想滑行到達？ 這完全取決於你。 

  

吸引能量 

所以，我們將從結尾開始，今天 Shoud 的結尾是說你是一個吸引者。 一種吸引劑或一個

吸引者。 你吸引能量。 你就像一塊磁鐵。 事實上，意識就像一個創造性的磁鐵。 你一直

在吸引東西到你的生活。 當你坐在這裡，當你在網上觀看，你持續地吸引著能量流。 問

題是，你想吸引什麼，你想如何吸引它？ 

你已經習慣了吸引能量，甚至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但我想說，你用的是一種單調的、有

限的方式在吸引。 而且它並不需要如此。 你是一個吸引者 

我們將在另外一次 Shoud 討論到，你同時也是一個發送者。 你正在向外投射能量。 作

為一名創造者，您不斷投射來創造你的現實。 但今天我們要談談你的吸引力部分。 

無論你坐在這裡，或在網路觀看，你是一塊磁石，無論你是否認為自己在做任何事情，都

有一股巨大的能量流向你、通過你。 無論你的內在凡夫認知到與否，你都在完美的時刻

吸引著完美的事物。 不斷地吸引著。 

所以，就像我們在 Shoud 中聚集著坐在這裡，你在吸引什麼？ 你真的想吸引什麼到你的

生活？ 什麼樣的能量，什麼樣的經驗，你想吸引什麼樣的現實到你的生活中？ 

這是一個有點難度的問題，因為凡夫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當我問這個問題，“你

想吸引什麼到你的生活中？” 你立即進入一個非常程序化和非常刻板的限制。 

我們之前對觀眾問過這樣的問題 - “你真的想在生活中做什麼？ 你最大的渴望是什麼？

“ - 比較起所有的潛能和可能性，你們的答案卻是如此有限。 所以，此刻坐在這裡，你

想吸引什麼？ 因為你是一個吸引者。 



 

 

一旦你意識到這一點，它是如何運作的，它是多麼容易、簡單地運作，你真的可以開始創

造你的現實，以任何你想要的方式創造不同的現實。 但是，再次，有一個難度的問題，

因為凡夫真的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嗎？凡夫能夠看到牆壁以外的東西、看到他們自己設的限

制嗎？ 這不是因為你很愚蠢，也不是因為你很懶惰。 它是由於專注感而產生的。 

你有很深的專注感。 你忘了還有所有其他的東西，我們今天將會談到的，而且你忘記了

你是一個能量和經驗的自然吸引者。 無論在你的生活中你想要什麼，可以是人、機會、

富裕或其他。 

我認為大部分的人類有一種懶惰的習慣就是接受命運，根本沒有命運，沒有任何命運，但

是幾乎很容易說 “這只是我的命運。 已經有一個計劃給我了“  有一個更高的我，天使，

上帝等等，他們真的會陷入平庸的低谷，忘記你是一位吸引者，也是一位創造者。 

這就是今天故事的結尾。 現在讓我們看看我們如何到達那裡。 但我希望你記住它是同一

回事。 你是一位大師，一位覺悟大師。 你已經提升了。 這已經是一個定案了。 你是怎麼

到達那裡的？ 你經歷了什麼經驗？ 

就像我之前說過很多次的那樣，你不會因為努力而到達那裡。 你不必為到達那裏而辛苦

努力。 而是你想要以什麼樣的經驗來到達那裏？ 就這麼簡單。 

所以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感覺一下你內在一直在吸引能量的那部分。 就像一點光不斷地吸引著能量進入你的生

命，那是沒有其他人在控制，也沒有其他人在操縱，就只是你。 當然，除非你相信其他

人在控制著，有陰謀，無論是政府還是外星生物，還是你的父母或其他有影響力的人，在

動搖著你的生活。 那麼，如果你相信如此，那就是你吸引能量的方式。 如果你擺脫了這

一點，你意識到，“啊！ 我是一個有意識的存在。 我是一個意識磁鐵。 我選擇了吸引來

到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甚至凡夫可能也沒有意識到。“ 

讓我們深深吸了一口氣。 我們會在最後回顧一下，看看我們如何到達那裡（Adamus 啜

飲他的咖啡）。 非常有泡沫（擦鬍子）。 

（笑）在我們上次的聚會...... 



 

 

LINDA:  你想要紙巾來解決你的問題嗎？ 

ADAMUS:  是的，我要。 謝謝（Linda 輕笑）。 我是個紳士。 只是不在鬍子上（抹鬍

子）。 

  

智慧和心靈 

在我們上次聚會中，我們談到這不是你的。 什麼不是你的？ 任何你不想要的東西。 就這

麼簡單。 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覺得有點奇怪，有點不對勁，想著，“我可以解除所有

的東西嗎？ 我可以放下它們嗎？“絕對如此。 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你必須承擔業力的負

擔或任何迄今為止發生的事情。 沒有宇宙法規定你必須對那些讓你不愉快的事情負責。 

你不必為過去所做的事情而自責。 你可以 - （快速一瞬間！）讓它像那樣。 這不是不負

責任的。 這實際上是非常負責任的。 現在為你自己負責。 不是為過去的你，不是為前世

的你，也不是為了任何其他原因。 放下這一切。 

這不是你的，無論是健康問題，富裕問題，關係還是其他問題，無論是對你過去所作的事

情感到罪惡感和悔恨。 這不是你的。 它真的不是。 我們可以討論有關它的心理學，然後

說這些都是由於大眾意識和你的壞父母以及其他一切而造成的，但是你只要放下而已。 

你離開它。 它不是你的。 

過去一個月你們有些人過得有些辛苦。 你放下一點點東西，然後你想知道為什麼你仍然

感到疲倦，或者為什麼你有些抑鬱或有些焦慮。 你就是放下這一切。 這不是你的。 唯一

你有的就是你正在選擇的東西。 是如此而已而已。句點。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在上次聚會中談到了大師的智慧。 大師擁有不僅這輩子，還有所有輩子所累積的龐

大的智慧， 包括從過去輩子以及未來輩子的智慧。 它是沒有痛苦、傷痛，以及悲傷或任

何其他故事。 它沒有細節。 它只是人生的智慧，精髓和人生真正的美。 

 

大師，存在， 大師把從 “我在” 所提煉的智慧結晶帶入這一生。 假設房間這邊的每個人

都代表你所有的前世，你擁有所有這些人和他們身份的所有經歷。 大師來找你說：“讓

我們在這輩子跳那場舞吧。” 我要給你帶來智慧（指其中一人）。 不是你，不是你，不



 

 

是你（指其他人）。 你最終會通過她而得到智慧，但現在讓我們把它帶給你。 你和我。

凡夫和大師。邀請我進入你的房子，凡夫的房子。 讓我和你共同存在，我不打算佔用任

何空間。 我不會偷你的食物。 我不會從浴簾間窺看或類似的東西。 讓我進入那所房子。 

讓我們一起共同生存，大師和凡夫。 你仍然可以擁有凡夫的方式和美麗的凡夫經歷，但

現在也有了大師。我－這個“ 大師 ”會帶來智慧。 凡夫，你帶來了心靈。 哦，你有心， 

你有巨大的心靈。 我會帶來智慧，你帶來心靈，讓我們一起跳舞。“ 

這就是在世覺悟。 當靈魂的這個凡夫角色被大師所選上，也就是被智慧所選上，但其實

是因為這位凡夫他允許了，其他的輩子他們專注於做他們的事情，而忘了允許，他們專注

於祈禱、哭泣、偷竊、也在乞求。 他們陷入了權力問題。 他們陷入身份問題。 他們陷入

了“可憐的我”和“令人驚嘆的我”，但你是那個允許的人。 

你是那個說：“嘿，一定不是只有這樣，“我允許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我也

不敢試圖去定義它。 但我知道會有什麼。 這是我的洞見 （ knowingness)。 我會允許。 

我會大膽和勇敢，“  這個凡夫說，”我會變得如此大膽和勇敢，我會開放，我不打算過

濾。 我不會決定它是光明還是黑暗，好還是壞，或者我是否值得，因為我對所有其他輩

子的角色感到厭倦。他們很討人厭， 我有點厭倦自己了， 我對舊的人類直線生命途徑感

到厭倦。 我會沒有限制的允許。“這就是為什麼大師，智慧，在這時出現，並說，”很

好，因為我的其他輩子都沒有在聽，他們很專注的在做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沒有聽。 

他們很專注於他們在做什麼。 呃，他們太滿了，他們正在向奇怪的神禱告，他們正在做

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你，這所有輩子中的這一輩子，你允許了。 因此，當你還留在

身體裡的時候，讓我們一起共舞吧！“ 

這就是大師在你的每一輩子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已經收穫、收集以及提煉了所有其他輩

子的智慧，無論這些輩子是否知道。 他們已經提煉了生命本身之美，現在他們把它帶給

你，並與凡夫的心靈分享。 凡夫的心靈，大師的智慧，這就是在世覺悟，這就是你在這

裡的原因。 

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大師進來，不是要運轉你的生活，而是大師帶著智慧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事情進來。 



 

 

所以，在上次我們聚會中，我說：“人類有這樣一顆心。”哦！ 關於人類有很多事情可

以說。 他們有時可能很粗糙。 他們可能非常非常缺乏意識。 他們是能量竊取者。 在他們

的核心，他們是能量竊取者，就像我從未見過的，但他們有一顆心。 

  

你的良善 

所以，在我們上次的聚會中，我問你：“你的良善是什麼？ 在你內心有什麼？ 就個人而

言，你的內心有什麼？“我要求你從上次聚會後，感受一下，而你們其中的一些人確實做

了。 

所以，現在我要親愛的 Linda 拿著麥克風。在我們上次的聚會中，我警告過你，我說過

我們要談論這個，所以不要表現驚訝的樣子，“我？ 我還沒有想過它。“ 你的良善是什

麼？ 你的良善是什麼？ 我希望有人在海報紙上寫下來。 你介意來寫嗎？ （對 

Henrietta）你可能想展示給她如何使用那個像玻璃樣的東西，而且我們可能會有大約十

幾種不同的東西，所以寫得小一點。 

你的良善是什麼？ 人的心靈，大師的智慧。 你的良善是什麼？ 為了上帝的緣故，我當然

希望你已經確定了你的良善。 

你可以測試一下。 你可以在那裡寫上“我愛 Adamus”（笑聲）。 

Linda :  讓我們擦掉... 

ADAMUS:  我說了我愛 Adamus 之後，Linda 向她展示如何使用刪除按鈕 (更多笑聲) 

Okay. 

Linda :  好了，讓我們看看它是什麼樣子。 

ADAMUS:  噢噢噢！ 很甜（更多笑聲）。 

好，把觀眾席的燈放亮。 你的良善是什麼？ 哦！ 太多的光線。好吧。 Linda 。 請，你

的良善是什麼？ 



 

 

ALAYA:  我的良善… 

ADAMUS:  我的天啊 … (Adamus 笑了起來) 

ALAYA:  我的天哪（他們輕笑）。 

ADAMUS:  “ 哦，我的天啊。” 

ALAYA:（咯咯笑）我的天啊。 

ADAMUS:  “我的天啊！我不認為我會拿到麥克風！” 

ALAYA:  哦，我的良善是我相信我是一個典範..... 

ADAMUS:  一個典範。 

ALAYA:   ...  允許我在這一生中在地球上覺悟，並...... 

ADAMUS:  誰的典範？ 

ALAYA:  為了我自己。 

ADAMUS:  好的。 

ALAYA:  一個典範，作為一個例子。 

ADAMUS:  這就是在你內心的。 好的。 

ALAYA:  成為允許我在世覺悟的一個例子。 

ADAMUS:  好。 

ALAYA:  是啊。 



 

 

ADAMUS:   所以，一個典範。 你打算與其他人分享關於你是一個典範，一個在世覺悟

嗎？ 

ALAYA:  本質上我相信我會的。 

ADAMUS:  對。 

ALAYA:  如果被問到，“你是怎麼做到的？ 你是怎麼達成的？ 那是怎麼發生在你身上

的？“我絕對肯定會分享的。 

ADAMUS:  如果有人來找你，你會說什麼？有人說 “ 我的生活一團糟，你怎麼作到

的？” 你會怎麼說？ 請記住，一位大師是非常簡潔。 是的，不會用很多很長的話語。 你

打算說什麼？ 

ALAYA:  生活肯定可以是一個大混亂。 我曽經如此。 

ADAMUS:  是啊。 

ALAYA:  絕對的。 

ADAMUS:“好吧，但那現在對我沒有幫助”（笑）。 

ALAYA:  但我沒說完！ （她輕笑） 

ADAMUS: “其實，我的船沉沒得更快！”就像，“我來找你幫忙，你做了什麼？！ 你

有沒有遇到外星人？ 你做了什麼？ 你是怎麼成為大師的？“ 

ALAYA:  我只是放下。 我就說：“就是這樣。”我放下...... 

ADAMUS:  放下什麼？“ 

ALAYA:  放下所有沒用的東西。 放下所有... 

ADAMUS:“你放下你的錢？” 



 

 

ALAYA:  我放下了一切。 

ADAMUS:  你放下關係？“ 

ALAYA: 絕對放下關係。 

ADAMUS:  哦，我不想要所有這些。 我只是，像......“ 

ALAYA: 絕對的！ （他們笑）放下那些對我已經沒有用了。 那些不... 

ADAMUS:  好的。 這就是了。 “那些對我不再有用的。” 

ALAYA:  肯定放下那些對我已不再有用的。 

ADAMUS:  很好。 

ALAYA: 然後只需深入內心並說：“什麼是對我有用的？ 是什麼支持我成為現在的我？“ 

ADAMUS:  好的。 但這是大師會做的方式。 你假裝一下你是一位凡夫經歷所有...... 

ALAYA: （戲劇性）“但你是怎麼做到的？ 噢，Adamus，我的生活是如此痛苦（有些輕

笑）。 事情讓人垂頭喪氣！“ 

ADAMUS:  我聽夠了。 我已經聽夠了（更多的笑）。 

ALAYA: “你是怎麼做到的？ 哦，請告訴我。“ 

ADAMUS:  我聽夠了。 我以前就聽過你的故事，成千上萬個像這樣的故事。 我放下了所

有不屬於我的東西。 看到了嗎？ 她已經覺悟了（有些笑聲）。 

ALAYA:  啊！ 

ADAMUS: 啊！ 然後他們就走開，一點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笑）。“啊！ 明智的大

師，我不知道他或她說了些什麼，但是有智慧的大師啊，”在每次 Shoud 聚會之後它都

會發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很清楚（Adamus 笑了）。 這很有趣。 



 

 

ALAYA: “那麼，你的良善是什麼？ （更笑）那麼你的是什麼？“ 

ADAMUS:  你的是什麼？ 蚱蜢，那個是讓你發現的（笑）。 哦，真的。 我的意思是，真

的。 

ALAYA:  不，對，對。 

ADAMUS:  這是要由你來發現。 然後留下他們在那。 我的意思是，留下他們在那。 然

後，他們會在一周或一個月內回來，說：“ 我真的很困惑什麼是我的，什麼不是。 這不

是全都是我的嗎？“那時就是你要再次告訴他們，”放下所有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 

ALAYA:  我很接近。 我很接近。 放下一切...... 

ADAMUS:  所有不屬於你的東西。 

ALAYA:  那不是你的。 

ADAMUS:  是啊。 然後他們會有一段時間對什麼是他們的，感到困惑，但這很好。 他們

內在會開始攪動。 他們會讓腦袋中的舊思維攪動起來，一點點的混合。 然後他們會不斷

回來，說：“什麼是我的，什麼不是我的？” 

ALAYA:  嗯。 

ADAMUS:  你一直提醒他們：“這要由你自己的決定。”然後某一次他們會回過頭來

說：“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放下我曾經所做的壞事？ 我可以放下我的身份？ 我可以放下我

的家人？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可以放下那些嗎？“ 然後你說：”是的，當你準備好了時你

便可以放下了。“ 

ALAYA:  對。 

ADAMUS:“當你準備好了時。” 

ALAYA:  對。 



 

 

ADAMUS:  當你是一位大師時，你要用很少的話語，然後常常點頭（笑）。 

ALAYA:  我明白了。 

ADAMUS:  並做轉動眼球的動作（更多笑）。 

ALAYA:  是啊。 

ADAMUS:  然後你抬頭向上看，就像你不斷接觸更高的力量來源。 “嗯嗯（更多的笑

聲）。 嗯。“ 

ALAYA:  嗯。 我喜歡那樣。 

ADAMUS:  謝謝。 

ALAYA:  謝謝。 

ADAMUS:  嗯嗯。 

 

ALAYA:  謝謝，Adamus 大師。 

ADAMUS:   你有什麼良善 - 你寫下了一個典範了嗎？ 一個典範。 

LINDA:  寫在那裡了。 寫在那裡了。 

ADAMUS:  哦，“典範。 放下一切。“好。 

ADAMUS:  你心中的良善是什麼？ 

LINDA:  我們麥克風給特蘭西瓦尼亞茄子廚師。 

ADAMUS:  哇，哇，哇（有些笑）。 



 

 

HORATIU:  該死（更多笑）。 

ADAMUS:  裏面有大蒜嗎？ 

HORATIU:  沒有. 

ADAMUS:  好（笑）。 是。 是。 

ADAMUS:  沒有洋蔥也沒有大蒜，因為我們在這裡發出甜言蜜語。 

HORATIU:  沒有，沒有。 

ADAMUS:  莎士比亞。 是啊。 

HORATIU:  我很高興能用特蘭西瓦尼亞的能量來推銷它。 

ADAMUS:  啊，好，好。 你的良善是什麼？ 

HORATIU:  我意識到我激勵人們，尤其是我這個年紀的人。 

ADAMUS:  是啊。 

HORATIU:  我在攀岩館工作。 

ADAMUS:  嗯。 

HORATIU:  最近，我做了一些家具。 

ADAMUS:  為什麼有人有攀岩健身房？你是說攀岩健身房嗎？ 

HORATIU:  是的，攀岩健身房。 

ADAMUS:  攀岩健身房。 

HORATIU:  是啊。 



 

 

ADAMUS: 你為什麼而攀？ 

HORATIU:  沒有理由。 

ADAMUS:  這有點像靈性的道路。 你只是繼續攀登，從未真正到過任何地方。 它只是...

（Adamus 輕笑） 

HORATIU:  我認為他們是在試圖提升，但是強迫性的。 

ADAMUS:  是啊。 當你到達...時，你會得到什麼？就像我見過的一堵大牆，你爬上...... 

HORATIU:  不是。 有很多遊戲讓你 “我想證明自己”。 

ADAMUS:  是啊。 哦! 

HORATIU: “我想測試自己。 我想挑戰自己。“所有這一切。 

ADAMUS:  是啊。 哎，聽起來好像很有趣（有幾個笑）。 當你到達頂部或結束時，你會

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獎品嗎？ 你得到 … 

HORATIU:  沒有。 

ADAMUS:  得到比薩餅？ 

HORATIU:  沒有。 

ADAMUS:  一瓶好酒？任何東西？ 

HORATIU:  如果路線很艱難，而且你登頂了，開始像“Arrhh！”一樣覺得很辛苦，最後

到達頂端，就感覺像“我做到了！ 我擊敗了恐懼。“ 

ADAMUS:  是啊。 

HORATIU:  所以這就是你所得到的。 



 

 

ADAMUS:  是的，好吧，這聽起來像是在完全浪費時間和精力（笑聲）。 不，但我很認

真的。 這不就是十足凡夫嗎？ 你知道，“ 生活夠艱難了。 嘿! 讓我們豎起一些假牆來攀

登，所以當我們到達頂峰時，就可以'Aarhh！Aarhh！Aarhh！'“ 

HORATIU:  它可以很有趣的。 

ADAMUS: “ “Aarhh！ Aarhh！是說我很偉大嗎還是什麼？“是不是很像人生和靈性

旅程？ 你知道它是很簡單的，你不必攀牆，除了允許它，就是選擇在這一輩子説 “ 好

的，我完全開放，我允許 ”，除此之外你不需要為你的覺悟做任何事情。 

KERRI:  這是來自特蘭西瓦尼亞的茄子沙拉。 

ADAMUS:  哦，茄子。 謝謝。 謝謝。 （他嗅了一下。）要確保沒有放大蒜。 

HORATIU:  沒有放大蒜。 

ADAMUS:  沒有隱藏的大蒜。 

HORATIU:  沒有 

ADAMUS:  我等一下就吃。 我想繼續這一條思維。 這不是十足凡夫嗎？ “讓我們豎起一

堵牆，讓事情變得更加艱難。” 就好像你正在獲得某種點數或某種東西。 哇。 我們在這

裡做的恰恰相反。 我們正在把所有的東西放下。 沒有牆可以爬。 沒有任何障礙需要克

服。 根據人類對英雄的定義，在這房間裡沒有英雄。 沒有英雄。 唯一的英雄就是那個放

下了所有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的人。 但即使如此，也沒有什麼你必須敲打你的胸部的 （ 像

金剛）。 

HORATIU:  我的意思是，並非所有人都想證明自己。 

ADAMUS:  並非全部。 

HORATIU:  有些只是想玩得開心。 



 

 

ADAMUS:  找樂子。 這聽起來很有趣。 好吧（Linda 為了 Adamus 的態度，鬆了一口

氣）。 上個月我很和藹（笑）。 這個月有點不同。 上個月我們沒有做任何觀眾互動，我

正在彌補失去的時間。 那麼，你的良善是什麼？ 

HORATIU:  我應該說完我的故事還是僅僅⋯ 

ADAMUS:  呃，直接說良善。 

HORATIU:  我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我激勵他人。 

ADAMUS:  是啊。 好（由 Linda 帶領有一些掌聲）。是啊。 這是那些溫柔的時刻之一。 

大家，“噢！” 

LINDA: “噢！ 

ADAMUS:  這很好。 

HORATIU:  這是真的。 

ADAMUS:  是的，這是真的。 

ADAMUS:  你很和藹，鼓舞人心。 

HORATIU:  我激勵人們。 

ADAMUS:  你如何激勵人們？ 

HORATIU:  上一次有人在我工作的時候經過我，他說：“ 你想喝杯咖啡嗎？ 我感到你的

眼中充滿了慈悲。“ 

ADAMUS:  是的。 

HORATIU:  結果發現他是一位年輕的大師。 

ADAMUS:  哦。 



 

 

HORATIU:  我能感覺那特質在他裡面。 

HORATIU:  結果他被我的話語激勵了。 

ADAMUS:  好。 而且在你的生活、及其他輩子都會發生更多類似的事情。 

HORATIU:  是的，我感覺到了 

ADAMUS:  是啊。 誰付了咖啡的錢？ 

HORATIU:  其實，他邀請我到他的地方，他是一位咖啡師。 

ADAMUS:  哦好的。 好。 好。 謝謝。 所以，良善。 

ADAMUS:  和激勵 

Horista :  是的。 

ADAMUS:  好。 下一位。 你的良善是什麼？ 

LINDA:  德克薩斯小姐（有人問：“哪一位？”）。 你之前有舉過你的手。 

ADAMUS:  你介意站起來讓全世界都能看到你嗎？ 

CAROLYN:  好的。 

ADAMUS:  目前有八千七百萬人在各個空間觀看（她輕笑）。 

CAROLYN:  我覺得我的是和平。 

ADAMUS:  和平在你心中。 

CAROLYN:  和平在我心中。 



 

 

CAROLYN:  它有更多的深度。 但是當你談到允許時，對我來說，允許是一個開始，最終

目標是臣服。 

ADAMUS:  好的。 和平在你心中，這是在你的每天日常生活中嗎？ 

CAROLYN:  不完全是。 

ADAMUS:  不是全然。 

CAROLYN:  但是它在滲透嗎？ 是的。 

ADAMUS:  好。 好。 

CAROLYN:  我在一個地方 

ADAMUS:  如果你願意的話，定義一下和平。 

CAROLYN:  它是接到當下，並接受當下的時刻而不分析它，只是從一個信任的角度來反

應它。 

ADAMUS:  我會稱之為恩典。 你可以稱它為任何你所想要的，但我會稱之為恩典。 

ADAMUS:  恩典是允許能量來為你服務，它確實能在你內心創造和平，因為你不再需要

為一切而戰。 

CAROLYN:  是的。 

ADAMUS:  但這是一種恩典。 這是 Ahmyo。 這就是 Ahmyo。 你是如此的允許和信任 I 

Am，也就是你自己，你不再為任何事情而戰。 所有的戰鬥都消失了，你只是允許它而

已。 是的，還有一種和平在其中。 

CAROLYN:  是的。 

ADAMUS:  有時會有點無聊。 



 

 

CAROLYN:  感謝。 

ADAMUS:  感謝。是啊。 好。 謝謝。 你有寫下來嗎？（ 對寫螢幕的人） 和平。 是的，

太好了。 

LINDA:  好的，我們可以在這裡停下來。 

ADAMUS:  再一二位。 你生命中的良善是什麼？哦！ 我在那裡看到的臉。 哦，能量！ 

你知道（有些笑），我確信你們每一個人都會成為非常好的能量讀者。 而且越來越好，

它不是來自頭腦分析，而是非常快的洞見。  你可以閱讀或感受能量，你不必進入特別的

狀態。 你的投影是驚人的（對 Tiffany 説）。 非常強大。 

TIFFANY:  你覺得怎麼樣？ 

ADAMUS:  哦，我要讓你先回答我的回答（有些笑聲）。 你的良善是什麼？ 

ADAMUS:  不，我會告訴你的。 我感到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焦慮，生活中有很多的煩惱，

而你只是想讓它過去。 你聽到、知道很多原則理論，但你還沒有在生活中實踐它們。 這

就像... 

TIFFANY:  現在我對我的甜美有點生氣了。 

ADAMUS:  是啊。那沒關係的。 

TIFFANY:  我是。 感覺就像我現在不想與大家分享我的甜美。 

ADAMUS:  你不需要啊。 

TIFFANY:  這就是我現在的感受。 

ADAMUS:  是啊。 可以與你自己分享嗎？ （她笑了）“呃，他媽的。” 我的意思是，就

像......（笑）不，那是她說的！ 我正在讀她的能量......她說，“呃，不。 我只是想和自己

分享。“ 



 

 

TIFFANY:  上個月後我確實感覺到了。 今天我有點不高興，因為我在過去這個月裏意識到

我把所有的時間給了別人 

ADAMUS:  為什麼？ 

TIFFANY:  我就是這樣， 這正是我所做的，而... 

ADAMUS:  我的意思是，“ 這就是我所做的 ”， 這句話再也不要出現在這個房間裡了。 

TIFFANY:   我認為這是我甜蜜的一部分。 我是一名藝術家，我在各處創造了許多美麗的

事物。 

ADAMUS:  你在哪裡發展出甜蜜？ 那是怎麼來的？ 

TIFFANY: （嘆了口氣）我所能想到的是，老實說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取悅別人的機制。 

ADAMUS:  是啊。 你想要取悅誰？ 

ADAMUS: 你想要取悅誰？ 

TIFFANY:  取悅每個人，所以他們都會喜歡我。 

ADAMUS:  不，回到更早前。 你想要取悅誰？ 很早的時候。 

TIFFANY:  呃，我不知道。 早些時候，取悅每個人。 

ADAMUS:  是的。 

ADAMUS:  但我的意思是說，兩三歲時，你想要取悅誰？ 

TIFFANY:  我媽。 

ADAMUS:  了解。 



 

 

TIFFANY:  是啊。無論如何，這個月我還沒有完成這個過程。 這個月 Shoud 聚會來得有

點早。 

TIFFANY:  給我兩個星期。 

ADAMUS:  你知道，我們會推遲它...... 。 

TIFFANY:  再過兩個星期，我會變得非常棒。 

ADAMUS:  哦，還需要兩個星期吧。 呃... 

TIFFANY:  就是這樣。 

ADAMUS:   這列火車快速移動（她輕笑）。 那麼你的良善是什麼？ 

TIFFANY:  我是一位藝術家。 我以很多方式創造美麗的事物。 

ADAMUS:  了解。 

TIFFANY:  像到處都是。 我看到它並創造它。 

ADAMUS:  藝術的。 

TIFFANY:  對. 

ADAMUS:  很好。 你最近的創作是什麼？ 

TIFFANY:  最近我一直在做很多威尼斯石膏。 

ADAMUS:  好的。 

ADAMUS:  你喜歡做它嗎？ 

TIFFANY:  是的，我喜歡做這個。 我不得不說攀岩健身房的事情？ 



 

 

TIFFANY:  我非常喜歡那個。 

Adamus :  真的？ 

TIFFANY:  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它嗎？ 這是因為我喜歡我的肉體，因為我超強壯的。 

ADAMUS:  當然。 

TIFFANY:  而威尼斯的石膏也是一樣的。 

ADAMUS:  很好。 

TIFFANY:  所以，這就像我想捍衛攀岩館，因為它很有趣。 

ADAMUS:  整天捍衛。 

TIFFANY:  是的，因為它很有趣 

TIFFANY:  你知道，這不僅僅是像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不在你身體裏。 

TIFFANY:  這是關於，就在你的肉體裏和像... 

ADAMUS:  不，但我會立即停止這荒謬的討論。 它是十足的凡人。 它非常線性。 還有很

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在身體中獲得巨大的感知滿足感，但你並沒有去注意它們。 我向大家

解釋這一點。 你就像，“呃，這是現實，我在一個身體裏，我要去攀岩或製作威尼斯灰

泥。“你沒有去看那裡到底有什麼，這是今天討論的重點。 你是一個吸引源，但如果你

只是在這個狹窄的範圍內，你只會吸引一定的能量。 外面有美麗的山，你可以翱翔。 你

可以飛過去。 為什麼要爬它們？ 

HORATIU:  我這樣做的。 

ADAMUS:  很好。 但是你沒有說。 

HORATIU:  你不讓我繼續我的故事。 



 

 

ADAMUS:  啊啊啊！ （笑聲）是的，是的！ 是的（有些掌聲）。 你是對的，因為我們所

謂的時間是有限的，而 Shaumbra 有時會傾向於講述長長的大故事。 但我的觀點是有很

多其他的選擇。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TIFFANY:  我會允許的。 

ADAMUS:  很好. 

TIFFANY:  我絕對願意接受這一點。 

ADAMUS:  那麼你的良善是什麼？ 你很有創意。 你的創意之美。 創意之美。 

ADAMUS:  創意之美。 

TIFFANY:  是的。 

ADAMUS:  好。 順便說一句，Cauldre 要我提醒大家，你在 Masters Club 做了威尼斯石

膏牆。 很好。 多麼偉大的創作。很好（觀眾掌聲） 

你的良善是什麼？ 你的良善是什麼？ 

LINDA:  不要害怕。 （Linda 輕笑，有人說，“非常害怕”，還有一些笑聲。） 

SHAUMBRA 1 (女性):  你好。 

ADAMUS:  你好。 

SHAUMBRA 1:  我認為我的良善是 - 我知道你會說，但我服務人。 我在輔助生活機構工

作。 

ADAMUS:  很好. 

SHAUMBRA 1:  所以我每天為人們服務。 我有一個三歲半的孩子。 

ADAMUS:  很棒。 



 

 

SHAUMBRA 1:  我的一部分工作是幫助那些正在過渡到另一個世界的人。 所以… 

ADAMUS: 你如何幫助他們？ 

SHAUMBRA 1:  噢，幫助他們所有的日常事物，那些都是大多數人不想幫助別人的（她

笑）。幫住孩子們和老年人。 

ADAMUS:  你是否也在能量上幫助他們，就像說 “ 沒關係的，你可以放心的離開。 沒關

係的。” 

SHAUMBRA 1:  是的，實際上我在做整件事時，我在能量上給他們一個空間。 

ADAMUS:  對。 

SHAUMBRA 1:  所以，學習如何在當下，保持一個空間，保持著允許的能量，讓其他人

可以放心地有他們的經驗。 

ADAMUS:  所以，你為人們服務。 

SHAUMBRA 1:  對的。 

ADAMUS:  這是你心中的善良。 

SHAUMBRA 1:  對。 

ADAMUS:  很好。 

SHAUMBRA 1:  而且我也在試圖有更多的創意。 所以我認為 … 

ADAMUS:  試圖成為“ - 你不是要試圖有創造性。 

SHAUMBRA 1:  我允許自己有更多的時間去創造。 

ADAMUS:  就像，“我會想出我的快樂。”這不會發生的。 “我會試圖提高創意。” 你

不能的。 為什麼？ 因為那是與生俱來的，你已經是的了。 



 

 

SHAUMBRA 1:  對。 

ADAMUS:  所以那是允許已經存在的東西展現。 

SHAUMBRA 1:  對。 是。 騰出時間給創造力。 

ADAMUS:  所以，在你的心中，就是為人們服務。 

SHAUMBRA 1:  對。 

ADAMUS:  謝謝。 謝謝。 再來二位。 

LINDA:  很好。 

ADAMUS:  我想你已經開始得到要點了。 

LINDA:  來自阿根廷的 Esteban 我想他有一個答案（Esteban 笑）。 

ADAMUS:  歡迎。 

ESTEBAN:  謝謝你。 

ESTEBAN:  嗯, 我不知道. 

LINDA:  我的天哪！ 天啊！ 

ADAMUS:  哦! 哦! 哦! 

LINDA:  哦。 

ESTEBAN:  我所有的朋友都在 

ADAMUS:  哦 ! 

ESTEBAN:  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笑… 



 

 

ADAMUS:  是啊。 現在他們正在笑！ 

LINDA:  哦！ 

ESTEBAN:  是的，他們在看著我。 

ADAMUS:  因為他們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裡。 

ESTEBAN:  是的，我的朋友們都在同時觀看。 

ADAMUS:  對，對，他們真的會笑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Linda，請你過來拿麥克風（更多

的笑聲），你在女廁所裡有 60 秒（很多笑聲）。 

LINDA:  哦！ 

ADAMUS:  不，你必須進去站在那裡。 

LINDA:  拒絕吧。 拒絕吧！ 

ADAMUS:  不，你必須去。 你必須去。 （有人說，“他想體驗它。”） 

ESTEBAN:  如果我不這樣做？ 

ADAMUS:  那麼，你會用困難的方式找到答案（更多的笑）。 

ESTEBAN:  什麼是困難的方式？ 

ADAMUS:  我不會告訴你的。 你已經有了自己的選擇 - 為了不應該講的言詞得待在女厠

裡 60 秒鐘，或者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你今天會開車嗎？ 

ESTEBAN:  不，我不會。 

ADAMUS:  你不開車。 我的意思是，你會乘一輛車嗎，即使是由別人駕駛的？ 

ESTEBAN:  會的。 



 

 

ADAMUS:  好的。 

LINDA:  哦.。 

ADAMUS:   不，我只是問一下。 

LINDA:  哦！哦！ 

ADAMUS:  我只是問問。 或在厠所 60 秒。 

LINDA:  去吧。 去吧。 我會把麥克風帶回給你。 

ADAMUS:  你可以進去那裡。 是的，我們必須在這裡強調一點。 

LINDA:  它很乾淨。 它很乾淨。 

ADAMUS:  我們不可以 

LINDA:  女廁！女厠！ 

ADAMUS:  我們不可以 

LINDA:  女廁 

ADAMUS:  我們再也不能容忍 “我不知道 ”了。 

LINDA:  女廁！ （確保他走進了正確的門。）好的，這很酷。 

ADAMUS: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強調這一點。 因為你是知道的，所以我們無法容忍你說你

不知道。 你知道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強調這一點。 這不是虐待 -是有一點點，不是很

多。 但這是一個持續的提醒。 當你聽到自己對自己說這些話的時候，“呃，我不知

道 ”，你是知道的。 讓我們擺脫這些舊有的方式，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結束的地方，你是

一個能量吸引者。 你坐在這裡，你說，“我不知道，”你覺得什麼會發生？ 你吸引那些

能量 - 猶豫不決，平庸，無所作為，等著你的火車出現。 



 

 

你現在可以回來。 他在那裡著迷了。 他四處看（更多的笑聲）。 他正在感受能量。 好

吧。 足夠了。 我們不想創造新的癮。 出來吧。 出來吧。 謝謝（觀眾鼓掌）。 

LINDA:  你活了下來！ 你活了下來！ 你活了下來！ 

ADAMUS:  而你的朋友現在真的在笑了（更笑）。 耶耶耶！ 他一直在看電視，好像他會

在那裡面看到他們（笑）。 那麼，你的良善是什麼？ 

LINDA:  深吸一口氣。 

ESTEBAN:  深吸一口氣。 

LINDA:  你需要紙巾嗎？ 

ESTEBAN:  不要說那些能再次把你送進廁所的魔法詞彙。 

ADAMUS:  是的，是的（ Esteban 輕笑）。 你的良善是什麼？ 

ESTEBAN:  我散發出喜悅。 

ADAMUS:  好的。 你是一個喜悅的發散器，一個喜悅的發射器。 

ESTEBAN:  是的。 

ADAMUS:  那不是 makyo。 我能感覺得到。 

ESTEBAN:  是的。 

ADAMUS:  你不斷發出喜悅。 

ESTEBAN:  是的。 

ADAMUS:  很好，很好。 

ESTEBAN:  我覺得生活很簡單，就像⋯ 



 

 

ADAMUS:  你以什麼為生？ 

ESTEBAN:  我是一名攝影師。 

ADAMUS:   一名攝影師。很好。 

ADAMUS:   你喜歡它嗎？ 

ESTEBAN:  是的。 事實上，在這次到美國的旅行中，我意識到，實際上做一名攝影師只

是我所喜歡的一小部分，我所喜歡的就是與人交談並向人們說一些事情。 

ADAMUS:   是啊。 與人互動。 

ESTEBAN:  是啊。 就像我開始寫作，而且寫作的感覺超級的好。 有關於，“你在寫什

麼？” 我不知道，不管什麼來， 我只是讓它流入... 

ADAMUS:  所以，你不斷地發出喜悅。 那很好。 

ADAMUS:  很好，太好了。 謝謝你。 現在就是這樣。 

LINDA:  你不想要再一位嗎？ 

ADAMUS:  好，再一位。 

LINDA:  來吧。 我們需要一個資深 Shaumbra。 有人在這裡待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ADAMUS:  資深 Shaumbra？ 如果是我，我不認為我會喜歡這稱呼。 一位有智慧的

Shaumbra 大師。 

SHEA:   18 年來她第一次把麥克風遞給我。 

ADAMUS  第一次？ 

SHEA:  第一次？ 



 

 

SHEA:  對。 

LINDA:  奇蹟永遠不會停止。 

SHEA:  有一件事，如果你告訴人們，“放下它，只要放下一切，”他們就會嚇壞了。 

ADAMUS:  他們是這樣。 你可以放下一切。 

SHEA:  你也可以說，“放手吧。 如果它應該回到你身上，它會的。“然後他們會覺得更

適用。 

ADAMUS:  是的，但他們會勝過你。 他們會說，“為什麼放手？ 我會堅持下去，因

為......“（Adamus 輕笑） 

SHEA:  不。 

SHEA: 他們會放手。 

SHEA:  我不知道。 它就是有效。 

ADAMUS:  那麼你心中的良善是什麼？ 

SHEA:  無條件的理解，傾聽。 

ADAMUS:  傾聽。 好。 好。 你傾聽誰？ 

SHEA:  主要是我自己，但是陌生人會來，開始和我說話，告訴我他們的整個人生故事，

沒關係。 

ADAMUS:  是啊。 你有沒有覺得他們是能量攝取？ 他們的故事有沒有曾經讓你覺得無聊

和噁心？ （笑） 

SHEA:  可能有一些有，但不是全部。 

ADAMUS:  不會打斷你... 



 

 

SHEA:  我可以說。 

ADAMUS:  …但人類實際上並不是很出色的説故事的人。他們一直說，一直繼續、繼續。 

SHEA:  哦，是的。 

ADAMUS:  他們是走直線的。 “當我兩歲的時候......” ， 這就像是這故事要説到那去？ 

（有些笑） 

SHEA:  是的。 

ADAMUS:  如果你要講故事，學會從結束的地方開始説起，然後回頭說前面，在快速總

結。是啊。 切入重點。 

SHEA:  但我不會把那些故事收進自己裡面。 

ADAMUS:  是啊。 出於好奇，你為什麼要聽那些故事呢？ 

SHEA:  這只是我一生中會發生的事情。 

ADAMUS:  誒！ 我們就停在這裏。 停止。 一切都停止不動。“ 我不知道” 這句話 ， 和

這句話，“我一直都是這樣做 ” 我們要制止它。 

SHEA:  好的。 

ADAMUS:  我的意思是，我們真的再也不能說了，因為它們很愚蠢。 “這就是我以前一

直這樣做的方式”，在這個教室或任何你所在的地方都不能再用了。 

SHEA:  好的。 

ADAMUS:  好，好。 感謝您將此引起我們的注意。 

SHEA:  我想我原就應該這樣作的。 



 

 

ADAMUS:  絕對的（有些笑）。 是的，絕對。 謝謝。 好。 （有人說“這是你的命

運”）是的。 你註定會把它提起來（Adamus 發出怪聲！）好吧（更多的笑）。 

 

Adamus'的答案 

我問了一個問題：“你內心有什麼？”有很多好的答案，很多不同的答案，十分多元化，

但我要總結一下。 我要提煉一下結晶。 這是一個提煉的例子。 我們收到了很多東西，我

們聽到了很多話。 讓我們把它簡化，或者從所有這些中提煉出本質結晶，我們有和平、

恩典，我們傾聽他人，我們為人服務，激勵人們，和藹可親，當一個散發器或散發著喜

悅，一切美好的事物。 但我會把它簡單地寫成一個非常簡單的單詞：慈悲心。 

由於許多不同的原因，你們每個人都對人類有極大的慈悲。 你們中的一些人，因為你從

一開始就在這裡; 你幫助了這件事的誕生。 你們中的一些人，因為你已經在地球上很多輩

子了; 你明白人生中的歡樂，美麗，失敗和悲傷，人生的戲劇性，但你仍然喜歡它。 當你

能超越人類的生命時，它其實是很棒的。 當你陷入其中時，它並不是那麼棒。 但你超越

它時就能看到它的美麗。 

你們為別人服務已經很多輩子了，無論是由醫院還是醫療保健的方式， 或作為傾聽的牧

師還是修女，他們真的很善於傾聽 - 實際上，他們總是睡著了，但沒有人真正知道（少數

笑），但他們培養了傾聽的技巧; 或只是在生活中擁有巨大的愛 - 對孩子和伴侶以及其他

人的愛 - 你，Shaumbra，你們全都擁有巨大的慈悲。 這就是你的內心。 不管你如何

說，但幾乎每個拿到麥克風的幾乎都會這麼說。 這是慈悲心。 這是欣賞，認可他人，服

務他人，陪伴他人，照顧他人。 你們沒有一位想傷害別人。 事實上，也許你會以另一種

方式。 你們仍然試圖在拯救每一個人，而你們正在慢慢地了解到，它是不能被完成或者

是不應該被完成的。 

但在你心中有一種慈悲心。 你的凡夫方面有一種無法在任何其他創造中找到的慈悲。我

知道有時候你會想，“在其他世界一定有一些存在，他們充滿了彩虹、愛和一切。”不是

的。 不是真的，因為他們中沒有一位像你一樣擁有生命的旅程或人類的心靈。 



 

 

你的同情心遠遠超過你所說的人類的一般標準，我並不想在奉承這裡的任何人，但是你對

人類有如此的熱愛和慈悲心，有時候，實際上是大部分時間，你拒絕給自己同樣的服務、

同樣的喜悅、同樣的和平或任何事情。你太過於拒絕給自己了。為什麼我說太過了呢？因

為你現在藉由退縮、拒絕給自己慈悲心，而其實真正在做的是，你不會成為一個典範，也

就是我們剛列出來的第一條。想像一下，一個真正在地球上在世的大師，一個典範。現在

帶入凡夫的慈悲心，想像一下這對這個地球或新世界能有的影響。把慈悲心給予自己，然

後散發給別人，與他人分享，通常不需任何言語或任何身體上的服務，而只是與他們分

享，想像那會對人類有什麼影響。不要一天到晚辛苦地傾聽他人的問題或照料他人身體上

的需求，而是要成為一個典範。這才是你心中的慈悲。 

  

慈悲 

 

現在，仔細聽我說 ，或者稍後再回來聽 ，但什麼是慈悲？ 什麼是慈悲？ 我們特別在一些

聚會上，比如 Keahak 或 Threshold , 討論了這個問題。 慈悲是來自靈魂，來自 I Am。 

慈悲，存在的喜悅。 沒有伴隨任何東西，也不是有目的要從 A 點到 B 點，而是單純的存

在的喜悅。 那是靈魂、那是 I Am 的激動。 它不需要爬山，也不需要執行大任務或巨大

的成就。 如果你感覺一下，靈魂的慈悲就只是存在。 “我存在。 我就是我。(I Exist. I 

Am that I Am. ) “，那就是如此的慈悲、激動、喜悅和所有的其他的，“我就是我！( I 

Am that I Am.) ” 這就是靈魂的慈悲或熱愛。 

 

現在仔細聽我說。 這種靈魂的熱愛和慈悲，就是創造或帶出能量的東西。 能量是被濃縮

的慈悲。 在你內心的是慈悲。 愛，慈悲，無論你想稱之為什麼，對他人的讚賞 - 那就是

能量。 你是一個吸引。 你有吸引力，你吸引能量。 

 

但是，當內心被懷疑、恐懼、悔恨掩蓋了時， 當內心因為內疚和恥辱而無法發光時，這

些都是很大的問題，對於你們一直是大問題; 當內心被掩蓋時，他的能量吸引力不能很好

的發生作用。 它有一個很大的過濾器。 當你敞開心扉，當你允許給自己相同的慈悲心就



 

 

如同你給他人，給自己相同的愛就如同你給他人，突然間一切都改變了。 一切都改變

了。 

這是一個要點，我想你可以把你擁有的慈悲稱為一種物理學。 當我談論人類的心靈時，

慈悲是帶來能量並創造你現實生活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裏大膽地邁一大步地說，現

在我們要打開心。 我們要把在你內心深處的慈悲，帶到你的現實生活，你凡夫的現實生

活，然後我們要來觀察能量如何塑造現實生活，和形成真正的改變。毫不費力。 沒有爬

山，除非你想爬山。 我不是在找爬山的麻煩。 我只是不明白當有如此多的其他方式來體

驗生活的感性。 但那只是我的觀點。 

所以，現在，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記住，你是一個能量吸引者，吸引者。 你不斷地帶

入能量流。 你是一位富有慈悲心的人。 慈悲在你的心中，比其他大多數人多很多。 它確

實是的，否則你不會在這裡。 

現在，感受一下你敞開心時的動力 - 如果沒感覺到什麼，只要把它與帶著智慧的大師分

享，向大師打開心， 看能量動態如何在開始改變。 這是毫不費力、不用頭腦的，因為你

不必考慮它。 沒有任何努力在其中。 

  

Focus  專注 

現在讓我們換一下檔。 接下來，我想在屏幕上顯示一張圖片，並向所有在網路觀看的人

展示，請把燈光關小。 

我希望你盯著圖表。 不，我沒有試圖催眠你（笑）。 



 

 

(暫停, 圖像顯示在屏幕) 

在催眠別人的過程時，你真的會有稱之為

不好的業力，特別如果是出於權力原因的

催眠。 只要盯著螢幕一下子。 

 (長時間的停頓) 

好的。 請點亮燈。 圖像離開屏幕。 

Linda 拿著麥克風。 你經歷了什麼？ 你

有什麼感覺？ 你剛剛有什麼經驗？ 

LINDA:  好的。 

SHAUMBRA 2 (女性):   圓圈和楔子。 

ADAMUS:  嗯。是啊。 但你有什麼感覺？ 我知道那是什麼，但是...... 

SHAUMBRA :  哦，有點...... 

ADAMUS:  請把麥克風靠近嘴巴。 

SHAUMBRA 2:  有一些和平。 

ADAMUS:  一種和平。 

SHAUMBRA 2:  我感到詳和。 

ADAMUS:  好的。 好吧，和平。 下一個。 你屏幕上的圖像讓你經歷了什麼？ 

STEPHANIE:  我經歷了一種斷裂...... 

ADAMUS:  斷裂。 

STEPHANIE:  是的 



 

 

ADAMUS:  好的 

ADAMUS:  只是，圖像讓人感到斷裂。 好的。 

ADAMUS:  有趣。 你有什麼經驗？ 

ANDY:  它讓我感到非常困惑。 

ADAMUS:  困惑。 

ANDY:  是的 

ADAMUS:  好的，再二位 

SHAUMBRA 3 (女性): 我可以以兩種不同的方式看待它，並且我有一個選擇。 

ADAMUS:  了解. 

SHAUMBRA 3:  所以，其中一種就是一種圖案模式，就如字面上的意思。 另一個是動

態。 

ADAMUS:  動態。 

SHAUMBRA 3:  就好像有時候，我的腦子可以看到動態。 

ADAMUS:  就是如此。 好。 再一個。 你有什麼感受？ 

EDITH:  我跟 Stephanie 的經歷相同 。 它只是很多方塊，而且它們看起來正在移動而且

有很長的手臂等等。 

ADAMUS:  好。 好的。 現在，讓我們再次把燈光弄暗，圖像回到屏幕上。 這是一個典型

的催眠模式，我們並沒有用它來催眠任何人。 請把燈光弄暗，圖像回到網路上。 



 

 

好的。 你看著這個，如果你盯著它，你會開始看到動態。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大腦不知

道如何閱讀所有被專門設計的圖案，所以它開始會看到動態，並且很多時候動態會把你吸

引入內。 有時它會讓你覺得它來到你身上。 

(暫停)， 

當你盯著這個，有時也會有迷失方向的感

覺。 當你盯著它時，你會對周圍的環境

失去方向感。 它非常有催眠的效果。 當

你繼續盯著它一段時間，你會開始陷入

它。 你被拉進去了。 

 (暫停) 

頭腦對於在如何思考及如何銓釋光、聲音

及各種感覺的輸入，都有一定的模式。 

它是有一定的模式。 而現在頭腦實際上

在創造一些模式、創造一些圖像，那些甚至都不一定存在，但是頭腦總是被迷惑住，而被

吸引進去。 

請開燈。 

這是專注感的一個例子。 今天我用這個特殊的圖形，基本上以一個象徵的方式來解釋當

來到這個現實世界會發生的情況。 當你來到地球的時候，你接受了這個身體，你在時間

和空間裏，它和那個圖案模式沒什麼兩樣。 你陷入了。 你被吸入了。 這是很吸引人的。 

它有一種催眠你的方式，把你拉進去。 

你們中有一些人的身體和頭腦，開始感到有些迷失方向，因為你正在走入另一個現實狀

態。 你正在走入另一種感受現實的方式。 你越來越集中注意力，它需要身體和頭腦稍微

調適一下。 這就是為什麼你有一點迷失方向的感覺。 然後，當圖像停止時，你嘗試返回

到您熟悉的環境。 但是你在這裡的熟悉環境，也只不過是讓你陷入的吸引人的模式。 當

你第一次來到這個星球，你就陷入或被戲弄或任何你想說的，然後你便習慣它了。 



 

 

然後你開始說：“但這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會質疑它。 這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我

必須呼吸， 這是很荒謬的“ 其實，你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相信你就需要。你相信你需要

吃東西，你需要喝水，那麼這就是你將要吸引到你生活中的東西，這就是你的現實將要建

立的方式。 

當你深深地專注時，你會盡一切努力來證實專注。 唯一能改變這種情況的是一個人有了

洞見，也就是 Tobias 稱之為“玫瑰的果實”，有出路，當一個人有洞見知道還有更多之

時;  當一個人說：“我知道我陷入了這裡，我的頭腦分析並說，'它是黑色和白色，它是圓

形的，有線條。'”你可以無限地嘗試描述該圖形的物理 ，這並沒有關係。 你仍然在圖

中。 你仍然在那個專注點上。 你仍然處在那個現實中，這讓人很難看到在這個現實之外

的任何東西。 

所以，當頭腦思考每一件事情，從創意，到解決老問題，到生活的下一步，你將如何生

活，這些都是從這裡面（指向圖形）完成的，你忘記了還有更多其他的。 這一切都專注

在這裡，而不是意識到在這外面還有更多。 

頭腦有一個傾向，會去嘗試分析，並基本上証明、合理化在催眠模式中的存在狀態，或者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在人的現實中。人類的現實沒有什麼錯，但它非常非常地狹礙。這就

是你來這裡的原因。基本上你說：“有一個洞見超越了我陷入的這個現實。有一個洞見，

一定有一個東西超過由黑與白所創造的某種類型的現實。一定還有更多。“ 我們之前已

經討論過這個問題。這就是把你帶來這裏的原因。這就是每天的凡夫生活讓你瘋狂的原

因。但是，大腦仍然會努力使這專注點、這現實合理化。它會試圖找出它的出路，如果你

真的仔細看，那只是一直在繼續，繼續和繼續。現在想像一下，這就是現實，那就是你在

那條隧道下的靈性路徑。它就是一直繼續但再多也都是一樣的。有些事一定需要改變。 

我在“大師回憶錄”中，藍色之國的故事中談到了它。 在“藍色之國”的故事中，原本

這個社區，這個村莊，他們擁有所有的顏色。 他們有紅色、黃色、粉紅色、紫羅蘭色，

及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任何顏色，甚至在人類光譜中都沒有的顏色。 他們擁有所有這些

顏色，但他們喜歡藍色。 他們喜歡藍色，而藍色是最受尊敬和崇拜的顏色。 

藍色在市場上會帶來更多的錢。 任何藍色的物品都可以賣更多的錢。 哦，對藍色有這樣

的敬意。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只是他們的方式。 也許這是對藍色的專注。 但很快，他們



 

 

現實中的一切都開始變成藍色。 他們的膚色開始變成藍色。 衣服是藍色的。 房子是藍色

的。 當然天空也是藍色的。 地面是藍色的。 各種不同的藍色色調，並有藍色的陰影，所

以你可以區分出不同的物品。 但一切都是藍色的。 他們的錢是藍色的，他們的歌曲是藍

色的，一切都是藍色的，因為他們陷入了催眠的専注，或許基於他們的藍色的熱愛或他們

對藍色的感受，誰知道，但很快一切就是藍色的。 藍色就是全部。 所有其他的顏色都被

遺忘了。 沒有人在寫關於不同的顏色。 沒有人寫說 “那曾經是黃色的。 那曾經是紅色

的。“ 一切都是藍色的。 

但是有幾個人知道還有更多。 他們就是知道，並且試圖向其他人描述。 他們試圖說，

“有更多顏色但不僅僅是藍色。”但他們不能。 他們找不到通當的詞，因為他們的詞彙

都是藍色的。 沒有任何字給黃色。 沒有任何耳朵會聽到黃色或紅色或任何其他顏色，所

以他們感到沮喪挫折。 他們充滿了焦慮。 他們知道還有更多的，但是，他們開始認為他

們是不是瘋了。 也許他們只是在編造。 也許他們應該就是對藍色麵包，藍色比薩、藍色

足球以及藍色的所有東西感到滿意快樂。 他們試圖回到藍色，但他們內在有些聲音嘮叨

著。 聲音說：“我寧願死也不願意繼續活在這種藍色的存在。” 

當他們這樣説時，事情開始打開了。 我的朋友，這就是你的故事， 那就是你。 這就是你

說的，“我們處於如此一個専注點，”藍色可能就是時間或空間。 藍色可能就是二元對

立。 藍色可以是任何東西，但它是有限的。 它並不是存在外面的其他全部。 除此之外還

有很多，這個也很好，但還有很多很多。 

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專注，是一種感覺，一種感知現實的方式，一種美麗的感覺 -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圖

形）拿下來 - 這很棒的。 專注實際上是所有感知中最神奇的一種。 它會抓住你，你會變

得如此專注、如此藍，很難找到你的出路。 這是很典型的 - 我想說的是錯誤 - 典型的誤

解是你會用藍色來離開藍色，但它不會有用的。 你必須改變你的現實。 

  

替代現實 



 

 

ALT 鍵。 你們的電腦上都有這個鍵。 交替（Alt )- 它意味著不同。 這意味著一個改變。 

這意味著不再是藍色。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活化 - 我不喜歡活化。 我們要記住 Alt 

鍵。 Cauldre 當然聽錯了（觀眾笑）。 我們將記住您內部已有的 Alt 按鈕。 交替現實。 

當你看著生活時，當人們說：“明天會帶來什麼？ 什麼是覺悟大師？“ 還有其他的問

題，你仍然在專注中、在限制中思考。 這就是為什麼當有人說 “ 我不知道 ” 或 “ 這就

是它總是被完成的方式 ” 時，我不喜歡這些詞句。讓我們再也不要說 “這是它總是被完

成的方式”，因為這只是另一種方式用催眠模式捕捉你。 “嗯，我只是在這種催眠中。 

我在這個專注點上。 當然，一天 24 小時。“ 不，沒有。 有一個替代現實，一天沒有 24

小時，一天中沒有小時，沒有時間。 它並不是存在外面，它就在這裡，但你沒有看到

它，因為你在屏幕上非常專注。 

這不是一個智力遊戲。 在我們要去的地方頭腦不能玩，至少現在不能玩。 頭腦無法控制

它。 頭腦對它沒有統治的權力。 實際上頭腦會在短時間內反對它，直到頭腦學習適應替

代現實為止。 

這個現實是一個非常深的専注，但你已經知道事實上還有更多。 你只是幾乎不好意思談

論它，因為你不知道如何向其他人解釋它的物理性。 你在想，如果你只是在編造這件

事，或者我們只是有點瘋狂。 我可以告訴你，親愛的朋友們，有替代現實，而且它們在

這裡。 它們不在外面某個地方， 它們就在這裡。 我們只需要按替代現實的按鈕。 就像聽

起來那麼簡單，但這也是一點挑戰。 

你真的準備好離開舊的專注了嗎？  你是否真的準備好感受一些可能讓你的身體感到非常

不安的東西，因為它不習慣於替代現實。 它習慣於專注。 而且，頭腦有時會想知道你是

不是瘋了？ 你真的準備好要按替代現實，不同的現實嗎？ 而且我知道答案是肯定的，但

我告訴你將會需要大量的允許，因為你按下了替代按鈕，突然間事情真的變得不能理解。 

但是，它會比以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使你感知到現實。 

讓我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解釋。 現實不過是一種在某個特定範圍內的能量和意識的經

驗。 它通常是由信念來決定的。 例如，在這個星球上，關於你如何來到這裏以及你要去

的地方有兩個主要的信念。 關於人類狀況有兩個主要信念。 一個是進化，達爾文 - 他某

方面真的很瘋狂（笑）。 他真的是。 聰明但瘋狂。 達爾文，進化論認為所有事物都是從



 

 

綠色的池塘浮渣演化而來的，它只是一種進化的過程。 你曾經是猿猴。 你可能是意外中

從某種生物演化而來。 一切都只是一種演化。 

現在，達爾文和進化論並沒有真正談論這個池塘浮渣是如何形成的，最初的微生物或生物

體是如何形成的。 他們略過原始的開始而直接進入演化過程。 另一個是神創論。 上帝創

造了你。 把亞當和夏娃放在花園裡，創造所有的你們，現在你們是罪人，下到地球。 

這些是兩個主要觀點關於你如何到這裡和你要去那裡。 在宗教或神創論中，就像通過救

贖，通過雙手和雙膝在地，乞求寬恕或遭受業力之苦以回歸上帝的恩典。 這甚至沒有道

理，但地球上有大約 47 億人在某種程度上相信它。 這根本沒有道理，但它是一個有趣的

遊戲。 那些是兩個主要的學派關於你如何形成的。 

現在讓我們深呼吸一下。 

我並不是說任何一方是對或是錯。 事實上，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方式都是對的。 但是，我

們現在按 “Alt” 按鈕。 

我們是如何到達這裡的？我們要去哪裡？ 讓我們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者感受與神

創論或進化論完全不同的東西。 讓我們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吧。 

深吸一口氣。 Alt，不同的方式。 它甚至根本不想。 Alt 鍵沒有連接到大腦。 Alt 鍵沒有

連接到大腦。 它是連接到大師的智慧和凡夫的心靈。 按下 Alt 按鈕。 

琳達，拿麥克風。 開燈。 

我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我們要去哪裡？ 什麼是新的創造理論？ 我請求你，不要說“我

不知道”。如果你認為你不知道，只要編造一下，你就會意識到它的真實性。 請。 

JOHN :  意識說，“我想體驗。” 

ADAMUS :  很好。 

JOHN :  所以它變成為了這樣。 



 

 

所以它成為了這樣。 我自己不能說得更好了。 意識說，“我想創造。 我想體驗“，所以

就如此發生了。 我們無需將麥克風傳遞給任何其他人。 謝謝（觀眾鼓掌）。 

現在，科學處於專注之中，正處於這個令人著迷的圖形中，科學說：“那是不對的。 我

可以在這裡向你證明這些事情發生了，這裡有科學證據，你充滿了一些新時代的東西 

“ ，而創造論者會對你說，”哦，你會讓上帝生氣， 你會下地獄，你需要悔改，或者你

是一個異教徒。“所以他們會來回爭論，但你是絕對正確的。 這就是創造。 

創造不需要進化。 創造可以發生，然後回過頭來看，“ 這是怎麼發生的？”它是可能發

生的多種方式之一的那一種？ 所以意識 - 快速地！ - 就像這樣創造它，然後創造了關於

你如何到達這裡的整個長長的大故事，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 這只是一種經

歷，但也就是這樣。 意識選擇了創造，因此我們在這裡。 絕對是如此。 

所以，我的朋友們，這是思想流派的一個例子，大眾意識的思想流派在某點上可能是正確

的，因為某種程度上你可以用科學方法推回去，看看事物是如何進化的。 你也可以順著

創造論說上帝突然揮動雙手，然後這一切都發生了。 這有點像意識，但它是把功勞給別

人。 

從現在開始你在做任何事情，先停下來，按 Alt 現實的按鈕。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來看現

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來創造。 

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 在日常生活中，你會遇到議題或問題，可能是金錢問題，也可

能是決定下一步你的生命要作什麼的問題，也可能是關係問題，自我價值或 無論它是任

何問題 ，你的頭腦有一定的思考方式。 你的思維是在我們之前展示的那種圖案模式中，

在那個迷人的模式中，你的思想會繞圈圏 - 讓我們把那圖案再放一會兒 - 你的思想會在這

個模式中一直繞圈圈來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法，比方說，你有關係問題 ; “ 你應該和伴侶繼

續在一起嗎？ 結果會如何？ 會有什麼財務影響？ 他或她會不高興嗎？ 他或她是否會威脅

或甚至自殺？ 他或她會否會對別人說你的壞話？因為他或她知道你所有的骯髒小秘密和

壞習慣？“ 

所以，你看，突然你完全在這個問題上，這整個迷人的專注，頭腦專注，心理專注試圖想

出關係問題，該怎麼做。 你來來回回的想著。 你每天都變得更加悲慘。 你無法忍受與你



 

 

同住的那個人，但你不敢告訴他們你不再愛他們了。 你想知道該怎麼做，該做什麼，該

做什麼。 那就是你該停下來深呼吸的時候了，你按下 Alt 鍵，然後離開你的舊模式。 

Alt 並沒有連接到大腦。 Alt 不會進入迷人的模式或專注。 無論問題是什麼，Alt 都為您

打開更高層級的、全新的解決方案。 大問題，小問題，任何事情。 你生活中的任何事

情。 

如果你現在面臨挑戰，你的生活接下來要做什麼？你想要成為在世的大師，你知道你的工

作不再對你有用。它讓你停滯不前，但你需要它來支付賬單，你又回到舊有的模式了。你

試圖弄清楚， “ 我該如何擺脫這項工作？我該如何擺脫這種情況，擁有足夠的錢成為在

世的大師，能搭飛機頭等艙，擁有一個美好的家 “  ，這是你應得的，而且你知道你應得

的，但是頭腦又回到了這裡、進入了專注、回到頭腦自己尋找答案，那麼你要怎麼做？你

說，“ 好吧，有一天它會來找上我的。” 你已經進一步更進入了這種舊模式，因為它不

會有一天來到你身邊。你只是更深入了舊模式。你可能有一段時間會忘記你的問題，但你

不會解決它。而且，您正在嘗試用舊工具解決您生活中的問題或議題，你進入了專注，並

使用頭腦思維，它們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頭腦它離不開自己。它不能。因此，頭腦

總是在自己內部尋找、探測答案是什麼？答案不在那裡，這是個好消息！ 

如何擺脫頭腦？ 你按替代現實按鈕。 然後真正停止思考。 去散散步。 去爬山，如果這是

你想要的。 烤個蛋糕，吃一些大師球（一種點心），不管它是什麼（笑聲）。 您只需走

過按下替代現實的能量體驗，然後離開自己的原來模式。 

答案會出現，也許不是在那一刻，但答案會出現，而且它會跟你頭腦所想的如此不同，以

至於你一開始會認為你瘋了。 你會對答案產生懷疑。 它不會像是書面文字之類那樣是個

答案。 它會是一種洞見，一種感覺 - “啊，好的” - 這種感覺會像一陣美好的浪潮一樣

在你身上出現。 但是，你的頭腦，將開始嘗試吸入它，試圖吸入這新解決方案的美麗，

優雅，驚人的擴張性; 它會試圖又把它吸入專注模式（圖形或專注）。 那也就是你要回來

按 Alt 現實。 “呃呃，呃。 我們不去那裡。 我們要去替代現實。“ 

最初，你的頭腦並不真正理解。 你會試著用言詞來描述，它幾乎是不能被定義的。 你會

試圖將你生活中的新解決方案合理化，而它與頭腦的運作方式並不一致。 你看，這張



 

 

圖，頭腦總是在吃掉自己，而且它是無限的，所以它可以繼續一直一直吃。 它始終在自

身重覆著。 我們將要替代現實，進入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 

你可以將它用於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這不是魔術; 它是意識。 它是意識，那就是吸引者。 

意識會使你擺脫這個（專注圖形），因為在這之外，整個牆壁，整個房間，整個建築物，

一切都是意識。 意識是允許你及將你帶入替代的現實，而不是人類的現實。 你知道在電

視科幻節目和科幻小說中，它描繪的是一種不同形式的人類現實，但它仍然是人體，它仍

然是人類的頭腦，它仍然是人類的行為以及人類其他所有的事情， 它只是加入了一點額

外的怪異。但這是如此不同。 它不僅僅是替代人，它是真正的替代現實。 太不同了。 

所以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從現在開始，你已經掌握了這一點 - 你可以稱之為一種工具，它

始終存在著，你重新意識到它 - 替代現實。讓我們稱它為一個按鈕。這是你自己內在的一

個扳機，它沒有連接到頭腦中，它會為你提供一些不同的觀點，就像我們剛才聽到的這些

觀點。我們科學家和宗教領袖已經爭論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關於人類如何來的。剛剛約

翰弟兄簡單明瞭地説：“ 這只是意識的創造，當它想要時，我們就都在這裡了。” 其

實，這就是事實。科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現它; 宗教刞永遠不會接受這個說法。但這是

事實。沒有意識，便什麼都沒有。憑藉意識，你可以創造這樣的現實。通過意識，你可以

創造專注感，讓你陷在這樣的現實中。憑藉意識，你可以創造任何你想要的現實，但它不

是經過大腦。這不是意志力。和權利無關。它甚至沒有使用能量。 

在創造中沒有任何能量。 大多數人將創造等同於大量的能量。 真正的創造，真正的意識

並沒有一點能量在其中。 只有在後來，你可以說，創造是在創造者 － 也就是你 －的內部

產生的，只有這樣，慈悲或熱情才會產生，才能帶入能量而使它成為現實。 這就是為什

麼我說看你的內心。 看看你內心有什麼。 你原來用不同的詞來形容它，但它實質上是慈

悲。 現在把它帶給你自己。 帶入你的生活。 突然之間，一切都變了 - 輕鬆，優雅地毫不

費力。 

  

替代現實 Merabh  ( Merabh 由錄影 1:27:30 開始)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讓我們帶上一些音樂來整合這一切。 今天我們用了很多話語，很多

分散注意力，但讓我們把所有這些都在 merabh 中整合。 



 

 

(音樂開始) 

所以現在是時候了，現在是大師智慧的時候了。 因為你允許，所以大師出現了。 

（暫停） 

I Am 的其他輩子都沒有如此的允許，但，你是的，現在智慧顯現出來了。 

（暫停） 

我敢說，你已經忘記了凡夫真正的內心。 你正在忙著克服傷口和挑戰。 忙於掙扎和戰

鬥，攻擊一些假想敵，打一些不再需要打的仗。 全忘了你心中巨大的慈悲。 

（暫停） 

當你最後離開人體來到另外一個世界時，如果有一件事能夠讓你永恆的聞名，那就會是你

對他人的慈悲。 這就像是你穿的色帶，你會稱之為能量場。 它永遠不會消失。 

當你遇到其他在其他空間的天使們時，他們會立即看到在你身上的能量場。 

那個色帶，那個一你對別人的慈悲，你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我希望你開始觀察其他人，他們有不同程度的慈悲心。 有些非常非常少。 有些人沒有比

在森林中漫遊的動物更多的慈悲心，其他人則有不同程度，但沒有一位像你如此擁有慈悲

心。 但你的心經過幾輩子已經變得更加堅硬了，也許正是因為那種巨大的慈悲，你可能

被別人利用了。 但是，你知道，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 早就過去了。 沒有人能以任何方

式危害你或傷害你。 

(暫停) 

認知到你是一個意識的存在者，意識就像是偉大的創造者，但它不需要任何能量。 意識

就像一場夢，就像一場熱情......想像著可以創造出什麼，可以體驗什麼。 然後它帶來能量

來承現它，但不僅僅是在物理方面。 它也帶來能量顯示現實。 



 

 

你看，即使我現在跟你說話，你在時間和空間的物理領域，但你的意識是在想像、夢想和

創造故事、經驗、甚至不是在身體現實的非常感性的體驗。 你在夢境中偶爾會窺見它

們。 

我們到了這個時刻可以來超越這個矩陣，那個頭腦和日常生活的催眠模式。 所以，我們

回到這一點，我們允許替代現實的按鈕。 它一直在那裡。 它不是新的。 它只是好像被覆

蓋、被隱藏了。 

這個 Alt 鍵是真正在你的存在裏。 你不需要爭取或贏得。 你可以說，替代現實是你與生

俱來的權利，是你內在創造者的權利來超越二元對立，來超越你生活中問題的舊答案。 

它可以自由使用，它不會連接到大腦，也沒有其他人可以使用它。 這是你的。 經由認知

它、允許它，你會了悟到，如果你遇到困難，你就按那個鍵。 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不

同的觀點，不同的現實，是的，他們可以與這個現實混在一起。 是的它們可以。 它不是

只能這個或那個。 這是一個 “ 和 ”。 你並不局限於一個或兩個現實。 

驚奇嗎？ 是的。 但這是非常真實，而且都是意識的結果。 有趣的是，我們並沒有在這裏

創造任何新東西。 我們只是在走出非常有限的専注上。 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 我們正在

走出屏幕上顯示的模式。 

這個替代現實可以用在你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上。 請記住它上面是沒有天使的手的。 這不

是你的更高的我作的。 這是你 - 你和大師的智慧。 

這可以用在小議題，譬如如果你想購買新車，新房子。 它也可以用於解決較大的人的問

題 - “我的工作該怎麼辦？” 它可以用於你生活中的重大議題 - “ 我該如何脫困？ 我如

何允許我的在世覺悟？ 我如何有健康和財富？“ 

但在 Alt 現實按鈕上有個附屬細則。 不是太多，但足以讓我們在這裡確認大家看到。 

一個是，它不會成為你想像的那樣，不是人類認為它會變成的樣子。 先就放下期望。 這

不會是另一種人的思維的解決方案。 這將是另一種空間的解決方案，來自另一個空間，

但那空間是一直存在著的。 



 

 

其次，會有一個警告閃燈 - “別為別人使用。 僅供您個人使用。“ 不要用於其他人，因

為那樣您內心的慈悲就落空了。 你知道，真正的慈悲是讓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經歷，尊重

他們的一切，尊重他人。 不要試圖改變他們。 不是試圖改變世界，而是尊重。 也許這對

任何天使和像你這樣的人類天使來說都是最艱難的課題之一。 

不要試圖改變世界。 為你及你的生活使用 Alt 按鈕。 當你成為那個 “典範 ” 時，它最

終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們之前談到的，發光的典範及你心中的良善，哦，它會改變。 但

是，不用言語、不用權利、不用推動，它就會改變。 它會改變離你最近的人 - 你的孩

子，你的親人。 它會改變你的社區。 

但是不要為他們使用 “替代現實” 的按鈕。 只有你才能改變你的現實，改變你的創造方

式。 

(暫停) 

意識不用任何能量來創造。 只有在顯覒時，才會帶出能量來創造出美麗的現實幻像。 

意識，這偉大的創造者，不需要任何能量。 

(暫停) 

請記住，你是一個吸引力，能吸引能量; 是方程式的的另一端，意識方程式的另一端。 你

是能量流入的地方，接收者，被賦予能量的人。 

你就像一塊磁石，但如果你受到思想、信念的限制，如果你受到那種現實催眠圖形的限

制，你只會在有限的範圍內吸引有限的能量、及有限的解決方案。 

想像一下，沒有限制。 有 “替代現實 ”。 這裡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現實。 用我的例子：

不僅僅是進化論， 不只是創造論。 有意識主義（Adamus 笑）。 

有很多不同的現實 

現在想像一下，你作為吸引者，接受賦予能量的人，如何隨著替代現實而變化。 



 

 

(暫停) 

所以，讓我們把這個 “替代現實 ” 按鈕變成完全覺知。 

深吸一口氣。 

它在那裡供我們使用，不要害怕它。 它在那裡讓我們體驗，只是不要用於其他人。 

(暫停) 

記住，從今天起，有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案，現在我把它簡化的說，通常你會嘗試使用兩種

不同的解決方案，當問題出現時採用兩種不同的方法 - 方法 A 和 方法 B， 它們都是基於

那種令人著迷的圖形，換句話說，就是頭腦的局限性。 而且，正如今天稍早在這房間裡

所說的 － 那是它總是這樣做的方式。 但你們是真正的意識先驅者。 讓我們用不同的方

式。 讓我們採取替代現實並且開放。 

我親愛的好朋友，深呼吸。 好好的深呼吸。 

直到我們下個月或者在兩者之間，再次見面之前，請記住，當你留在地球上作為在世的大

師時，所有的創造都是很好的。 

謝謝。 謝謝（觀眾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