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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US:  I Am that I Am, Adamus Saint-Germain 教授。 

親愛的朋友，今天的聚會是第一次的翅膀系列，時間可能會比平時短一些。 

LINDA: (拿出一個禮物袋) 這是一位 Shaumbra 為你準備的禮物… 

ADAMUS: (打斷她)誒！今天，時間可能比平常短一點。 我今天心情有點不好。 

LINDA:  我明白！喔！ (觀眾說“哦！” ) 

ADAMUS:  這不是宿醉。這只是一種心情。我等一下會解釋，我們現在就免掉寒暄。 讓

我們好好地深吸一口氣（Adamus 對觀眾的回應笑著説）。 

不，我心情有點不好。 我馬上會解釋。 但是，在我們開始之前，我想知道 - Linda 請準

備麥克風  ... 

LINDA: 你在傳達 Blavatsky 的信息嗎？ （笑聲） 

 凡夫或大師 

ADAMUS :  今天是誰在這裡？ 今天是誰在這裡？是你內在的凡夫還是內在的大師？ 

Linda, 請走進觀眾席。 

LINDA:  喔！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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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US: 今天是誰在這裡？ 就像我說的，我心情有點不好，有點容易動怒。 你好，

Edith。 

LINDA: 真的? 

EDITH: 你好，帥哥。 我愛你。 

ADAMUS:  那天晚上你讓我不能睡覺, Edith。 

EDITH: 好。 

ADAMUS: 是啊。 不是因為妳的抱怨，而是妳的甜言蜜語。 （有人說“噢！”和 “嘿，

嘿！”; Linda 咯咯地笑）親愛的 Edith, 今天是誰在這裡？ Edith 的凡夫，還是大師？ 

EDITH: 二者都有。 

ADAMUS: 都有。 到百分之幾？ 什麼程度？ 

EDITH: 恩，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師，百分之五的凡夫。 

ADAMUS: (Adamus 假裝在笑，有人笑) 好吧。 好吧。 我們將它紀錄起來，以備後用。 

好的。是啊。 大師為什麼在這裡？ 

 EDITH: 向你學習更多。 

ADAMUS: 沒有什麼可學的。 沒有什麼可學的。 十八年，二百多 Shouds(X)研討會也已

經有足夠的內容來寫 22 本書了。 大師沒有什麼可學的。 你為什麼會在這裏？ 我就說今

天我心情有點不好。 

EDITH:  是的，真的。 你能給我一個提示嗎？ 

ADAMUS: 不行，（笑聲）。 如果大師在這裡，大師是不需要任何提示的。 

EDITH: 那麼，我只是來這裡聽你的，所以我不知道還能説什麼。 



 

 

ADAMUS: 好。 好。 或者，實際上並不那麼好。 

ADAMUS:  下一位，今天誰在這裡？ 我想知道誰在這裡，大師還是凡夫？  

PATTI:  大師在這裡，我的大師。 

ADAMUS: 大師在這裡。 

PATTI:  是的。 

ADAMUS: 那麼，它主要是凡夫還是大多數是大師？ 到什麼程度？ 

PATTI: 主要是大師。 

ADAMUS: 主要是大師， 多少百分比？ 什麼比例？ 

PATTI: 百分之九十八。 

ADAMUS: （Adamus 再次咳嗽, Patti 大聲笑了起來）你有沒有一個偵測器偵測老生常

談，“呃！”百分之九十八。 那麼，大師，你為什麼在這裡？ 

PATTI: 來跳舞。 

ADAMUS: 來跳舞. 你怎麼沒有跳舞？ 

PATTI:  但我們是在啊。 

ADAMUS:  答案不錯。 我會讓它過。 

下一位。 今天誰在這裡，凡夫還是大師？ 那件衣服上說什麼？ 

DAMIAN:  我正式進入 Sart 的“滾開”俱樂部。 

ADAMUS:  我不明白。 我知道，我可以流利地說出七種不同的語言......（Damian 示範他

的 T 恤衫當以某種方式折疊時會顕示出 “Fuck Off 滾開”，笑聲） 



 

 

DAMIAN: 謝謝，Sart（更多笑）。 

ADAMUS: 為了增加我的麻煩，增加我的困境。 我今天心情不佳，現在變得更糟。 這對

你來說代表著什麼？ 

DAMIAN: 這件 T 卹？ 

ADAMUS: 是啊。是啊。 

DAMIAN: 說實話，這是我生命中的新座右銘。 

ADAMUS: 這是你的座右銘。 

DAMIAN: 是啊。 

ADAMUS: 好的。 這是大師說的還是凡夫？ 

DAMIAN: （稍微暫停）我不得不說這取決於情況。 

ADAMUS: 是啊。 現在的情況，你和我，面對面，大師，凡夫，告訴我...... 

DAMIAN:  哦，你這樣說。 好的。 

ADAMUS: 我是。 我說過今天我心情不好（有人說“說實話”，笑聲）。而且隨著分分

秒秒越來越糟糕。 

DAMIAN: 是的，大師。 

ADAMUS: 大師。 

DAMIAN: 大師。 

ADAMUS: 大師。 

DAMIAN: 確定。 



 

 

ADAMUS: 那我會接受。 我會接受。 如果凡夫告訴我要做 Sart 的事情，呃，不。 凡夫

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 大師可以整天這樣做。 謝謝你當大師。 

下一位。 今天誰在這裡，凡夫還是大師？ 這幾乎比我宿醉時更糟。 誰在這兒？ 凡夫，大

師？ 

JANE: 大師。 

ADAMUS: 大師，以什麼比例，多少百分比？ 

JANE: 百分之百。 是的。 

ADAMUS:  嗯！ 當你這樣說時，你的眼睛亮起來。 為什麼？ （她暫停）你的這一周過的

如何而導致這樣？ 凡夫還是大師？ 

JANE: 兩者都有一點。 

ADAMUS: 兩者都很多。 

JANE: 兩者都很多。 

ADAMUS: 是啊。 那為什麼大師在這裡呢？ 是什麼原因？ 

JANE: 因為決定於這一刻我感覺如何。 

ADAMUS: 你感覺如何？ 

JANE: 我感到開放而且擴大。 

ADAMUS: 這會持續多久？ 

JANE: 只要它持續（笑聲）。 



 

 

ADAMUS: 我會馬上告訴你們為什麼這真的讓我感到不舒服（笑聲）。 這跟你無關，而

是關於我，為什麼它讓我感到惱火。 是啊，只要它持續下去。 當它不能持續時會發生什

麼？ 當它分崩離析時，你就回到了凡夫。 

JANE: 是的，但在這一刻... 

ADAMUS: 發生那種情況時你會怎麼做？ 

JANE: 可能有崩潰和哭泣。 

ADAMUS: 好的。 我會同意那。 

JANE: 是啊。 

ADAMUS: 是啊。 你崩潰又哭了以後會發生什麼？ 

JANE: 大師會回來，我允許。 

ADAMUS: 好的。 我要在這裡暫停一下。 你想在這裡給我看什麼？ （對 Linda）是的，

我們會恢復......你想想，因為你可能會拿到麥克風，凡夫或者大師。 袋子裡面有什麼？ 

LINDA:  8 月 3 日，生日快樂。 

ADAMUS: 這是我該死的生日。 太好了。 

LINDA: 你該死的生日？！ （有人說“哦，哇！”） 

ADAMUS:  所以...（打開禮物，這是兩個咖啡杯）哦，它很漂亮。 不，那真的很美（有

些掌聲）。 Fleur de lis。 讓我們為我唱生日快樂吧。 

ADAMUS  和觀眾:  （唱）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ADAMUS:  好了，夠了（Linda 咯咯地笑）。 

AUDIENCE:  (觀眾繼續唱歌）生日快樂，親愛的 Adamus。 祝你生日快樂。 



 

 

ADAMUS: 那是凡夫的歌唱（LINDA 笑了）。 這些很美。 謝謝。 

LINDA: 冷淡！ （有人喊“哇！”）冷淡！ 

ADAMUS: 我們還有事情要做。 我們還有事情要做。 

LINDA: 謝謝 Alice。   謝謝 Alice。 

ADAMUS: 謝謝, 謝謝 Alice 。那很美（有些掌聲）。 你今天贏得了兩個㸃數。  謝謝。 

LINDA:  我認為這意味著她應該得到麥克風！ （ Linda 笑了） 

ADAMUS: 她應該得到麥克風！ （有些笑）大師還是凡夫坐在這裡？再次感謝你的美麗

禮物。 

ALICE:  別客氣。 

ADAMUS:  非常漂亮。 

ALICE: 它讓我想起了你，所以必須得到它。 

ADAMUS: 我們可以照一個特寫嗎？ 稍等一下。 我們正在做電影製作室的事情（Alice 笑

著當照相機放大特寫他的杯子）。 這很漂亮。 微笑的我拿著杯子一起照。 我心情不好。 

一定要照到我的臉。 好了（Linda 再次大聲笑，觀眾笑）。 謝謝。 好了。 繼續，讓我們

回到主題。 凡夫還是大師？ 

ALICE: 現在，兩者都有。 

ADAMUS: 兩者。 

ALICE: 大概是五十五十 

ADAMUS: 五十五十。 換句話說，你無法決定。 

ALICE: 呃，不。 



 

 

ADAMUS: （模仿她）呃，呃！ 

ALICE: 不是。 

ADAMUS:  五十，呃。是啊。 

ALICE:  絕對是今天比其他日子更是凡夫。 

ADAMUS:  這是為什麼？  

ALICE:  在我開車過來時感覺到了。 

ADAMUS:  發生了什麼事？ 

ALICE:  我很惱火。 

ADAMUS:  惱火了。 

ALICE:  很嚴重的。  

ADAMUS:  有情緒。 

ALICE: 感覺有些東西很沈重。 

ADAMUS:  沉重，嚴肅。 

ALICE: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ADAMUS:  是啊。 這群人..... 

ALICE:  而且我不認為大師會覺得這樣，所以它一定是凡夫。 

ADAMUS:  是團體能量嗎？ 

ALICE:   Shaumbra。 



 

 

ADAMUS:  是啊。 

ALICE:  而不是大眾意識。 

ADAMUS:  是啊。 是這團體。 

ALICE:  對，可能。 

ADAMUS:  是的，是的。 

ALICE:  發生了什麼事？ 是因為 Sart 的 T-恤。 這是該死的 T-恤。 

ADAMUS:  當然，他們在這埸聚會之後會恨你。 

ALICE: 嘿! 嘿！ 

ADAMUS:  是的，你沒問題... 

ALICE:  不，我為自己發言。 

ADAMUS:  本來是美好的一天，突然，“哦！呃！ 我有這種感覺。“ 

ALICE:  嗯。 

ADAMUS: 是啊。 

ALICE:  是啊。 

ADAMUS:  大概感覺到今天在這裡的百分之二的凡夫。 

ALICE:  哦！ （Linda 笑了）。 

ADAMUS:  好的。 

ALICE:  嘿！嘿！ 



 

 

ADAMUS:  好耶。 下一位也就是最後一位。 

LINDA:  有人想要自願嗎？ 實際上，這有點嚇人。 

ADAMUS: 不，你今天也可以選擇工作人員。 

LINDA:  哦，今天也選擇工作人員。 

ADAMUS:  當然。 他們是其中的成員。 

LINDA:  好的。 

ADAMUS:  啊! 好好。 今天是凡夫還是大師在這裏？ 

LINDA: Mark, 麥克風在這裹。 

ADAMUS:  有人必須操作你的相機。 

JEAN:  沒問題，請回答。 

ADAMUS: 是的，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讓我們為你唱生日快樂吧。 

ADAMUS 和觀眾：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親愛的 Gaelon。 

ADAMUS:  22 歲真好。 

觀眾：祝你生日快樂。 

ADAMUS:  好的。 好。 

GAELON:  這沒有必要。 謝謝。 

ADAMUS:  是啊。 但你喜歡它。 這是......是的。 它現在在 Crimson Circle 的紀錄中出

現。 凡夫還是大師？ 



 

 

GAELON:   我覺得二者都很多。 

ADAMUS: 到百分之幾？ 

GAELON:（他停下來嘆了口氣） 

ADAMUS:  編一個號碼。 

GAELON:  基本上，兩者都是像 80％。 

ADAMUS:  百分之八十。 

GAELON:  是啊。 

ADAMUS:  哦，那我相信。  

LINDA:  有趣的數學。 

GAELON:  是的，誰贏了？ 誰在這一刻贏了？ 現在誰贏了？ 

GAELON:  凡夫認為他是勝利的 

ADAMUS:  凡夫認為它是勝利的。 好的。 答案還行， 好答案。 為什麼？ 

GAELON:  你是什麼意思？ 

ADAMUS:  為什麼凡夫能夠在凡夫與大師之間勝出這件事？ 那一位在場？ 

GAELON:  因為它想要。 

ADAMUS:  因為它想要。 哦，哦。 好小子。 好的。 

GAELON:  是的（有些笑聲）。 

ADAMUS:  好，是的。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我會告訴你們為什麼我有點情緒。 

LINDA:  不好了。 

ADAMUS: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的是，在這個名為“翅膀系列”的第一場 Shoud 中，有兩

個要點，我要告訴你們第一點和第二點，然後在今天結束時，你要試著記住它們是什麼。 

這是兩個簡單的要點，你可能會忘記。 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 Shoud 的重點總結。 

  

Adamus 的心情 

我今天心情不好的原因是因為我過去世和未來世的角色都很混亂，他們在向我抱怨，他們

也向彼此抱怨，生活如此雜亂。 

是不是很可怕？ 這就像是在一個孩子們正在打架和尖叫的房間裡。 現在，你可能會說：

“但是 Adamus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靈界大師，可能是最了不起的一位。”  我知道你正在

說（笑聲）。 

SART: 而且聰明！ 

ADAMUS: 聰明，是的，還有其他一切。 你可能也會說：“我以為你成為靈界大師時，

你所有的問題都消失了。” 

啊!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這不是兩點之一，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僅僅因為你已經

允許你的覺悟，僅僅因為你是在這個星球上有形體的覺悟者並不意味著你不會聽到你各個

角色 (aspects) 的騷動。 他們不是在過去; 他們現在就在這裡。 他們不在將來; 他們現在

就在這裡。 

所以，偶而，親愛的坐在這裡 的大師， 大約有 20％的你是大師了，我很抱歉地說，80

％的你是凡夫，但我現在正在對大師說話 - 你會聽到這種噪音和騷動，並且 偶爾它會讓

你想打屁股（笑聲）。 而你只是像一個媽媽，家裡有尖叫著的小孩一樣，你會想要逃

跑。 你會想不要這些孩子或將他們永遠地送到營地（更多的笑），你會覺得很厭煩。 這

並不罕見，也不應該否認。 那些角色(aspects) 在製造噪音。 



 

 

現在我會告訴你們它有多糟糕。 我半夜起來頭痛。 我並沒有真正睡覺，只是用它來添加

故事。 我半夜醒來。 我有一個角色(aspect)在哭，因為他已經破產了。 “哦！ 我失去了

我所有的錢。 他們會把一切都拿走。 我是一個如此出色的人，但我破產了。 哦，神啊，

幫助我。“那一世我不是追求宗教生活，他被稱為馬克吐溫。 他對一切都頗為憤世嫉

俗。 但是你知道，憤世忌俗突然被一種像破產這樣的小事沖昏了頭腦，因為他沒有好好

地管理錢財，因為他沒有很好地管理自己的能量。 這就是一個提示 - 錢只是能量。 他破

產了，因為他沒有管理好能量。 

現在，他在哭泣著他失去一切，主要是失去他的尊重。 他的尊重。 他變得非常有名。 每

個人都認為他有很多錢，但他沒有管理它。 所以現在他大聲喊叫，“哦，親愛的上帝，

幸福的聖母瑪利亞，在十字架上的耶蘇。 我現在只需要一點幫助，只需一點點資金。

“你知道，我的朋友們，這些話你們中的有些人聽起來有點熟悉嗎？ “拜託！ 我會做任

何事。 我會開始懺悔。 我會作任何我所需要做的。 只是，我需要幫助。“ 

首先，愚蠢的馬克吐溫啊，上帝並不在乎。 上帝正在微笑著說：“看看馬克吐溫，他是

St. Germain 的一部分 - St. Germain 跟馬克吐溫是一起的（笑聲） - ”但看看那。 看看

發生了什麼。“ 

現在，你會認為那個具有風趣、智慧又善長冷嘲熱諷的老馬克會叫自己或我來要求幫忙，

會說：“嘿，偉大的 St. Germain, 你所作的偉大的事聞名世界，甚至聞名全宇宙，而且

你在靈界大師俱樂部如此的忙碌，能不能給我一點幫助。 我會破產的。“如果他對他自

己內在已有的東西開放，那我可以幫他一點。 不是很多，我可以給他一個低利率的短期

貸款（笑聲）。 我可以幫他一點，讓他過這個難關。 然後看著他幾個月後又會陷入破

產，因為真正的創造者和大師給予他們的每一個創作和展現的自由。我不會緊緊抓住馬克

吐溫，我不會投入到馬克吐溫的日常生活中。 他引領自己。 是的，這是我的一部分。 這

是全我的一部分，但我不會試圖指揮他的生活。 

現在，它幾乎使它聽起來像是親子關係或漠不關心的關係。 一點也不是，這就是所謂真

正的同情心。 創造一個人生，允許他一個人生，然後給予他自由去探索、體驗，並有他

自己的生命故事，而現在內在的大師正變得更加在塲了- 我們達到了 24％的大師。 慢慢

地，慢慢地，也許並不那麼高。 像往常一樣，我今天也很寬厚。 



 

 

所以真正的大師給予他們自己的每一個角色(aspect)自由; 不會試圖控制，也沒有試圖讓

那一輩子成功，我稍後會説 ，因為都只是一個生命故事。 就是這樣。 

我還有另外一個我(aspect)，他是另一位真的會把我搞瘋的作家，永遠在激怒我，而且，

你看，因為我像你一樣在地球上生活了很多輩子了，我可以了解人類所有的噪音、牢騷、

抱怨、恐懼、擔憂（某人打哈欠）、打哈欠、困倦和其他一切。 當大師進入時，凡夫就

會想睡覺。 沒關係。 

但我還有另一個我(aspect)也是作家。 你知道，我有作家的元素，並花了不少輩子當作

家。 另一位作家你稱他為莎士比亞。莎士比亞。 現在，這位作家是極其讓人討厭。 我的

意思是，他導致更多的壓力和更多的問題。 

現在你會想，他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一定是冷靜、平和，但他不是。 

我幾乎不敢承認他是我自己的，但我想我必須要。 - 這個我(aspect)不喜歡他自己的作

品。 我跟他說，“無論如何！ 你賺錢，人們紛紛湧向你，你將歷史中聞名數千年。 因為

你而會在公園中有夏季戲劇，而你在發牢騷？“ - 他一直都在對我發牢騷- “你在發牢

騷？“他因為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而發牢騷。 他不喜歡自己的寫作！ 我想很多創意類型的

人都是如此。 他們創造出輝煌的東西，但他們就會找出不喜歡它的任何原因。 他們不想

公開展示作品，或者它不夠好，或者那些作品還需要修改。 

莎士比亞不喜歡他的作品，因為他認為他是為觀眾而寫，而不是為自己的內心而寫。 這

不是他想寫的東西，但它卻發揮了效果。 它吸引了大批群眾。 他的作品讓他成名並將繼

續讓他出名。 所以他正在經歷一場關於他自己的內部動盪 - “我應該像真正的詩人一

樣，從內心來寫，或者我應該為商業目的而寫？“ 

現在，可以很簡單地説：“親愛的沙基（笑聲），就這麼簡單。 兩個都做！ 如果你擔心

人們不了解你的觀點，或者作品讓他們感到困惑，那麼用不同的筆名來寫。  從你的內心

來寫。“但他處於一種自我強加的情緒和心理上的困境，坦率地說，我也有點厭倦了，我

是真的厭倦了。 

現在他不找我幫忙。 他也不找上帝。 這都是因為那個受傷的內在作家，他持續地痴迷於

它。 



 

 

當我聽到所有那些噪音都在播放，而你認為你的生活很艱難，你也有所有那些噪音在播

放。我還有另一個我(aspect)，就是最原版的“生存還是毀滅”，實際上，相不相信，這

不是最先由莎士比亞寫的。 這是另一個我被稱為柏拉圖的我。 “生存還是毀滅。”如此

哲學。 充滿......東西。 

現在，柏拉圖被認為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真正設計師和實行者，雖然他是非常久遠了。 他

現在充滿著矛盾。 他太過哲學化了。 

你知道我告訴你，除了“我不知道”之外，你可以說任何你想要說的，這是因為我對柏拉

圖的 “我不知道， 生存還是毀滅。 世界是黑色的。 世界是白色的。“ 深感厭煩。它把

我這個靈界大師逼瘋了。 你認為今天你已經很辛苦，你認為你有問題，但是我擁有所有

這些過去世 和未來世 -，都一直不斷抱怨著，不斷地經歷他們的困境。 

所以我今天從靈界大師俱樂部來你們工作室的途中，我開始聽到從你們凡夫傳來的您們的

抱怨、你們的問題、你們的困境和你們生活中所發生的衝突。 讓我告訴你，凡夫或大師

那一個比較吵？ 凡夫。凡夫喜歡被卡住。 是真的。 你們想成為莎士比亞，你們都想在歷

史上留名，而他坐在那裡，“哦，我不是從我的心裡寫出來的。 我是為觀眾而寫的。

“ 閉嘴。 就從你的內心來寫，還有什麼更簡單的？ 

而且，你知道，當他們需要一點幫助、一點愛、一點能量時，他們不會去找自己自由的高

我 (higher self)。 他們不會去找不久的以前才從地球上提升的靈界大師。 不，他們去教

堂。 他們去找其他人。 他們去找酒精、毒品或其他類似的東西。 我有這樣的說法：“到

處找就是不往內找，到處找就是不找自己。  

所以我在看著他。 當答案就在那裡時，他還在忙著抱怨他所有的生活問題。 當我來到他

們旁邊時，他們會想聽我說嗎？ 他們是否想聽 Adamus 叔叔（有些輕笑）說：“答案如

此簡單。”他們不想聽到它。 他們在自己的遊戲中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今天有點心情不好，最近沒有睡多少。 聽起來很熟悉嗎（觀眾說“是啊”），親

愛的大師們？ 

想一想，今天坐在這裡的、還有在視訊上的大師，你現在只需要應對一個凡夫。 我需要

應對幾打的凡夫（有人說“哦”）。喔！喔！ 哦。 這就是為什麼我心情有點不好。  現在



 

 

我們親愛的大師大概達到了 27％，並且一直在變得更好 - 我要你們真正去感覺鳥籠裡發

生了什麼。 鳥籠裡發生了什麼？ 你內在發生了什麼？ 

有很多騷動。 有很多困惑。 有很多的抱怨，而且凡夫也不會說，“我們來弄清楚，讓我

們在這裡得到一些答案，讓我們走過這些困擾。“ 這些吵鬧都還會繼續發生。 它不會消

失，因為你的過去世和未來世都正在進行中。 

親愛的大師，你要做的是深呼吸， 你不會完全陷入其中。 你允許它。 你允許它。是啊。 

不僅僅是這一世還有過去世和將來世都會引起很多吵雜聲。 深吸一口氣，然後允許它。 

在某一次，過去或未來世中有一世會受夠了而說，“好吧， I Am that I Am，但是，呃，

我不真的明白。 所以，幫助我了解 I Am that I Am，我終於開放並允許。 我終於準備好

傾聽了。“然後不論是過去或未來世，都是在此刻，你們可以一起合作。 這不是關於諮

詢。 這不是關於處理。 這不是說，“哦，可憐的作家莎士比”，或者類似的東西。 這是

關於“深呼吸並允許”，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兩點。 這就是你要告訴其他的你。 

在這此刻，我們大師已經超過 30％，我們在進步中; 也許到今天我們的廣播結束時，我們

將超過 50％ - 與此同時，你不是在努力地成為大師，你不是在試著成為大師，你只在允

許大師出現，你深吸一口氣，你聽到所有的噪音、所有的騷動和其他一切，你坐在公園的

長椅上或一把好椅子上，你從你美麗的杯子中喝一口，希望那杯子充滿著咖啡以外的東

西，也許是一點葡萄酒或任何東西，深呼吸，你去感受你經歷過的和將會經歷的每一個故

事。 

突然之間，這就像在潤滑滑板，潤滑齒輪。 大師作個深呼吸，突然之間你就感受到所有

正在進行的精彩故事。 突然之間，所有的摩擦，緊張都沒有了。 就像我昨晚做的那樣，

你只是深吸一口氣，然後坐下來看著你的存在的電影。 如此而已。 你不會整個被捲在裡

面，因為，大師了解這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莎士比亞寫了一些精彩的東西。 我喜歡馬克

吐溫的寫作，而且他們已經名垂青史。 現在有多少存在可以說，柏拉圖，莎士比亞和馬

克吐溫是他們的一部份？ 你只是坐下來、放輕鬆，你會意識到他們都只是偉大的美好故

事。 

我們現在就這樣做。 讓我們花點時間，親愛的大師。 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這是很大的“AND”。所有的情況都在繼續。 大師不允許自己被這些事拖累。 其

實，大師覺得觀察這些正在進行的這些世很有趣味。 這是下一個層級。 這是我們的方

向。 這就是你們現在正在做的。 

所以我很快的讓我的情緒過去丨。 你們會說（咯咯笑），“謝天謝地。” 這並不意味著

我今天會對你們很好。 你知道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突然間，當雲霧和混亂以及所有事

情都開始離開時，它就像是“呃！ 我不想心情愉快。 我覺得心情不好很有趣。 別讓我

笑。 別讓我微笑。“ 那是我現在的情況。 情緒在提高，但我仍然喜歡低情緒， 我知道你

也會這樣。 

Linda 對此沒有任何評論。 

LINDA: 我躲著（笑）。 

ADAMUS:  Linda 藏起來了。 讓我們來照照看琳達的藏身之處吧，她就像...... 

LINDA:   (咯咯笑）Linda 藏起來了！ 

ADAMUS: “哇！”她甚至不在觀眾區，她真的藏起來了！（Linda 咯咯地笑）。 

  

蜘蛛網 

對坐在那裡的凡夫來說，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的生活中仍會繼續出現一些事件，

引起你的情緒。 像害怕，不會就這樣被清洗掉。 他們是你身上的能量印記。 有恐懼、有

懷疑，我看到你們試圖在克服恐懼和疑慮。 

生活中會有挑戰，我看到你們在應付這些挑戰。 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 這就像你陷入了

恐懼，一種莫名奇妙的恐懼，但它就在那裡; 你會陷入恐懼之中，就像陷入蜘蛛網中。 那

蜘蛛就是恐懼或懷疑或不確定，或者任何其他情緒。 你陷入在蜘蛛網中。 

現在，蜘蛛已經得到了你。 現在你用對抗和爭扎來保護自己，使自己免於對蜘蛛的恐

懼、懷疑或不足無力感或任何其他情緒。 現在你陷入了一場戰鬥。 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



 

 

事，親愛的凡夫。 你就在蜘蛛網中。 這是蜘蛛的領域。 蜘蛛網是為你而編織的，蜘蛛知

道你會困鬥。 但你知道在蜘蛛網裡困鬥會發生了什麼事？你會更加糾結。 

蜘蛛幾乎不會在對抗中浪費一絲能量。 它不需要。 它表現出奮戰的樣子，來滿足被困在

蜘蛛網裹的人。 它會發出，“拉！ 拉！！“的聲音，但那其實沒什麼，因為蜘蛛已經知

道你被搞砸了。 你在網中了。 當你開始戰鬥時，你就結束了，你被抓住了，你就是它的

晚餐了（Adamus 笑）。 

我的心情越來越好。 我在笑！ （笑聲）我現在在笑。 它變得好多了，好的太多了。 

這對凡夫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幾件事。 因為你生活在地球上，因你生活在軀體裡，所

以你一定會遇到恐懼、懷疑或無論什麼其他情緒，都會產生混亂，“我無法做出決定。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當你在那情況時，一路走過它。 當你開始發現自己進入蜘蛛網

時，而且你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你知道它在那裡，那就走過它。 不要停下來。 不要爭

鬥。 不要處理這個議題。 不要試圖想太多這個問題，因為你已在網中。 你會被抓到的。 

不要試圖幫自己合理化來解脫。 不要試圖用冥想來解脫。 不要試圖尋找人咨商來幫助你

脫身，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他們帶入你的蜘蛛網裹。 就只是這個效果。 

當你發現你面對恐懼或懷疑或不確定或者你的生活是一團糟時，深吸一口氣並走過它。 

深深地走進它。 凡夫對這作法不能理解，但從能量的角度來看，這是完全合適的。 

凡夫不願意再深入它。 它遇到那種感覺，在半夜恐懼，沒有明顯原因的焦慮。 你已經有

那感覺了。 凡夫會抵抗，“哦，我感到焦慮。 我該怎麼辦？ 我必須要把這個問題想通。 

我得想出一些不錯的精典用詞。 我必須做某種禮儀性的舞蹈或者其他任何事情來解決這

問題。“ 

你已經過蜘蛛網上了。 你在奮戰，這很有趣，因為你認為，“不，不！ 我是有靈性的。 

我是聖潔的，我正在呤詠聖歌或任何其他的事情。“ 你真的已經在蜘蛛網中了， 你只是

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那隻蜘蛛只是不時搖動拳頭 - 或搖動它所有的拳頭 - 只是為了給你

一種感覺，即讓你覺得有東西在那裡，你需要去奮戰，但你已經著了它的道了。 恐懼已

經擁有你了。 不安已經擁有你了。 尤其是，當你到達這個能掌握生命、覺悟的時候，你

會仍然存在著恐懼、懷疑，你會想：“我的孩子們會怎麼樣？ 我的身體會發生什麼？ 我

會失去理智嗎？ 人們會怎麼想？“ 



 

 

這些東西就像蜘蛛一樣，到處都是，四周都存在著焦慮。 你不要跟它們鬥。 你不會戰勝

它們。 你不能，因為是你創造出這些恐懼，是你創造了這些疑惑。實際上， 他們了解你

更甚於你了解他們。 你現在在蜘蛛網中，而你只會變得更加糾結。 

所以你要怎麼做？ 你深吸一口氣，讓自己完全徹底地進入它。 這一點也不合常理。 “怎

麼會？ 如果我讓自己陷入恐懼，我會被它消耗所吞噬。“ 不會的，因為你會直接穿過蜘

蛛網的中心，但你會繼續前進。 你會直接穿過你生活中的任何恐懼、焦慮或生活中的任

何困境。 你將深吸一口氣，你會戴上你夢想中的翅膀，然後你就會直接飛過它。 你不要

抵抗或試圖改變或嘗試與之搏鬥或嘗試去用思考來通過它。 你只需帶上翅膀前進。 如此

而已。 

當你綁上趐膀，直接進入那個蜘蛛網的時候，有一刻你會感到有一陣恐怖，你就會說：

“哦，Adamus！ 我希望你的看法是對的，因為我是直接進入懷疑和擔心等等的中

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你會在另一邊。 你會在所有情緒的另一邊。 蜘蛛網是人類的

意識、是你的意識。 現在你在另一邊，你回頭看，你會意識到實際上並沒有一個蜘蛛

網。 你意識到所有你的擔心、恐懼並不是真的存在。 我的意思是，你在你的腦海裡，在

你的能量場中建立了它們。 你建立了它們。 現在你在它們的另一邊。 沒有奮戰，現在所

留下給凡夫的就是甜蜜的智慧甘露，在這之前對凡夫來說這智慧並不存在。 

你認為我會給莎士比亞和柏拉圖智慧甘露嗎？ 他們將如何使用它？ 他們會更加催毀掉自

己的生活。 所以我不會給他們。 那種甘露智慧甘露就在蜘蛛網觀點的背後。 實際上它並

不存在。 

我所說的就是停止對抗一切。 John Kuderka 早些時候説了一些話讓我印象深刻，我不得

不說，John 和你們中的任何一位面臨健康問題的人，深吸一口氣並且允許。 不要抵抗。 

你不要與癌症作抗爭，因為你就在蜘蛛網中。 你要走過它。 當你在那一刻感覺 “我已經

不在乎了” 時綁上翅膀，然後通過它。 你不與癌症作抗爭。 你只需要走過它。 

這就像允許。 無論發生什麼事，無論凡夫擔心什麼 —更多的癌症、可能的死亡、自己不

夠好來創造健康，無論凡夫在害怕什麼，大師你都去走過它。 當你走過它，在另一端你

就會找到找到智慧。 並不是你試圖經由尋求療癒或尋求其他任何方法來經歷它。你走過

它，因為它不再是你的。 你不擁有它。 你不抵抗它。 都不是的。 



 

 

無論你生活中有什麼問題，例如一個童年的情緒不斷湧現; 它繼續出現，因為你一直在把

玩它。 有些事情你還沒能夠通過它，你不要處理它。 你不要處理它。 處理它是蜘蛛的甜

點。 現在你陷入了蜘蛛網中而且在處理它。 你只是把自己變甜了， 你只是把自己塗抺上

一層處理糖衣，等待蜘蛛來吃掉你，就是這樣。 你不要處理它， 你不要去想它。 你不要

把它理智化。 你只要綁上翅膀，然後直接穿過它。 就是如此而已。 

無論任何事情都再也沒有抗爭。 凡夫們！ 聽我說。 當你到達這一點時，已再也沒有任何

抗爭了。 你到底在抗爭什麼？ 抗爭疾病還是抗爭社會，你在抗爭自己和抗爭自己的弱點

嗎？ 還是你在抗爭黑暗與光明？ 抗爭男性和女性？ 我們可以請你停止這神聖的女性與男

性的抗爭嗎？ （笑聲）這持續的抗爭我已經厭倦了！ 我厭倦了它，因為我的其他的角色 

(aspects)，像莎士比亞和柏拉圖和其他的都在抱怨。 我厭倦了，你也應該厭倦那些抗

爭、那些抱怨了。 抗爭就是一個蜘蛛網而你陷入它了。 你在笑。 這很棒，是吧？ 

（Adamus 笑）我需要複述這些東西。 

我還在心情不好。 讓我們終止它。 沒有抗爭。 凡夫與大師之間不存在抗爭。 你和外星人

之間沒有抗爭。 你跟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沒有抗爭（有些笑聲和掌聲）。 

KERRI:  真的！ 

ADAMUS:  噢，很多人都會想說“ 哦，真的啊？可是我玩的很有樂趣。” 當你到達這個

階段時，就不再有抗爭，這在某方面是件好事。 但你已經習慣了抗爭。 即使當你很虛

弱，你也習慣於強壯。 因為抗爭會幫助你強化你的自我，所以你已經習慣了抗爭，Kerri 

妳很習慣抗爭（Adamus 輕笑）。 

KERRI:  什麼？！ 

ADAMUS: …幫助你強化你的自我。 不要給她麥克風（一些笑聲）。 這是一個單向的討

論。 

KERRI:  你錯了！我已放下了我的劍。  

ADAMUS: 謝謝你。 



 

 

KERRI:  這些都過去了。 

ADAMUS: 謝謝你。那很好。 

KERRI:  我的生活改變了。 

ADAMUS: 謝謝。 

KERRI:  說真的，它的確如此。 

ADAMUS:  好好。 它有。 

KERRI:  哦，我會在果凍上跟你摔跤（笑聲）。 

ADAMUS:  我們可以把它刪除嗎？ 我們可以假裝在心情不好的日子⋯⋯，你真的想要在

果凍中跟我摔跤嗎？ 

KERRI:  是的! 

ADAMUS:  這就像...（更多的笑聲） 

KERRI:  是的，總是。 

ADAMUS:  好的。讓我們回到重點......感謝您的分散注意力。 我的心情剛剛變得越來越

好，但我們比例又往後退，現在我們的大師大約為 24％，還會再次提高（有些笑）。 

沒有與癌症、貧窮或任何其他的抗爭。 沒有。 凡人們，你明白嗎？ 停止抗爭。 

把你放在我的位置上想一想，現在你是大師丶是覺悟者，你怎麼告訴那正在經歷困境、痛

苦丶迷惘的凡夫，他說 “ 哦！ 這不公平......“ 呃，閉上嘴！ 這就像“停止它。 綁上翅

膀，進入你的恐懼，進入你的不好的童年，不管它是什麼。“ 我知道這似乎聽起來不

對。 是的，因為到目前為止你都做錯了。 你一直在和這些事情抗爭、戰鬥已經 40 年，

50 年了，你說“看看我的進展！ 看看我進展了多遠。“ 從那裡到那裡？！ 如此而

已？！因為蜘蛛網真的很大，真的很大，所以你永遠不會走得太遠。 



 

 

那蜘蛛只是陪你玩，讓你覺得你有某些進展。 那隻蜘蛛會繼續等待，等待和等待。 它會

捕捉陷阱中的其他一些蒼蠅，而且它也會繼續下去，因為蜘蛛說 “它會來到我面前。 它

們都會來到我面前。“ 是的。 

所以你深吸一口氣。 如果一個舊情緒傷口出現，譬如是跟一個伴侶或父母或任何其他，

只要看著自己丶觀察自己，因為你看到它出現，你就覺得，“ 哦！ 這是一個舊的記憶。 

哦! 我是一個壞人。 我不應該有這些想法。“ 閉起嘴！ 綁起趐膀，走過它，讓它過去，

在另一頭便是甘露智慧。 就是這麼簡單。 

  

綁上，走過它 

 

 所以，要記住的第一點是：綁上，走過它。 聽起來很可怕，但......（笑聲）我是這麼說

的。 我告訴過你，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沒有時間把所有的東西都加上詩意。 綁起來，走

過去。 走過你的疾病，走過你的缺乏自我價值。 你是否意識到我對莎士比亞和......抱怨是

多麼的厭倦  ，只要通過它，好嗎？ 我們再也沒有時間去浪費在所有人類自己造成的痛苦

中。 我要說得很清楚 ，那是自作自受。 那不是社會造成的。 也不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心

的人對你作的。 我不在乎有多少外星人，但他們沒有對你作。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凡夫

好像藉由此來得到某種奇怪的喜悅。 讓我們來把它停止，好嗎？ 好吧。  

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我的心情越來越好。 

讓我們把這個深深吸進來。 

  

一個故事 

接下來，第二點。 這全只是一個故事。 這只是一個偉大的故事。 就是這樣。 你的生活、

你的凡夫人生，全然就只是一個故事。 沒有什麼需要學習的。 沒有任何人試圖造成的教

訓。 沒有，相不相信。 而且你想要相信這一生 ，或者任何一生 是如此嚴肅丶如此特別，

而且是來學習的。 廢話！ 這全都只是一個故事，就只是這樣。 一個凡夫的大故事。 



 

 

我知道凡夫不喜歡聽到這些。 他們想要製造一些效果並真正嚴肅地對待靈性。 相不相

信，我震驚了一些人。 我震驚了一些人，因為我們不會真正嚴肅，我們要保持輕鬆，我

們要玩遊戲，我們要開心好玩，我們要分散注意力，而且我們只是要綁上翅膀，穿過去。 

我們就只是要完成它。 

這聽起來很糟糕！ 我需要一個新的撰稿人（笑聲）。 

LINDA:  好的，那麼第一點是什麼？ （更多的笑聲和 Adamus 竊笑） 

ADAMUS:  我的心情好了一點。 現在你們的大師高達 37％。 我們正在進步中。 

凡夫的人生全都只是一個故事。 我的前世 — 莎士比亞，柏拉圖和馬克吐溫都只是故事。 

其實沒有什麼可學的，那就是自由。 這是一個舒緩的感覺。 

你不是來這世上學習任何東西。 你假裝你來這裡學習一些東西。 你假裝你有業力。 你假

裝有過一系列的前世。 順便說一句，前世們他們在彼此爭論！ 我的前世馬克吐溫在這

裏，柏拉圖在那裏，他們正在爭論，我認為馬克吐溫現在吵贏了，因為柏拉圖實在很無

聊。 我的意思是真的很無聊。 讀一些他的文章，你知道很無聊的。 他非常認真。 從來沒

喝醉過，對我來說，除非你曾經喝醉過（笑），否則你不是天使。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

要這樣，否則你對任何事情都太緊張，太嚴肅了。 

這都是一個故事， 是一個精彩的故事、充滿情緒的故事，我指的是好的方面，一個淒美

的故事、一個豐富的故事，但它真的只是一個故事。 

這故事認為它是一個受害者，認為生活是艱難的，並認為它需要很努力才能獲得一些東

西、才能回到某個點上 ，天知道。不是這樣的。大師坐在這裡，在看著，我正在看柏拉

圖 ，就像在看一個故事。他有一些疾病。我不打算講太詳細，因為這是一場家庭表演，

但他有一些疾病（笑聲）。不，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對香港腳太多描述。他總是覺得 ”我

得了這個有多不幸啊 “，他認為這是來自宇宙的巨大教訓，我一直在向他大喊，“柏拉

圖！不是的！你只是腳上得到一些黴菌。用一點肥皂和水在那些腳趾上怎麼樣？它會有很

好的效果！“（更笑）他是很哲學的。他試圖弄清楚這疾病的宇宙意義和好與壞，有黴菌

和沒黴菌的雙對性（更多的笑聲）。（ Linda 拿起杯子，聞著看看裡面有什麼; 大笑）是

的。 “這只是一個故事！就只是這樣。“ 



 

 

凡夫非常投入自己的人生。  他們對人生非常認真。 他們對待自己非常嚴肅認真。 花點時

間當個大師坐在這裡。 花點時間坐在公園的長椅或其他任何東西上，那一刻就像看你的

故事。 看看那凡夫的故事。 也許是一場爭鬥的故事？ 也許是弱勢者的故事？ 一個沒人理

解你的故事。 這只是一個故事，好嗎？ 

所以，凡夫，停下來一會兒，理解它只是一個故事。 它是沒有最終結局的。 沒有輸贏，

這只是一個故事。 一旦大師能夠讓凡夫理解，讓凡夫知道 “沒關係的！ 這不是一場比

賽。 你不是要試著努力贏回到天堂之路。 都不是的。” 

一旦大師可以坐在那裡、深呼吸並喝一點咖啡 - 或者無論有什麼喝都好（笑聲），只要看

看所有這些前世和未來世 - 請記住，“和未來世” - 然後你說，“這只是一個大故事。” 

你把它人性化。 你說，“我今天想看什麼？ 我打算在我的五千元的電影設備上播放哪一

世？ 我要去看哪一世？“當然是用愛與慈悲，但不要試圖干涉。 不要試圖改變，而是說

“這只是一個故事。 就只是這樣。“ 

當凡夫開始感覺到、開始意識到這，他們一直意識到他們正在被觀察著，凡夫認為是有更

高級的生命和上帝丶眾神、眾仙、女神以及所有其他的......你知道，這是一個有趣的遊

戲。 凡夫認為他們一直在被觀察著，這幾乎就像是給神的表演。 “看著我。 我是受害

者。 看著我。 我出生殘疾。 看著我。 我很笨。 看著我。 我在我的靈性道路上。“ 這就

像你在劇院裡， 你總是認為這是一種表演。 

但是一旦凡夫聽到大師對他說，“嘿，這只是一個故事！ （有些笑）沒關係。 把它關

掉！ 因為只是一個沈悶的故事，大多數時間我都不看。 這是重播！ 這僅僅是從上輩子和

再上輩子的重播。 我甚至沒有在看。 我不在乎！“ “柏拉圖，我不在乎的。 當然你是眾

所周知的，但我真的不在乎，因為那就像看著 PBS 電視台一樣的看著柏拉圖（更多的

笑）。 就像 Cauldre 說有些人看一些專為吸引女性的或浪漫喜劇或類似的東西 ，” 我要

轉台，我要看些好玩的，因為這都只是一個故事。“ 就是這樣。 

作一下深呼吸。 我們的大師已達到了 47％。 哦，我們快到了。 我認為作個 merabh,我

們就可以超過半數了。 

親愛的大師，作一下深呼吸。 



 

 

轉換頻道到這輩子的凡夫生命故事。 它是西方嗎？ 它是用子彈，砰！砰！英雄！壞人的

場景嗎？ 

你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西部故事還是你的一生像是外星科幻？ 哦，是的，對於你們大多

數人來說那是的（Adamus 笑）。 這凡夫的一生只是一個偉大的頭腦之旅？

“Whoaaa！ 還是有外星人和來自多個宇宙的生物，凡夫與外星人奮戰，經過多次失敗

後，最後戰勝了大外星生物。“ 這是你的生活嗎？ 一個偉大的大科幻故事？ 

或者你的生活是其他另外一種，像那種令人心酸的痛苦，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樣：“好人歿

落了，這世界將他們嚴重打擊。 好人想要結束一切，最終他們找到真愛或類似的東西，

每個人都哭泣，播放音樂。“那是你的生活嗎？ 如果是這樣，那只是一個偉大的故事而

已，也就是這樣。 

那些播放的新聞節目是你的生活嗎？ 我現在通過你們中的一些人觀看它們。 你打開新聞

廣播，他們有一張桌子，還有一群人坐著，他們互相爭論個幾個小時，也沒有什麼進展！ 

他們來回辯論說：“ 我是對的，你錯了！“ 然後很快他們就互相憎恨了。 為什麼他們在

新聞中播放這個？ 一點道理也沒有。 這就是你生活中的故事嗎？ 一個很棒的大桌子，每

個人都在來回的爭論，沒有人有任何進展。 這是你生活的故事嗎？ 

或者你的生命故事更像你所說的卡通動畫片？ （笑聲）是的，卡通動畫片。 有趣，比較

輕鬆。 因為他們不是人，所以沒有人真的受傷。 他們是卡通人物。 看它們是如何被創造

出來的，是否很驚人？ 他們是卡通。 所以，無論是否惡棍出現，打你一頭悶棍，然後你

的腦袋開花，但兩分鐘後你的大腦又回到了一起，因為你不是真正的人，你是一個卡通人

物。 你的生命就像這樣嗎？ 

換句話說，你覺得生活很有趣嗎？ 不用真的擔心後果，“我只是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大卡

通裏，我正在設計它。 我寫的。 我編寫了它。 我不知道它會變成什麼，但它只是一個卡

通。“不妨也玩得開心。 不妨深吸一口氣，就把自己卡通化到覺悟。 為什麼不呢？ 

或者你的生活是一個偉大的浪漫戲劇？你知道，場景總是有點黑暗，小提琴是背景音樂，

有人正在經歷一些史詩般的事件。然後他們墜入愛河，這是他們生命中的愛，但他們一生

中的熱愛卻突然被科幻小說中的外星人從他們生命中帶走。突然之間......這一切都是戲劇



 

 

性的，這是感情戲劇，而你知道在感情戲中裏，家庭總是會參與 — 母親、父親、孩子，

還有家族中的其他人。然後你又把它帶到工作場所。然後有很多的眼淚和很多心碎的事。

我的天啊！把它關掉！我的意思是，因為它從來沒有像卡通一樣，有一個非常好的結局。

卡通都有一個很好的結局，但是這些浪漫史詩般的劇，就不是，但從某方面來說，它讓你

感覺很好（有人說“肥皂劇”）。肥皂劇類型的東西。就像我們過的每一天。肥皂劇已經

播多久了？ （有人說，“五十年”）五十年。就像你的一生一樣長。肥皂劇有沒有任何

進展？你有沒有任何進展？比肥皂劇更好嗎？是的。是一個大肥皂劇。 

然後就是喜劇。 只是喜劇。 有些喜劇真的很笨，但是，你知道，這是一部喜劇，你不需

要想很多。 有些喜劇真的很好，真的很有趣。 甚至當我心情不好時，我經由您來看喜

劇，它也會讓我笑，因為他們正在取笑人生中的衝突。 凡夫有很棒的喜劇。 除了我之

外，我們靈界大師聚樂部的喜劇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好笑，除了我（有些笑）。 人類有

很棒的喜劇，能夠取笑自己。 

那又帶回到我的觀點。 生活是一個大故事。 就這樣。 你沒有得到㸃數。 你不會到一個更

好的天堂裏一個更好的地方。 在靈界大師俱樂部裹也不會有一個可能更好的地方。 這只

是一個大故事。無論人類的電影如何告訴他們，但凡夫並不是那個將要開悟的人，而且也

不是讓他自己開悟的人。 凡夫可以允許它。 凡夫可以寫一個小卡通來活化它，就像“ 當

我綁上翅膀、走過蛛蛛網和允許時，發生了什麼？”突然間，另一邊就是這個美麗的智

慧，仙塵散佈著， 無處不在，最後響起美妙音樂、預告片和有功人員名單。 而且，這每

一個有功人員都是你們的名字：“ 寫作家，製作家，導演，領班，把手，” 和其他的一

切人員，那就是你們。 就是你們全都。 

凡夫對待他們的生活非常嚴肅。 他們真是這樣的。 他們相信它。 他們相信那個大故事，

-我猜在某個程度上這可能讓故事變得好一些，但是他們過於嚴肅了，而卡在裏面了。 這

就是為什麼，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談到了一些靈性團體。 他們是最無聊的，他們陷入在

自己的方式裹面， 他們對待事情非常嚴肅。他們不會喜歡這裏，因為我們會笑。 我們會

開玩笑。 

你們都在寺廟和各種修道院度過了很多輩子，對吧？ 很多寂靜，很多非常嚴肅的事情，

而且上帝總是在看著，不要搞砸了，Kerri，因為上帝在看著（笑聲）。 在這些寺廟和修

道院裡變得非常無聊。 真的很無聊。 這是什麼樣的電影？無聊的電影。 “ 在我們的第一



 

 

周......”然後你放映每個人只是誦詠、念誦和點蠟燭。 第二週，誦詠、念誦，點蠟燭和點

香。 然後，我們繼續大約 50 年，仍然誦詠和念誦。 什麼都沒有發生。 上帝沒有出現。 

耶穌沒有出現，而且也不會出現。 你覺得他會回到一個無聊的... 

KERRI:  而且根本沒有性。 

ADAMUS:  不，他們有。 

KERRI:  和悲劇。 

ADAMUS:  對。而且，你知道，不要再繼續這個話題，但你知道為什麼......（笑，因為觀

眾了解了雙關語 Kerri）你知道，這是一個事實，它應該在維基百科。這絕對是事實，但

你知道為什麼放屁幽默很有趣？你知道為什麼？放屁幽默，脹氣，氣從屁股出來。 （更

笑）你知道為什麼它很有趣嗎？當你想到這件事實際上並不是很有趣。這真的不是，但是

如果你在網路上觀看，每個人都在這裡發出偷笑，“哦，”哈哈！放屁！“ 你知道為什

麼嗎？因為想像一下大約在六、七百年前，你在修道院裡（笑），沒有人在說話。我的意

思是，你不允許說話，而你坐在那裡 — 你實際上跪在那裏，而你像就快要發瘋了。但是

你試著告訴自己，“好吧，我會這樣作，也許它有效。他們都這麼說，而且上帝也在看

著。“  你嚴肅地坐在那裡，試圖做正確的事情，而且陷在自己的惋惜之中，突然之間在

附近的某個人發出了 一個放屁聲！（笑聲，Linda 加入了聲效。）每個人都曝笑出來，

突然之間有另一個人也放了一個。這是整年發生的最有趣的事情！ （更多的笑聲）甚至

領導媽媽和大牧師，他們都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是當時唯一的幽默，它就跟你粘在一起

了，沒有什麼雙關語意（更多的笑）。但它一直跟著你。就像，“我記得那個！教堂完全

安靜，點了幾根蠟燭，突然之間，無處不知從何處傳來了放屁聲，每個人都環顧四周，

“是誰發出的聲音？'“ 但是那是裏面自發的。 

 

再來就你開始想知道，“我們今天吃了什麼午餐？” 

在這些笑聲中，我的重點就是，這全是一個故事。 你的生活，所有其他輩子，都只是偉

大的故事。 

當你對生活太認真，當你看待自己太過認真時，能量就會被卡住，然後你會忘記了你的翅

膀在那裏，也忘記了我在這裡所說的 — 這兩個簡單的要點 - 然後你開始變得非常嚴肅， 



 

 

然後你就開始用你的腦袋。 當你那麽嚴肅認真時，你就在蜘蛛網中了。 只有當你能作個

深呼吸，能覺得你的故事很好笑，並意識到沒有人在評估你或監控你。 沒有對與錯。 你

有一些輩子經歷過各種很糟糕的生活，有些輩子很輕鬆走過。 都沒關係。那真的沒關

係。 

這是你們一個很特殊獨特的輩子。 但請不要認真嚴肅。 一個特別獨特的輩子是因為你們

是為了什麼來這裡？ “研究開悟。”哦，我的天啊！ 允許。 允許。 玩的開心。 允許。 

你到這裡來允許。 這是真了。 你必須認真嚴肅來允許嗎？ 一點也不要！ 事實上，你笑的

越多，你允許的越多。 是的，我們可以把這句話放在保險槓貼紙和奶奶的毛衣上。 

你是來這裡允許的。 僅此而已。 你要多認真嚴肅來允許？ 不是非常！ 需要多努力？ 一

點也不要！ 但是，這是否會讓你覺得自己真的不在作事？讓你覺得不是在創作一部好電

影？ 這沒關係的。 你只需要深呼吸，然後允許。 當你可以取笑你自已的故事時，當你停

止對自己的這種嚴肅認真的態度時，當你停止認為全世界的重任都在你肩膀上，而且覺得

悟道很難時，你就會知道你已經在那裡了。 悟道從來沒有被設計成那個樣子。 那些頭腦

有問題的人試圖讓它變得無聊，試圖回到修道院裡寂靜的日子，並試圖使它成為凡夫的開

悟遊戲，而事實並非如此。 它其實真的很容易。 深吸一口氣，然後取笑你自己的偉大故

事。 

無論這杯子裝的是什麼，都讓我們來喝一口（Adamus 笑）。 

  

放鬆並允許 

 

我們開始了翅膀系列，今天我用我的故事來開場，那是我編的，我並沒有心情不好，我愛

你們。 我更愛我自己，但我愛你們（觀眾說“耶！”和一些掌聲）。 我沒有心情不好， 

只是一個故事，你了解 ，它就像一部卡通 - 它在實踐了我開始的想法 “ 讓我們今天有一

些趣味，讓我們玩一下，我會帶著一點情緒進來，然後會很兇，你們有些人會很震驚， 

你們中有些人會覺得，“哦，天哪！ 他今天會把我的頭咬掉嗎？“ 其實我也在想這件

事，但是，你知道...... 



 

 

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深吸一口氣;  生活中開始有一些樂趣，因為你知道嗎？ 當那一分鐘你

開始用好玩的心情，當那一分鐘你真的放鬆而且允許，所有的能量動態都會改變。 你再

也不會演出飛入蜘蛛網並陷入困境的故事。 當你意識到一切都會穿過你，你怎麼會卡

住？ 這一切都會通過你 - 時間，空間，蜘蛛網和所有的一切。 所有你的恐懼，所有的擔

憂和焦慮，他們都只是穿過。 如此而已。偶爾他們會讓你知道它們的存在， 有一種感覺

來到你的身體，它甚至可能會引起你一些混亂。 你就讓它通過。 就這樣。 沒有抵抗。 

凡夫的觀點是你會被困在蜘蛛網裏，而且你會試圖去努力奮鬥逃出來。 這是凡夫。 這就

是為什麼我問：“今天誰在這裡？”現在大師差不多 佰分之五十了， 大師的觀點是，

“這只是從我身上通過。” 而且實際上你不需要綁什麼東西，也不必飛過任何東西。 你

只需要展開已經在那裡的翅膀，然後看一切事物如何在你身上流進又流出。 然後你只要

選擇你的故事中想要的，選擇人生中你所想要的，只有你為自己所選擇的，然後你意識到

一切都只是流過你。 就這麼簡單。一 

我們在一起 19 年之後翅膀系列開始了，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有了 200 個 Shouds (聚

會)。 好多啊。 有足夠出 33 本書的內容，而且是大本的書，不是小本的書。 所有 

Tobias 的教導，還有我的所有驚人的智慧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 ，很驚人的。 為這個深深

吸一口氣。 事實上全部這一切也是你的故事的一部分。 但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凡的故

事。 這是驚人的。 

多年前當 Tobias 和我在交接時，我與其他靈界大師磋商關於來 Crimson Circle。 你知

道，我聽說過這個團體，就像你們有些人在你來到這裏之前可能聽說過這團體。 我聽說

過，但我有點懷疑。Shaumbra？海盜？ 這群反叛者和覺醒者？ 我就説 “我參加，我參

加。”（笑）其他人說，這將需要二、三、或四輩子的時間。 我知道不會的。 我知道你

們已經準備好了。 你只需要在腦袋上多捶幾下，然後整頓起來，喘口氣，意識到這只是

一個故事。 就是這樣。 除了對“存在（I Am）”之外，你的生活並不是那麼重要。 它的

故事之美也很重要，但不要那麼樣的嚴肅認真，好嗎？ 

我的意思是什麼？ 走出去，生活。 享受、開心。 當你感到焦慮或恐懼來臨時，不要逃

避，或者試圖在腦海中跟它對抗，只要允許它通過就行了。 允許它通過。 你會意識到根

本沒有蜘蛛網。 但是當你與之戰鬥的那一刻起，不管是癌症，或是經濟上遭到損失或破

產，或是自我價值還是其他任何事情，當你與之對抗時，你會從那刻起開始陷入困境。 



 

 

對你而言，它實際上比以往更糟糕。 你到達這個意識層面，你會比以往卡得更嚴重困

難。 因為你更靈敏，所以你會卡得更厲害。 那時你就停下來說，“Adamus 和我們談過

的那兩點，是什麼？“ 

SART:  應該寫下來。 

ADAMUS:  你應該寫下來（笑聲）。 這就是我們為你錄下來的原因。 我們將出售這一

個。 沒有免費的東西。 

開玩笑的。 

這是一個故事，玩得開心。 你是一個偉大的卡通。 

在翅膀系列中，你會意識到我們現在就要實現了，好嗎？所以我們會聚集在一起，我們會

玩得很開心，我會編一些故事，比如 “ 我心情不好 ”。我怎麼會心情不好？其實，我所

說關於那些輩子的話是真的。柏拉圖是很討人厭的，他永遠無法下定決心。而莎士比亞就

在是否要為公眾寫作的決定，而煩惱痛苦。馬克吐溫，他很有趣，但他有時候非常多疑，

對一切，主要是對他自己，很負面。他有處理能量的問題，難怪他破產了。所有這些都是

真實的，但它一點也不會困擾我。我深吸一口氣，看著他們那些偉大的故事，我意識到他

們的故事裏以及我裏面的這份美。我意識到，他們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陷入蜘蛛網裹。他

們以為他們陷入了，但他們並沒有。雖然他們認為有，但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崩潰和燒灼。

而且他們實際上都是我一體的一部分。 

現在，因為時間不夠了 - 我告訴過你們今天聚會會比平時短一些，比平常短兩分鐘（笑） 

- 讓我們來個  Merabh。 為什麼？ 呃，我厭倦了說話，而且你也厭倦了我說話。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讓我們來個翅膀 merabh。 

作個深呼吸。 讓我們開始了。 

  

Wings Merabh  (    如果您想體會 Merabh , 請見錄影，時間 1:21:10) 



 

 

我們現在在翅膀系列。 

（音樂開始） 

翅膀系列的意思是説，在這麼些年來真正開放、允許、並用好玩的眼光看待自己之後，我

們終於達到了即將翱翔的時候。 我們將翱翔。 這意味著擴大。 

凡夫仍然會有一些恐慌、焦慮或是生氣的日子。就像我們現在正在做的這樣，那時你就要

作個深呼吸。我幾乎可以聽到凡夫在背景中尖叫 - 這就是你深吸一口氣的時候，你了解這

只是一個偉大的故事。 這就是你感覺到你的翅膀的時候。 

你感覺到你的翅膀。 

我在之前的一些聚會上說過你有能量翅膀。 你的背部，你的肩膀，這是你身體最靈敏的

部位。 我不是在談論大羽毛翅膀，但我在談的是擴張和開放的能力。 你只要深吸一口

氣，然後允許它。 

你說，“呃，我不知道怎麼做。” 你知道的， 這只是故事中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長

出翅膀，讓我生命能開展的翅膀，不再害怕生命，不再害怕飛翔，也不再把自己置於開悟

的天花板之下。 我剛剛就是這樣作。” 

作個深呼吸，在你那偉大的故事裡，來到你允許翅膀展開的那一章。 

這些翅膀，他們可以帶你通過任何觀點，例如害怕、懷疑或危險；任何信念讓你無法下定

決心，你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 你就去感覺這翅膀展開來並帶你超越。 

是的，坐在這裡的凡夫會有一些蹩腳的日子。 這只是大故事的一部分，那是沒關係的。 

沒關係的。 有翅膀的大師，不會試圖戰鬥，不會試圖克服懷疑、不確定和恐懼。 一點也

不會試圖，而是意識到這只是“ AND “之一，是去體會現實的眾多方法之一。 

在這新系列的這一年裏，你會開始真正體驗一些事情。 不是談論允許，而是你允許自己

去體驗它。 不是柏拉圖式的談論覺悟的話題，而是實際上去經歷它。 

不是想著快樂，而是它實際上就在那裡。 



 

 

有時候，今年將要來臨的經歷會讓你震驚，因為它們是如此真實。 我的意思是，他們是

真實的。 

有時覺知的打開會讓你感到震驚。 你會懷疑你的身體或你的頭腦是否可以應對它。 這如

此令人驚嘆的經驗，而不是討論。 

是的，你可以應對它，尤其當你深呼吸，並且感覺到大師的翅膀時。 

我們正在從課堂講座轉變為真實、有意義、和有趣的生活體驗。 你正在改變故事，以不

同的方式寫作，突然在你的偉大故事的後面幾章中，你意識到現在你是寫作的一部分。 

凡夫，你是下一章寫作的一部分。 

你有一種了悟和一種感覺，知道有一本大書是關於你的生活，但你真的不知道它的內容。

這情況改變了。 

我們最近在 Keahak 中談到” 大師和凡夫同住在一起。 你意識到你真的不信任自己寫下

故事書的下一章節。 

你、大師和 I AM，現在實際上正在寫著，也在活出接下來的章節;  關於自由的章節，關

於現實生活經驗的章節。 不只是常規的日常單調，而是真實的生活體驗。 這是不同的。 

現在，這是不同的 - 你正在參與。 

那麼現在誰坐在這裡呢？ 在 merabh 中什麼發生了？ 我們現在有多少百分比？ 最好的方

式來表達是，當有人是， 100％的凡夫和 100％的大師時，你就是非常接近了。 你是二

者。 

你們不會相互衝突。 你不是想從 20％的凡夫變成 80％的大師，你們是同住在一起。 你

是兩個都是。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飛過恐懼， 飛過精神上的痛苦， 飛過情緒上的問題。 不要停下來試圖弄清楚或處理它

們。 不要躱避他們。 飛過他們。 



 

 

起初它會有點嚇人，因為它看起來就像是直接飛入蜘蛛網。 但是你會意識到會有一個動

力，是一種激情、一種能量 ，幾乎是意識，但並不完全 ，但有一種動力，會推動你甚至

走過最深的害怕。不要再迴避它們，但也不要停下來處理它們。 直接通過。 

其次，你意識到這全是一個偉大的故事，但現在你是腳本編寫的一員。 我說一員，因為

大師仍然會在劇本中扮演他們的角色。 但是現在你，凡夫，你正在一起寫劇本，你正在

參與。 這就是那兩點。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 一起深呼吸。 

(音樂結束) 

親愛的 Shaumbra，是慶祝的時刻了。 

是慶祝的時刻了。 所以，打開這些翅膀，讓我們開始吧。 

請永遠記住，在你偉大的故事裏，一切都很好！ （笑聲） 

謝謝。 謝謝（觀眾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