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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I Am that I Am)，具有自主權的 Adamus （ 觀眾鼓掌）。 

謝謝。 

在你們的一年結束時能與你們同在，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愉快的事情。  事實上，今晚在靈

界大師俱樂部，我們也正在舉辦一場盛大的慶祝活動和晚宴，就像你們在這大師俱樂部所

做的一樣。 我們是靈界大師俱樂部（笑聲），但我們正在舉行一個巨大的慶祝活動。 

我們慶祝你們又過了一年（觀眾笑聲、歡呼聲和掌聲）。真的。 考慮到現在這世界這麼

具有挑戰性，你在奮鬥中過了一年，這真是一項巨大的成就 ，今天我們會談論到很多這

方面的挑戰。 你那該死的懷疑。 

你難道不希望有一種抗懷疑的藥嗎？ 你希望，但你不要服這藥（笑）。 一種自然，安全

和有效的藥 - 你只要服用這種藥片然後就會釋放你所有的疑慮？ - 因為那自我懷疑真的是

阻礙你前進的最大障礙。 

如果你不擔心其他人的想法 - 我知道你們都說，“ 呃，我真的不在乎別人怎麼想 ”，但

實際上，作為富有慈悲心的人，你真的會在乎別人的想法，而且遠超過你應該的。如果你

不擔心失去一切，那就擺脫疑慮，但或許你會失去一切，但你可能已經失去了（更多笑

聲）。 如果你沒有......我們可以笑它（更多的笑）。 

如果你不那麼擔心瘋了，我的意思是，真的發瘋了，你已經看過那些住在精神病院的人，

口水流到了全身，需要被完全照顧的人 - 這聽起來不是太糟糕，是嗎？（笑） - 沒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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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如果你不擔心這一點，而且你並不擔心不存在了，我的意思是，就像一切都停止

了，如果你不擔心人們的觀點認為覺悟之後會感到太無聊 - “一切都達成了，那我整天做

什麼？“ 

提示：AND。 創造一點小小的戲劇性只是為了讓自己維持為凡人。 

但是，如果你沒有所有這些疑慮，想像一下會有多容易，你會有多少樂趣，每天不會有那

麼多的磨礪，那種會使你失望的精神上的、情緖上的磨礪; 你考慮一切事情。 想像一下，

如果你有這種抗懷疑藥丸，而你只是吃了它，並且你不懷疑你將要作什麼; 就是去做。 你

不在乎結果。你不在乎它成功與否，因為你知道這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對事物的批判。  

如果你不懷疑，一切都只是一種快樂的體驗，就是如此 ; 你不在乎別人的想法，不在乎你

贏了什麼，或者輸了什麼，你知道你永遠不會不存在了，想像看這對於你們所有人來說，

這是多麼的解放、多麼的自由。 

所以年底了我看著它，我說：“你做到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年。“一路上遇到了一

些挑戰，也可以說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挑戰。 過去幾個月非常非常地有趣，當我們真正進

入今天的 Shoud 時，我會多作一些解釋 - 但是你走過了這一年，你到了這裡。  

所以我們今晚在靈界大師俱樂部舉行慶祝活動，跟你們的很類似，除了我們有更好的食

物，更好的葡萄酒（笑聲）和一般來說更好的同伴。 

LINDA :  喔！(觀眾說 ：喔！) 

ADAMUS:  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 猜猜今晚的榮譽佳賓是誰？ 

LINDA:  耶穌。 

ADAMUS:  耶穌。絕對的！ 

LINDA: 喔！哇！ 

ADAMUS:  絕對的。 你看？ （Linda 欣喜若狂，炫耀她的毛衣上有跳舞的耶蘇。）當

然。 



 

 

ADAMUS:  耶穌 - 耶和華，耶和華不是一個靈魂體。 衪是一個集體能量，包括你們的集

體能量和地球上許多其他人的能量。 但耶和華不是一個跟你一樣的靈魂。 衪是一個複合

體，你們全都加入一點點，而產生了這個叫做耶穌的。 

所以，耶穌今晚會在聚會出現，是今晚的榮譽嘉賓，我們將會談論耶穌的笑話（笑聲）。

是啊。 我們要講述耶穌的故事。 我們會對有關耶和華真的是誰，瑪麗是誰，Mary 

Magdalene 是誰的整個錯誤概念而大笑。 人們仍然如此繼續堅持住，很多關於衪的錯誤

觀念，因為他們喜歡抓住苦難。 他們喜歡抓住所有那些被放在十字架上、受到迫害、鞭

打，以及其他的那些陳舊的故事。 

這是一種人類意識，伴隨著懷疑，在這個星球上仍然是無處不在，但現在是放下這一切的

時候了。 是時候來釋放耶穌了。 正如多年前 Tobias 所說的，“ 把耶穌從十字架上拿下

來。” 你能想像......（只有 Linda 鼓掌）謝謝你，這裡有很安靜的掌聲。 把耶穌從十字架

上拿下來吧。 

你能想像如果世界上所有在十字架上展示耶穌的教會都讓他自由、都把它放下，不是一個

受苦受難的耶穌。  （向 Linda) 如果你願意的話，請展示你的衣服（Linda 展示她的毛衣

上有穿著瑜伽褲舞蹈姿勢的耶穌） - 參加派對的耶穌！ 跳舞的耶穌！ 瑜伽的耶穌

（Adamus 竊笑，有人說“酷酷的耶穌”）。 是的，很酷的耶穌。是啊。 

所以，回到原來的重點 - 因為我看著你，我看到了你所經歷的，並且我也看到了你都用腦

袋在做事，就好像你的腦袋中有很多齒輪，那些都是又生鏽又老了，但你還是在嘗試著使

用它們－如果我們能夠服用藥丸就讓懷疑消失。 啊! 。我將在下個月的 ProGnost 上談論

更多關於它的內容，但頭腦是要結束了- 就像字面上的意思， 不僅僅是你，而是所有人

類。 這是頭腦的最後一個時代，我會重複無聊地詳加解釋。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有些

笑聲）。 

LINDA:  我們愛你。 你在說什麼？ 

ADAMUS:  為什麼這是頭腦的最後一個時代 - 這演講將會變得無聊。 

LINDA:  你為什麼看著我？ 

 ADAMUS:  因為我聽到評論說原來的 ProGnost 有點無聊，是你說的（笑）。 



 

 

LINDA:  原先的那個是無聊。 

ADAMUS:  是啊。 所以...... 

LINDA:  抱歉。 

LINDA:  事實就是事實。 

ADAMUS:  當我們  Shoud 開始的時候，提問。 今天我們會有很多提問，所以今天的提

問，Linda 拿麥克風。 

LINDA:  哦，我的榮幸。 

ADAMUS:  我喜歡提問，因為那時你的智慧就會出現。  當我繼 Tobias 之後接手，我們

第一次開始這樣做的時候，提問是有一些挑戰性，（Linda 喘息）。 它們很無聊

（Adamus 輕笑和幾個觀眾笑）。 它們是輕量級的答案。 它們是表面的答案。 他們就像

預計的答案。 沒有很多深度。 

現在我們深入了，你的答案有更多的深度和能量。它們是洞察力和智慧。 所以，雖然我

曾經害怕作提問和解答，但現在我真的很喜歡這樣做，因為你正在與每個人分享。 與在

這裡的人，那些在線的人，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以後會來到的人。 

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從覺悟到帶體覺悟大師的歷史記錄。 我們所有人都在創造這段歷史。 

這些都是檔案文件，不僅包括錄像帶，文字和產出的其他所有內容，還包括給後來者一個

能量通道，他們在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之後讀著它或者看著它，並且學會你們

在經歴這些時，能在最難以笑的時刻笑出來。 

他們在閱讀時，他們可以感受到智慧，但最重要的是，在能量他們將會獲得我們聚在一起

的七年多時間裡你們所經歷的轉變，及那湧現出的智慧。 而前段時間提問的一些答案是

平庸的（有些笑），但現在它們充滿了本質和智慧。 

提問 1 - 地球上正在發生什麼？ 

讓我們把燈光放亮，今天你們的答案最好很棒（更多的笑聲）。 我們正在記錄下這個。 



 

 

提問是，我今天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現在的新聞有什麼？ 我不是在談論具體的頭條新

聞。而是一個概述。 這個地球上發生了什麼？ 除了 Donald Trump 和核子戰爭這些微不

足道的小事之外，本質是什麼？ 新聞中真的發生了什麼？ 我希望在這方面有一些真正的

智慧。 不要背誦頭條標題。 告訴我現在這個地球上發生了什麼事。 

Linda，請第一個受害者。 我的意思是，第一位智者（笑聲; 當 Linda 把麥克風交給一位

有點猶䂊的觀眾時略微停頓了一下。） 噢，我們可以讀一下它的能量！ （更多的笑聲） 

現在，我不是一個通靈者。 我是一位靈界大師，然而我在那裡讀到了 - 我希望你能在攝

影機上看到 - 我在那裡讀到的是 “ 十五年來我從來沒有成為攝影機焦點，現在我連續兩

次得到它。“（更多笑聲） 

SHEA:  那真是我的確切想法。 

ADAMUS:  確切的想法。是啊。 

SHEA:   是。 我必須站起來嗎？ 

ADAMUS:  請。 不，你其實不需要，但我們比較喜歡你站起來。 是的，你可以做任何你

想做的事。 

SHEA:   謝謝。 

ADAMUS:  是。 新聞裡有什麼？ 現在這個地球上發生了什麼？ 如果你正在和一群高中生

交談，他們一無所知，而你試圖說：“ 但這是地球上發生的事情 ” ，你會說什麼？ 

SHEA:  很多。 傾聽這整個世界讓我的身體覺得難以置信。 

ADAMUS:  是的。 

SHEA:  我們得到了耶路撒冷，Tobias 欣喜若狂。 

ADAMUS:  其實不然，但繼續說。 

SHEA:  我覺得那裡有些興奮。 

ADAMUS:  是的。 



 

 

SHEA:  我與人交談… 

ADAMUS:  如果你是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 

ADAMUS:  你知道所有這些會發生什麼嗎？ 

SHEA:  但我曾與周圍的人談過，他們不知道問題是什麼，他們的感受 … 

ADAMUS:  那麼，發生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 你怎麼看？ 你看著這個世界，你說，

“哦，我的天哪。這是我們要進入的方向。以下是發生的一切。“ 

SHEA:  一切。 

ADAMUS:  一切。 只要具體談一件事。 

SHEA:  性方面的傷口療癒了。 

SHEA:  來自一位男性的全然混亂。 全然。 

SHEA:  他們甚至不知道...... 

ADAMUS:  男人，你們這些觀眾是否同意她的觀點？ （一位男性說 “ 是的，整體上來

說 ”） 

ADAMUS:  整體性。 是啊。 

SHEA:  總體性。 

ADAMUS:  好的。 

SHEA:  這真的很令人難以置信。 

ADAMUS:  好的。 

SHEA:  完全混淆。 

ADAMUS:  完全混淆。是啊。 我將稱其為個人和團體角色的喪失。 



 

 

SHEA:  好的。 

ADAMUS:  當有人開始失去他們的角色時會發生什麼？ 

ADAMUS:  他們試圖回頭，拿回他們所過去所擁有的東西。 這比新的更安全。 

SHEA:  對。 

ADAMUS:  所以，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量的變化，而且男性們正

在被踢...... 

LINDA: Ahem!!  （ 咳咳 ） 

 

SHEA:  是真的。 

ADAMUS: … 屁股 （有些笑聲）。 

SHEA:  這是真的。 

ADAMUS: … 屁股。 現在正在被踢屁股。 

SHEA:  但他們對這一切也很困惑。 

ADAMUS: … 哦，絕對的。 這就是在踢他們的屁股。 他們不習慣於這種混亂 

SHEA:  對。 

ADAMUS:   他們習慣了他們做事的方式。 

SHEA:  對。 

ADAMUS:  但舊方法不再有用。 他們覺得 … 

ADAMUS:  ... 你說什麼，變弱了？ 

SHEA:  是的。 



 

 

ADAMUS:  男性？ （觀眾沒有回應）呃，是啊，是的。 好的。 是啊。 不是男性 

Shaumbra！天啊！ 我在談論其他的男人。 所以，變弱了 - “我的角色是什麼？ 我應該

做些什麼？” 

SHEA:  他們很困惑。 

ADAMUS:  他們很困惑。 然後會發生什麼？ 

SHEA:  他們現在開始攻擊女性。 

ADAMUS:  他們已經攻擊很長的時間了，但是...... 

SHEA:  不，這是用另一種方式。 這就像他們害怕要做什麼。 

ADAMUS:  是啊。 我會給你一點提示。 女性非常靈敏，他們知道如何使用心靈的能量，

往往與性能量連結在一起，但他們知道如何使用心靈的能量。 男人真的不會。 我的意思

是，不是 Shaumbra 的男人真的不會作心靈上的探索。 

他們不知道如何從心靈能量上感受到正在發生的事情。 他們已經關閉了他們的一些情緒

管道，所以現在他們完全迷失了。 如果他們能夠重拾那種內在的心靈能力，這種心靈能

力實際上會讓他們連接到一些我們稍後要談論的內容。 但是他們切斷了他們的天線 -  心

靈上的天線，已經好一陣子了（Linda 竊笑著）。 他們很失落。 好。 

SHEA:  是啊。 

ADAMUS:  謝謝。 謝謝你的智慧。 再來二位。 新聞中發生了什麼？ 你好，美女。 

ELIZABETH:  你好嗎？ 

ADAMUS:  我很好...... 

ELIZABETH:  聖誕快樂（她輕笑）。 

ADAMUS:  一如既往。 是的。 

ELIZABETH:  我的感覺是，在你開始這個討論之前，你剛才說的是有些團體正在回到舊的

模式，緊抓住過去的生活。 



 

 

ADAMUS:  是的。 

ELIZABETH:  還有那些想要展望未來的團體，這種推－拉式的事情是如此明顯，事實上如

果你持續注意著，不僅僅在我們的社會，而是整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ADAMUS:  進化可以逆轉還是放慢嗎？ 這整個演化過程正在進行，不僅僅是生物進化，

而是整個生命網絡的繼續演變。 它可以被放慢速度嗎？ 換句話說，這些人正在回歸根

源，那些說 “ 電腦很糟糕 ” 的人，那些不喜歡技術的人，那些認為我們在上帝眼中無恥

的人。 我們能回到過去還是放慢進化嗎？ 

ELIZABETH:  我不這麼認為。整體來說，我並不覺得速度有所放緩。 我個人知道，你的

意識在哪裡， 那就是你之所在。 

ADAMUS:  對，但這個地球呢？ 

ELIZABETH:  我不感覺如此。 

ADAMUS:  好的。 

ELIZABETH:  它可以被放慢速度。 這只是人們中的一些進化的人，而... 

ADAMUS:  那些真正想要保持其根源的團體和個人會發生什麼？ 我不是在說只是丟掉你

所有的物質財富，走出去，住在瓦爾登池塘生活，實際上是試圖回到國家根源，文化根

源，家族根源以及其他所有方面。 當進化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繼續時，他們會發生什

麼事？ 這些人會發生什麼事？ 

ELIZABETH:  我希望他們其中一些人會變得更加開放。 

ADAMUS:  是啊。 

ELIZABETH:  有一些人可能會崩潰（她輕笑），因為事實就是這樣，我不知道你是在描述

一般意識，集體意識還是個體意識。 我認為這是不同的。 但是，個體在生命中有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正在移動的方向。 

ADAMUS:  大多數人不知道選擇是什麼。 真的。  現在，我要說一些今天的內容，並在一

些 Shoud 中擴大探討有關於選擇這個看起來矛盾的問題上，但是大多數人真的不明白什



 

 

麼是選擇。他們的選擇是如此有限，就像與抽屜中的襪子顏色一樣有限。 就是這樣，真

的，或者是他們晚餐吃什麼。 他們不理解生命的選擇，靈魂的選擇，選擇來超越，他們

也不想要理解它。 所以，我想要說的...請繼續。 

ELIZABETH:  是的，我想知道你的觀點在某些情況下是否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催眠了， 

對嗎？ - 他們可以在一個地方徘徊，誰知道多久。 我的意思是，這是另一種方式。 

ADAMUS:  是的 

ELIZABETH:  只是停在那裡，而不尋求。 

ADAMUS:   但是這回到了 Shea 之前所說的。 這個星球上有很多失落的人。 現在，他們

不會在新聞採訪他們，“你為什麼迷失了？” 但是，只是去感覺一下，有種全球性的失

落感。 

ELIZABETH:  是啊。 

ADAMUS: 是啊。 我再給你一點線索，我們或許會在 ProGnost 中提到的，我們之前談

到了新地球，並且說新地球和舊地球不會在一起，因為有太大的差別。 在些人有意識、

知道什麼是選擇、允許大師與凡夫融合的人之間，太多的人明白這一點，他們創造了一個

新地球。  這不是你所想的涅盤，而是它成為你靈魂的創造性表達的地方，具有凡夫的屬

性，但卻不會陷入人類的特質裏。 

然而在這個地球上有一整群的人，他們仍然在忙著他們的過程，忙著他們自我的進化過程

中，但這與那些真正允許他們的真實意識的人不一致。 所以，你們有很多人還在經歷他

們一世又一世的人生經歷。 

然後你們有一個我還沒有提到過的群體，這個群體如此緊抓住舊的和過去的，主要是抓住

舊的男性能量，它也包括了很多女人。 許多女性不願意與亞當並肩擔負責任，他們中的

很多人實際上都喜歡穿著草原裙飾，並且一直在煮飯和之類的東西。 

實際上，它現在正在創造我將稱之為“低層地球”的東西，它當然不是新地球，而且它確

實不是這個經典的地球－這個物質地球。  那些真正緊抓住過去，不會放下，也不要放

下，並想要繼續相信上帝是審判的、是憤怒的、是需要崇拜和 所有其他的。 



 

 

他們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現實、新的維度空間，他們會去那裡，它不會在這個地球上，但它

看起來像是在這個地球上。 它將比這個物質行星具有更大的引力，精神上和一般的重力

引力。 它會有更多的規則和條例，更多的正義而且更嚴格。 這就像從一所文理學院到一

所非常宗教的大學，你每天都必須去教堂，而且他們也想要去。 這些人下一輩子回來之

後，沒有人會要他們去那裡，但他們想要去，他們稱之為簡單。他們要屈服於上帝。 他

們想要相信更高的權力和更強的男性權力，他們不想了解自己也是上帝，這都沒關係。 

我們不去試圖改變他們的想法，他們也不會聽我們的。 他們會叫我們撒旦。 我們不會嘗

試做任何事情，而是絕對的尊重他們在低層世界的新劇院的新舞台上玩耍。 就是這樣而

已。 

所以，這個地球上正在發生很多事情。 謝謝你。 我結果說了很多，難怪這裡有太多的智

慧（笑聲）。 請下一位。 

LINDA:  下一位。 

ADAMUS:  請下一位。 新聞中有什麼？ 新聞概述是什麼？ 

SCOTT:   啊， Time 雜誌剛剛談到它，打破沉默的人。 能量上那些人說：“夠了。 我準

備好講述我的故事。“ 

ADAMUS:  它出來了。 

SCOTT:  它剛剛出來。 

ADAMUS:  是啊。 

SCOTT:  對於很多人來說，它被掩埋了這麼久。 

ADAMUS:  哼。 

SCOTT:  我的意思是，對於其中某些人，可能有 20 年或更長的時間。 

ADAMUS:  幾輩子。 

SCOTT:  幾輩子。 



 

 

ADAMUS:  被虐待了幾輩子了。 

ADAMUS:  所以，現在這一切都打破了，從 Angel's Peak 上觀看它非常有趣。 你知道，

退後一步，讓開。 觀看它是非常有趣。 我喜歡 “ 打破沉默的人” 這個詞。 這些人幾乎

是出於尷尬和被人們取笑和批判以及其他一切而挺身而出。但它現在正在把所有的東西都

動搖改變。 動搖改變的開始總是很有趣。 這就像“我們真的在改變 “，但隨後一切都開

始攤開來了。 然後它變得很醜陋，就像你的毛衣一樣。 

SCOTT:  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這些男人會害怕，他們覺得：“ 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 

ADAMUS:  對！ 對。 那麼，你對這個地球上男性的整個角色有什麼看法？ 它會發生什麼

變化？ 

SCOTT:  他們正在經歷一個他們必需要進化的過程。  我的意思是，它可能會停滯不前，

無法解決，或者他們必需像，“呃，我必須醒來，弄清楚。” 

ADAMUS:  或者創建一個像那低層世界...... 

SCOTT:  是的，或是那樣. 

ADAMUS: ......或者其他世界，你可能會想要這樣稱呼它，因為它就像 “不，我們將繼續

支持男人。” 

SCOTT:  是的，是的。 

ADAMUS:  是的，是的。 

 

SCOTT:  他們要嘛堅持他們原先的觀點、信念，要不就是說，“呃，也許我應該不要這麼

嚴厲。” 

ADAMUS:  是的，就是如此。 那麼，你現在對這個地球上的典型男性有什麼建議？ 典型

的，這意味著他們當然不參加我們的聚會，而只是街上典型的男士。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

議？ 



 

 

SCOTT:  開始關注、意識到自己的感受，並且看到這世界上正在如何進化。 不僅僅是看

頭條新聞，還有了解這些女性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 

ADAMUS:  對。 

SCOTT:  而且看到那些無論是在商業上還是個人生活中正在改變的男性，看看他們想要朝

哪個方向，因為他們會像你說的那樣，結果不是往那邊就是往這邊。 

ADAMUS:  嗯。 是的，我覺得那些人會講兩邊的話，兩邊都不得罪。 很多男性會說，

“ 現在是女性在商業或宗教中佔有更多位置的時候了。” 現在是時候在天主教教會有女

牧師了，否則他們就會陷入困境。他們一邊這麼說，但另外一邊，在他們自己的個人情

況、在自己的工作或商業世界或其他任何方面，他們就會有困難做到了，“一個女人 ，

賺相同數額的錢？ 一個女人，成為我的老闆？“ 它正在慢慢改變，但他們迷惘了。 他們

真的迷惘了。 好。 謝謝。 

是的，還有一位在這裡。 現在有些什麼新聞？ 究竟什麼事正在發生？ 

SHAUMBRA 1（男子）：關於所有這一切，我都看到了深刻的愛和善良的行為。 

ADAMUS:  是啊。 哦，很大的。 

SHAUMBRA 1:  是啊。 

ADAMUS:  是的。 實際上，在這個地球被完全搞砸和迷失的過程中，有很多愛和善良的

行為。 不幸的是，有時侯人們只在危機時，他們最好的特質才會顯現出來。  

SHAUMBRA 1:  嗯。 

ADAMUS:  他們習慣於危機，以至於他們會在危機中有最好的狀態，有時甚至他們會引

發危機...... 

SHAUMBRA 1:  為了表現他們的愛。 

ADAMUS: ......如此他們才可以成為英雄。 

SHAUMBRA 1:  是的。 



 

 

ADAMUS:  他們可以成為英雄。 是啊，是啊，很好的觀察。 

現在地球經歷的是前所未有的變化。 然而，我必須附注，至少在這個人道的時代，也就

是亞特蘭提斯之後，有更多的繁榮和富裕，較少的戰爭。 有更多的善舉，更多的人捐

錢。現在有更多的人在地球上獲得乾淨的水和大致健康的食物。 所以，從某方面來說，

它實際上是最好的時代之一。 現在沒有很多大的戰爭。 有部落戰爭和舊的戰爭，但不是

很多大的戰爭。 

但這也是一切變化如此之快，以致於人們迷失的時代。 人們非常非常地迷茫，為了時間

的緣故，我在這裡大致上的說，但人們迷失方向是一種情緒上或心理上的事情。 他們不

是真的迷失方向，但他們以前的做事方式和對人及對情況做出反應的方式必須迅速改變。

他們不知道該做什麼，特別是男人不知道該怎麼做，因為他們沒有允許這種心靈、或稱之

為女性化的能量方面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  

女性擁有的心靈能力，你們所有人都有女性的能量，實際上可以投射出來並開始搜尋事

物、感受事物，找出其他潛能和可能性。男人不常那麼做。 這就是為什麼女人可以一心

多用，親愛的 Linda，男人是非常單一的，Cauldre（笑聲）。 因為女性發出很多心靈能

量。 

男性看著它說：“ 那太混亂了，” 因為你正在談論某件事，而下一分鐘你就改變了話

題。 男人應該如何知道你只是在不告訴他們的情況下轉換了話題？ （笑聲）而女人們會

認為，“你必須更加使用心靈能量才能知道這個。”（更多的笑聲）。 

在這個迷失的世界裏，男性比女性更迷失，因為女性習慣於用他們的心靈能力和情緒體而

且在女性間他們彼此交談很多，而男人不知道該怎麼做 - 所以，他們做什麼？用藥物，

SSRIs，抗焦慮藥，抑鬱症，及其他所有藥物，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做什麼。 他們很迷茫。 

關於這些藥物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會讓人更加迷茫。 這些藥物所做的，就是讓你與自己脫

節。 這就是為什麼你們有這麼多男性白人做這些殘酷的大規模謀殺行為，大規模的恐怖

主義類型的事情，因為他們如此迷茫。 

我在特別談論美國境內，如果你能追溯回去，如果你能夠找到所有這些大規模謀殺案的所

有警察和醫院記錄，你會發現那些罪犯, 正在使用或最近使用過這些藥物 ，因為他們迷茫

了。 現在世界正在如此迅速地經歷這樣的變化，這對很多人是很困難的。 



 

 

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次情緒上的變化，就像你過去所經歷過的。 進化模式的改變，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快。 你已經看過那曲棍球桿圖。 過去的進化，比方說，5000 年（他在空

中畫出一條近乎水平的線）。然後，在大約 50 年前如此上升（急遽上升）。 它的速度如

此之快，以至於它會繞過一圈回到自己。 我的意思是，就像一架飛機在天空中繞一圈一

樣，速度非常快。 這個過程非常快，一切都將自行啟動。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現在，我提出這個問題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我想讓你記起為什麼你現在會在這裡。 

你選擇了這個時間。 大多數的你們選擇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到這裡，知道現在是時候

了，我稱之為機器時代，這個地球發生巨大變化，並且巨大分裂的時候。 

分裂成新地球，分裂成地下或低層地球，無論你想叫它什麼。 分裂的時刻，而不是聚集

在一起，但實際上它是在創造更多你稱之為更專門的遊樂場，而不是一個巨大的大型遊樂

場。 

人們越來越專精 - “ 我想在新地球上玩，我有更多的創意自由” - 或者其他人說：“我

不喜歡玩任何這些遊戲， 我要回到基礎，回到根源 “，他們將去到低層地球。我不是說

地獄或地下。 我的意思是，它是一種不同類型的地球，並且他們將在下一生中繼續轉世

到那裡，他們會認為它是這個地球，它將具有這個地球所有相同的屬性，但它會是老式

的。 我的意思是，它不會是現代化的和當代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幾乎就像是轉世

到過去的時間，但他們將在這我稱之為 “ 低層的世界 ” 轉世。 

所以，所有這一切都在發生，我希望你能感覺一下 - 因為有時你會忘記，你也會迷失方向 

- 為什麼你選擇現在在這裡。 為什麼你選擇在這個地球上，無論你是在 30 歲，40 歲，

50 歲還是 60 歲，無論你是什麼年齡。 為什麼選擇來到這裡在有史以來最瘋狂的時代之

一，最具挑戰性的時代之一。 

我希望你能去感覺這一點。 不需要音樂，只要真的去感受一下。 你選擇了它。 

（暫停） 



 

 

這一生沒有任何錯誤。 我知道你們很多人都想知道，“那麼，我這輩子怎麼沒有做更多

的事情？” 或者 “ 我怎麼沒有更多的成就？ 我怎麼沒有寫出暢銷書或開創一家大企業？

“ 你不是為這個而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這樣做，但你們大多數人

選擇不這樣做。 

你這輩子來過這裡就是為了一件事。 這是你在地球上的最後一世，這個地球，你來到這

裡把靈性具體化，大師。 你來這裡是為了在這一生中將凡夫和大師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安靜的旅程、一個孤獨的旅程和一個困難的旅程，因為懷疑，因為偶爾你會失去

內在的指南針，那內在的洞見關於為什麼你會選擇在這裡。 你不是來嘗試拯救地球。這

是行不通的。 但是你知道，因為你在內在所做的，承擔甚至不屬於你的事情; 你知道藉由

存在，你在做什麼。 不是當個演講者，不是講道，而是在這個星球上的一個存在，留在

身體裡，但實際上完全改變了身體的機制，DNA。 

DNA 是一個驚人的、甚至難以理解的，有點像你會稱之為光的線，靈性的線，我們有時

稱之為天使的線。 這是所有一切的背後的生命力量。 它是一種程式。 這是生活的軟件。 

但即使如此，它現在也正在改變。 

你的身體正在改變，每當我聽到 Shaumbra 說 “ 哦，我的身體。 疼痛和痛苦以及我正

在經歷的事情。“ 我不禁會自己偷笑，我會說，” 把它呼吸進來，接受它，因為是你要

的， 不要抵抗它，“ 而且我知道這與你所認為你應該做的正好相反 - 躲開它，用維他命

和聖油以及其他一切來補充自己。 不，你正在經歷一個驚人的變化。 你能讓自己體驗它

嗎？ 

所以，請記住，為什麼你在這裡，為什麼在這個特定的時刻。 我已經告訴過你們所有

人，你可以在上一輩子或上上輩子覺悟。 你可能會立刻死亡，然後來到這一邊。 但是你

說，“ 不，我要在這個時間點來，我要經歷這身體變化。” 

就像我在澳大利亞對大家所說的那樣，就好像你是一架正在以每小時 500 英里的速度飛

行的噴射飛機，你決定把自己完全重作，並裝上全新的不用汽油的引擎。 現在它是一個

用新能源的引擎。當你飛行時，你將完全重做整架飛機的機身和所有一切。 這就是你正

在做的。 你在飛行中這樣做，這真的很棒。 非常的瘋狂。 瘋了。 



 

 

 你可以讓別人先做，但你沒有（有些笑聲）。 你說，“ 不，我要去做 ”，但是每隔一段

時間 - 每天晚上我會聽到你們大多數的人，就像 “ 哦！ Adamus 發生了什麼事？“ 我

說，” 你正在開悟啊。“ 然後你就像 “ 我以為會很有趣 ，” 我就像 “ 誰告訴你

的？！”（笑聲）我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Tobias 也從未這麼說過。 他在覺悟時死於獄

中。 我的意思是，覺悟不是一件美麗的是，它真的不是。 最終的結果會是驚人的，但覺

悟的過程？Pfft！ 你知道，是很可怕、很慘的。 

所以，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Adamus 輕笑）。是啊。 

SART:  好極了！ 

 

問題 2 - 什麼在你身上發生了？ 

 

ADAMUS：下一個問題。 你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們談論了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經歷了什麼？ 在最近兩三個月，答案要簡潔。 我不想聽到很多你的舊故事。 簡潔一

點。 你怎麼了，Patrick？ 

PATRICK:  我不知道。 

ADAMUS:  哦，等一下。 

PATRICK:  不不不不！ 不，不！ （觀眾說，“哦！”）我把它收回。 

ADAMUS:  好吧，好吧（笑聲）。 

PATRICK:  哦，不，不。 不，不。 

ADAMUS:  女廁就在旁邊...... 

PATRICK:  在過去的兩三個月裡，我發生了什麼事，如果其他 Shaumbra 也有同樣的感

覺，那就很有趣，簡單一句話就是凡夫的無聊和沒有熱情。 

ADAMUS:  哦，很好，很好。 哦，你在你應該在的情況。 



 

 

PATRICK:  顯然是（他笑）。 

ADAMUS:  是啊。 是的，無聊，沒有熱情。 而且你不能假裝它。 你無法假裝熱情。 

PATRICK:  我的意思是，我在允許我是 (I Am) 的熱情，但我無法強迫它 

ADAMUS:  不，你不能。 

PATRICK: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有，但不是很持續性的。 

ADAMUS:  哦，那是我認為覺悟最糟糕的部分 - 你會失去了你的熱情。 就是沒有東西

了，但這是絕對合適的，因為這些熱情是舊的。 他們是以凡夫為基礎的。 你試著恢復它

並帶回激情，但就像 “ 你在開玩笑嗎？” 你知道的。 

PATRICK:  沒錯。 

ADAMUS:  你沉浸在這種深度，這種絕望，它就像，“呃！ 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球上？

“而你卻無聊無聊，然後你試圖填滿你的時間等等。 

PATRICK:  我有很多時間。 

ADAMUS:  你有很多時間。 

PATRICK:  我有充裕的時間！ （ Patrick 笑） 

ADAMUS:  是啊。 而且，不，這實際上就是你應該在的狀態，因為你正在過渡或演化，

或任何你想要稱之為什麼。 那麼，我會在一會兒談論到它。 所以...... 

PATRICK:  我不認為我是唯一擁有這種經歷的人。 

ADAMUS:  有任何人無聊而且沒有熱情？ （有些人舉手，Patrick 笑了）有任何一位要寫

幾本關於它的書嗎？ “ 無聊，沒有熱情 ”。 

是的。 你現在生活中發生了什麼事？ 

MEREDITH:  我會說，“ 同上 ”。 



 

 

ADAMUS:  同上 

MEREDITH:  是的。 

ADAMUS:  是的。 

MEREDITH:  但也許更久一點，我已經走過了絕望。 但我仍然有充裕的時間。 

ADAMUS: （咯咯笑）豐富的時間！ 

MEREDITH:  我開放，所以...... 

ADAMUS:  是啊。 現在還有精神方面的挑戰？ 你對自己說很多話嗎？ 

MEREDITH:  是的，我試圖用內心，而不是用大腦來過生活。 

ADAMUS:  是啊。 作的如何了？ 

MEREDITH:  那是一個挑戰。 

ADAMUS:  是的。 它是。 

MEREDITH:  這是一個挑戰。 但我對此很陌生...... 

ADAMUS:  哦，你是。 

MEREDITH: ... 這個旅程，是的。 

ADAMUS:  哦，不，你不是陌生的。 你不是的！ （笑）。 

MEREDITH:  所以。 

ADAMUS:  說到同上，這就是他們應該叫你們任何一個又轉世到下一輩的 “ 同上”（更

多的笑聲）。 同樣的舊事，再做一次。 但你不是。 就是這一輩子了。 最後一世。 

好的，還有什麼？ 另外兩位。 你的生活中還有什麼？ 

SUSAN:  很多事情。 



 

 

ADAMUS: 是嗎？ 

SUSAN:  哦，是的。 

ADAMUS:  那麼，有什麼大事？ 

SUSAN:  大事。 我剛剛經歷了一大場憂鬱症。 

ADAMUS:  嗯。 哦，太好了（她輕笑）。 

SUSAN:  我的身體到處痛。 

ADAMUS:  是啊。 

SUSAN:  我也覺得事情正連在一起。 我有一種聯合的感覺。 

ADAMUS:  是啊。 哦，不是很奇怪嗎？ 是啊。 事情崩潰了而且有聯合的感覺。 

SUSAN:  我喜歡它。 

ADAMUS:  是啊。 

SUSAN: 事情開始連在一起了。 

ADAMUS:  是啊。 好。 

SUSAN:  而且感受到我的心，我在這裡。 

ADAMUS:  我會給你們一點點像父親般的大師建議。 不要試圖強迫任何這一切。 不要試

圖強迫快樂。 現在不要試圖強迫任何事情。 待會兒我會解釋，但不要強迫。 

SUSAN:  好的。 

ADAMUS:  你正在經歷一些事情。 你正在經歷一個過渡時期。 你開著車，開闊的道路，

美好的一天。 

SUSAN:  嗯。 



 

 

ADAMUS:  突然間，你穿過一座隧道要到達山的另一邊，你知道，他們穿過一座山而建

的隧道。 很黑，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你在哪裡，感覺奇怪和幽閉恐懼。 這是一樣的。你

正在經歷所有這些東西和.....（一些聲音）突然之間，一切都變得黑暗而分崩離析。 然後

你擔心，你試著用藥或冥想。 你試著服用某些東西，不管是酒精還是毒品，還是其他東

西，像維他命補充品或者聖潔淨化的東西，或者你嘗試用藥或冥想來走過它。 不要。 

該怎麼辦？ 允許。 允許。 聽起來很奇怪，你現在正在經歷的是任何一生中最偉大的經

驗。 你正在經歷帶體覺悟，有些日子真的很糟糕。 我的意思是，有些時候你只覺得靈性

令人想嘔吐，因為它很難（幾聲笑），其他日子你感覺像，“哦，是的。 這一切都連在

一起了。“ 這是絕對適當的。 你沒有任何問題。 當你的身體疼痛時，那是沒有任何問題

的。 

我很想讓你能看到你的細胞層級，你的 DNA 和內部發生了什麼。 你完全帶進了一個非

常不同的東西 - 我不喜歡用光體這個詞，因為每個人都會想到一個模糊、發光的東西，但

事實上並非如此。 你正在帶入一個相當獨立的真正的能量體，你不再需要從其他人或食

物或別的東西上得到養分，一個真正的能量體，那是一個非寄生蟲體。  

而每一個身體，每個人體都是寄生的。 首先，你現在有腸道寄生蟲，他們在那裡。 聽

（笑）。“Erggh！ 讓我離開這裡！“（ Adamus 使用吱吱聲和更多笑聲）而你的身體

是寄生的， 它需要以能量為食，無論是其他人的能量，無論是食物還是其他。 你上癮

了。 進來的真正的能量體並不需要這樣。 我不想說是百分之百 - 但它主要是獨立的。 

所以，你現在正在經過這個變化。 你正在重塑你自己。 如果死亡然後從頭開始，會容易

一些。 但你很固執。 你堅持說：“不，我們要留下來。 我們要在這裡活著的時候這樣

做，“ 所以深吸一口氣。 你就在你應該在的地方。 

SUSAN:  謝謝你。 

ADAMUS:  是啊。 還有一位，非常快。 你現在正在發生什麼？ 

SHERRY:  我覺得我正在乘坐最瘋狂的雲霄飛車。 

ADAMUS:  是啊。 

SHERRY:  好的。 



 

 

ADAMUS:  現在，今天，你在頂部還是底部？ 還是你尖叫著下坡？ 

SHERRY:  不，我今天感覺很好。 你知道我和 Shaumbra 在一起，嘿。 

ADAMUS:  是啊。 

SHERRY:  我今天很開心。 我今天就像一個我喜歡的樣子的人在這裡。 大師在這裡。 

ADAMUS:  是啊。 

SHERRY:  但很多......當只是凡夫時，事情就更加緊張了。 

ADAMUS:  是的。 

SHERRY:  就像這些恐懼 - 財務不安的恐懼，因為我已經幾年沒工作了。 

ADAMUS:  不好了！ 

SHERRY: .....只是......（幾個笑）。是啊。 我會失去... 

ADAMUS:  我以為你應該工作？！ （更多的笑）有一份好工作，努力工作。 

SHERRY:  那麼，失去我認為我有的控制。 看，這是相當緊張的。 

ADAMUS:  是。 這是非常緊張。 

SHERRY:  當我進入這一點時，這就像... 

ADAMUS:  這是如此緊張。 它的 … 

SHERRY:  我的意思是身體甚至開始顫抖。 就像，“哦，我的天！ 這不好玩！“ 

ADAMUS:  是啊。 

SHERRY:  而其他日子...... 

ADAMUS:  不，從某種方式來說，這是一種奇怪的方式。 



 

 

SHERRY:  是啊。 其他的日子，當我是大師的時候，就像我熱愛生活一樣。 我相信一切都

會來找上我。 你知道，Ahmyo，我們來了！ （Adamus 笑了）而且，你知道，是的，就

是這樣。 這是極端。 

ADAMUS:  是啊。 我稱之為 “ 同頻 ” 的日子和 “ 異頻 ”的日子。 

SHERRY:  重要時刻。 

ADAMUS:  有些天你和大師同頻，凡夫和大師同頻。 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冷酷 - 但大師

並不在乎，因為大師不需要能量。 大師不需要住在人體才能存在。大師不需要工作。 大

師只是看著它，然後說：“哦，凡夫什麼時候才會停止這麼努力工作，而只是允許？” 

所以，大師是有點漠不關心的。 大師不是為了拯救你的生命，為你找到工作、新房子、

靈魂伴侶或伴侶或其他任何東西而來。  大師說：“ 嘿，凡夫，你能只是允許嗎？因為無

論如何這都會發生的。”。 

大師很常笑。 當你的生活糟透了時，我不知道你是否聽到在背景中有一個小小的笑聲，

（ Sherry 笑著）。那聲音不是我（觀眾的笑聲）。 我保證，那不是我。 我會離開去別

的地方大笑，但大師會説，“ 是你讓它變得非常困難的。”是的。是啊。 好的。 謝謝

你。 

你正在改變 

那麼，現在 Shaumbra 發生了什麼事？ 我會總結一下，就像我總結新聞。 你正在轉變當

中。 你現在正處於一個偉大的轉變中，這是自我的一次偉大的演化。 重新再造身體，不

是從原子的層級或者碳元素的重造，而是比 DNA 還小的層級開始改變，全部都在改變。  

現在，你照鏡子會說：“呃，我仍然看到那張臉，每天都會一點點的變老。”由於人體會

消耗巨大的能量，所以會有點兒變老， 也看看你的胃口 - 消耗了巨大的能量，而且你正

在經歷一個實際上並不需要任何能量的變化。但人類對此十分擔憂，人類對舊的生物進

化、人類演化的週期並不是那麼確定，但仍然試圖遵循那些模式。 但是，能量體正在進

入，而導致了所有這些迷惘的感覺，“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並且擔心，“ 我會死嗎？ 

我會發瘋嗎？“然後懷疑就進來了。 



 

 

你真的很會懷疑。 你已經在很多方面，把懷疑的藝術，作到完美了，然後你把這些資源

拉進來。“哦，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哦，我知道了， 我會帶進懷疑， 我會懷疑我所做的

一切。 我要自我分析自己，我要孤立自己，而且我要進入完全無聊、缺乏激情和其他一

切。“ 從某種方面來說，它是有效的，因為它把你弄累了。 在那累垮的情況下，一個有

趣的現象發生了。 

 在你正在經歷的一切中，你不會做錯任何事。你可能會很慘，你可能會用很辛苦的方法

來做，但你不會做錯，提升，會發生而且也已經發生了。 我從一開始就說過，放鬆地進

入你的覺悟。 放輕鬆吧。 凡夫不負責、也不知道怎麼覺悟。 凡夫沒有任何概念。 凡夫只

會把覺悟人性化了。 那麼它就會受到限制。 那就真的會很無聊。 

凡夫不會覺悟，因為他仍然在用有限的感官運作。 但是，如果凡夫允許，放鬆進入覺

悟，看著每一個經歷，無論是身體上的痛苦，或是絕對的無聊，退後一步，看著它，

“ 哇！ 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在這同時你的身體產生了變化 - 我不是指你的肉體，

而是你的能量體 - 它最終會改變你的肉體。你不一定會年輕 50 歲或看起來年輕 50 歲。 

我保證，無論你是不是在你的能量體，你不會想活到 500 歲。 

如果你願意的話回憶一下，過去在利穆里亞時代，在細胞層面上，你仍然非常空靈，非常

輕盈。 你還沒有完全植入生物體內。你只是和地球上的生物生命形式共舞，而還不是在

循環轉世中，所以還很輕盈，有一點像空氣一樣。 就像你在那裡，但你又不在那裡。 你

正在經歷它，但你並沒有陷入其中。 請回憶一下那時刻，你們全都經歷過它。 

（暫停） 

這是你真正對大自然，尤其是自然元素如此熱愛的開始。 這有一點像你現在的階段，換

句話說，身體並不那麼沉重，跟身體或頭腦都沒有如此連接。這是一種奇怪的感覺，因為

就像現在地球上的有些人將要進入“ 低層世界 ”一樣，這個新的地方只為那些喜歡嚴格

和嚴厲的人而設，有一個部分的你會緊抓著舊的這個身體，“我的身體何時會變好？ 我

的大腦什麼時候會變得更加銳利？“ 不會的，這也不是我們的目標、意圖。 

我們不是在這裡試圖把人的狀況變得完美。 首先，因為它永遠不可能完美。 你幾乎可以

說，有一個深深地隱藏在每個人的能量裏面的按鈕，讓人的狀態不會完美無瑕，因為那樣



 

 

你就永遠不會離開。 換句話說，拼圖中的每一塊並不是都在，所以你永遠不會完成它。 

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否則那會讓你永遠陷在這裡。 

現在你正在經歷一件對人類來說看起來很陌生、很奇怪的事情，而且這是完全不在控制之

內的。 

現在，你們都有很高的控制能力，否則你們不會來到這裡，尤其是 Shaumbra。 很多人

說，“不，我不是在控制。”啊！ （Adamus 咳嗽和一些笑聲）我想我已經消化不良

了。 不，你已經非常好地控制了生物和心理過程。 你已經變得非常熟練，但現在突然你

失控了。 

凡夫失去了控制或至少是控制的觀點。凡夫覺得一切都是分崩離析。 你再也不能在専注

在這裡了。 你不能依靠這種舊方法來處理事物。 

特別是在最近幾週，我看到你們很多人，甚至無法閱讀書中的一頁，因為你的眼睛到處徘

徊， 你的大腦也到處徘徊，你想，我怎麼了？當然你知道你會下什麼結論，你可能變老

了、或者得了失智症、或者發瘋了，不，你不是的，你只是在經歷一個轉換期，你失去控

制，這是應該的方式，你的身體在用奇怪的方式來反應。 

可以說，在平常的日子裡，我聽到大約 27％的 Shaumbra 說，“哦，我快死了。 我一定

是快死了。“（幾個笑聲）這很戲劇化，” 哦，我快死了。 我會得到一些疾病。“ 他們

中大多數人不會的，因為你的身體現在改變的如此之快。是的，它有時會不舒服。 如果

你在小時候帶過牙套，你知道那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經驗。 但最終的結果是，你的牙齒

會是直的。 那麼，現在你的身體正在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化。 死很容易，但你沒有。 你的

身體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 它偶爾會痛。 

你的頭腦。 可憐的頭腦（有些笑聲）。 我們將會在 ProGnost 討論這個問題，但是頭腦

不會像以前那樣作業。 頭腦真的不行了，就是像這字面的意思一樣 ，給你一點

ProGnost 的預告 - 頭腦的時代已經在這個地球上結束了，而且我不是在談論將來。 它已

經發生了。 

電腦比你聰明，更快，更有效率，他們不會那樣抱怨，他們不需要餵食。 電腦速度更快

了。 當你 Google 的時候，我想你會這麼稱呼它，你在一個搜索引擎輸入 - 你輸入了什



 

 

麼？ （有人說，“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笑）。 讓我們說你 google 

“ St. Germain。“ 是的，是的。 好多了。 

你 Google “ St. Germain。“ 在幾分之一秒內，電腦就會做了大約一萬億種不同的選

擇。 一兆。 你知道，你點擊那個按鈕，偶爾有一點小東西開始旋轉，五秒鐘過去了，你

在詛咒（有些笑）。 它用這個地球上現有的數據的分析，算過了超過一萬億次的可能

性。 你的頭腦不能這樣做。 頭腦的時代，就是如此了。 這是頭腦的最後的真實時代。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你們是那些真正領導這項改變的人。 甚至你們有些人說：“ 我？ 我

根本不是技術人員。“ 你不必是技術人員。 你正在引領這種頭腦的變化。 不是在接下來

的兩、三、四代人中，這一切全都會改變。 這將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星球正在發生

巨大的變化。 

給你一點提示。 為什麼要頭腦來作複雜的計算？ 當你可以只按下一個按鈕時，為什麼需

要拿一張紙坐下來並找出複雜的數學計算？ 為什麼？ 但頭腦會感到，“哦，我的上帝。 

我正在被一台電腦、一個機器人所取代，“ 而且這整個感覺增加了迷失感。所以你 —

Shaumbra，“頭腦怎麼了？ 我該怎麼辦？“ 然後你開始服用維他命補充劑，你開始服

用醒腦補充劑，我必須停下來說，“閉嘴。” 

深吸一口氣。 深吸一口氣。 讓你自己體驗你正在經歷的，而不是與之搏鬥，不用藥或不

要㝠想。 允許它。 擁抱它。 與它共處。 無論是身體上、心靈上以及一切，你都在你應該

在的狀態裏。 

這過程並不漂亮。 對任何其他靈界大師來說，這過程並不漂亮。 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有過

漂亮的、美好的覺悟。 你的經歷實際上比他們的更容易些。 至少你們有彼此。 至少你們

在一起。 至少你們有我（Adamus 竊笑和一些觀眾的掌聲）。 我就在這裡，真的，因為

你們要求一面鏡子，所以我就在這裡。 如此而已。 這不是真的我的智慧，而是你們的智

慧。 這裡所有的動作和娛樂並不是真的我的，它們是你的。 這是你們的創作。 

所以，你正是在你應該在的狀態。 但是你現在正在經歷失去控制，沒關係。 這實際上是

一個真正的好跡象。 當你只是覺得事情不是按照他們以前的方式來進行 - 當然不是。 你

的身體正經歷著目前無法用科學測量的巨大變化，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絕對可以的。 



 

 

你現在可以做一個 DNA 測試。 現在做。 他們花多少錢？ （有人說，“六十九美元”）

六十九美元，這是瘋了！ （Adamus 笑）做整個的測試。 現在做一個測試。 三年後再做

一次，你會看到不同。是啊。 使用不同的名稱，不同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其他所有內容。 

但重新做一遍，看看會發生什麼。 你正在你應該在的地方，而且你失去了控制。 

現在，這聽起來很奇怪。 失去控制給誰？ 給什麼？ 給大師，也就是你。 但不再像凡夫用

有限的感官、有限的意識及創造性表達的範圍內，你現在正在打開這些有限的範圍，一切

都會改變了。 

而且它改變了控制，如果我可以對你們任何一個人說，“把腳從剎車上拿開，把雙手從方

向盤上拿開。” 你不是把權力交給別人 - 聖人，大天使，靈界大師或上帝。 它不是 “ 放

下吧，讓上帝處理吧。” 而是“ 放下吧，我是 （ I Am )。” 而且人們覺得把手從方向盤

上拿開，並離開剎車是非常可怕的 - “ 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人們習慣於控制他們生活

的每一方面。 現在放開那個控制，看看會發生什麼。 

這不會對凡夫造成負面影響。 換句話說，並不是說控制有什麼不好。 這只是你的經驗。 

這也不是說你要放棄你的人性。 但是你正在向 AND 開放，對不同的潛力、可能性和對

內在的大師開放。 你向 AND 開放，所以感覺很奇怪。我希望在過去的幾周裏，你們每

個人都在生活中經歷各種不順，因為那意味著你真的在允許覺悟。 如果你有疑慮和精神

方面的問題來回反覆，而且你的睡眠不好，而且你吃得太多，然後你吃得不夠，你懷疑你

出了什麼毛病，而且你的身體會痛，因為你正在經歷帶體的覺悟。 

現在感覺一下。 你們有些人會寫出令人驚嘆的書，或者製作出絕妙的電影，這些沒有人

會相信的視頻。 想像一下，你的覺悟過程的書。 但是當你想到或者真的在做時，不要那

麼嚴肅。不要讓它變得沉悶。  正如我總是告訴你的，稍微修飾一下， 使用一些戱劇性。 

停止留在泥濘中。 有一點樂趣。 你知道，“ 在覺悟之路上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 ” 

Kuthumi - “ 我失去了一切！ 失去了我的腦袋！ 失去一切！“ 對一切都要玩得開心。 

只是去感覺一下。 你的覺悟之書。 不是一些過於神聖之類型的文字，無聊，而是整個的

轉化，從你認為只是另一個人生，到一個轉化，這是在為這個星球的下一次進化設定步

伐。因為下一個地球的進化，不會像是過去的一百年，一千年或一百萬年的進化。  這個

地球的下一次進化將會是完全不同，而你正在帶領.....（一個手機響了，Adamus 失望地

吹口哨 ） 



 

 

LINDA:  哦，哦。 

SART:  扯淡！ 

ADAMUS:  Donald 是你嗎？ （笑聲 ; 手機響起的人早先是帶著 Donald Trump 的面

具） 

LINDA:  呃哦。 

ADAMUS:  那是 Donald 打來的？ 

LINDA:  呃哦。 

ADAMUS:  或者他正在 Twitter 中。 那是一個 Twitter。 我知道 Donald 要 Twitter（更

多的笑聲）。 這次我們會放手。 下次手機會進入馬桶。 我們可以帶攝像機進去並觀看把

它沖掉嗎？ （更多的笑聲和 Adamus 竊笑） 

讓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我現在要談到這次  Shoud 的重點了。 天啊！它讓我花了這麼多

時間才講到重點，但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現在，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花了一段

時間才建立起來的。 

  

它在空氣中 

儘管你經歷了所有的掙扎，但你已經到了一個點上，我將稱之為成熟，我想是可以這樣稱

它的，因為你的成熟 - 靈性成熟度或覺知成熟度，因為你有能力至少可以開始辨別，這是

大多數人都不擅長的; 你以前也不是很擅長，但你現在有能夠開始辨別的能力，你以前是

如此害怕判斷事物。你說，“哦，我不能去感覺另一個人，因為我會批判。”Pfft！ 我不

知道。 Sart，是個有趣的傢伙，是個好人，是個奇怪的傢伙。 這是辨別（有些笑聲）。 

SART:  謝謝。 

ADAMUS:  和一顆偉大的心，但這是觀察。 我在 Shaumbra 的一些聚會中談論過這議

題。 這是觀察。 這不是批判。 你很害怕去觀察，去注意你和你周圍的事物，因為你說，

“那麼，這就是批判。” 不是的。 我們已經超越了那個。 這是觀察。 



 

 

你可以在雜貨店中看到有人 - “哦，天哪！ 那個人和我在  Crimson Circle 看到的某些毛

衣一樣醜陋。“（一些笑聲）” 哦，我不應該這麼想。“ 不，那是沒關係的 - 現在沒關

係的，因為你所做的只是連接到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投射。 你不是在投射它。 你只是連

接到它。 它在空中，而你開始連接到它。 

所以，我今天的重點是，它在空氣中。 哦，它在空氣中。 我馬上會解釋一下。 空氣中有

很多東西，你會開始連接到它們，因為你已經成熟了，因為你有洞察力，而且你不再擔心

批判。 你仍然有一點點，但你終於允許自己辨別了。 它就在空氣中。 

EDITH:  我希望我們能搜尋到會中奬的樂透號碼。 

ADAMUS:  為什麼？ （幾個笑聲）不，真的。 Edith - 沒有麥克風，所以在網上沒有人可

以聽到，多麼粗魯啊- 她在說，“我希望我們可以......”（有人笑）你應該總是要求麥克

風。 Edith 說：“我希望我們能連接到會中奬的樂透號碼。”真的嗎？ 真的嗎？ 這就是

我們在這裡的原因嗎？ 

EDITH:  不是（她輕笑）。 

ADAMUS:  不，我知道你是一半在開玩笑，但另一半是多麼的希望啊（笑聲）。 這就是

我們在這裡的原因嗎？ 我們是試著讓凡夫更富有嗎？ 因為我現在可以告訴你，處於這種

意識狀態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贏得了 300 萬美元的彩票，三年後，他們會希望自

己從來沒有中獎過，因為他們處於某種能量模式，而他們只是獲得更多的能量來加強他們

的壞習慣。 

大多數玩彩票的人都有那個能量模式， 他們很急切， 他們想要一些魔力，一些技巧，而

實際上這是在他們身上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它只是會有更多相同的能量。他們將

更加深入的缺乏富裕。 奇怪的是，贏了三百萬，他們做什麼？ 他們把它耗盡了喔。 他們

吸毒。 他們把它送給每個人。 他們的家人現在憎恨他們。 他們的朋友也恨他們。 這是一

件很糟糕的事情，因為它只是把更多的能量投入到一個糟糕的情況裏。 

你不必擔心這一點，因為你不會把更多的能量投入到人類的漏洞中，就像我說的那樣，陷

入了人類的狀況。因此突然間你意識到：“ 我不需要贏得彩票，我不要贏彩票 “。它實

際上是一種大眾意識能量的集合，它實際上對你的旅程並沒有幫助。 那麼，你呢，

Edith？ 不要中彩票，你做什麼？ 



 

 

ADAMUS:  向 Joanne 借錢（笑）。 我沒有批判。 你要做什麼？ 

EDITH:  我只是在開玩笑。 

ADAMUS:  只是開玩笑，但你不是在開玩笑。 就是這樣。 你只是在開玩笑，但你不是在

開玩笑。 所以，它在空氣中，“為什麼我們不能連接彩票號碼？” Linda, 你最好準備好

麥克風。 

LINDA:  你想要... 

ADAMUS:  現在，我們在這裡開始一個新的階段。 它被稱為 “ 它在空氣中 ”，包括所

有的一切，我等一下會解釋。 你深吸一口氣。 （Adamus 深吸了一口氣。）你放下了人

類的控制，Édith ，你非常地控制你的生活，而且事實上你試圖控制別人，我很抱歉這樣

說，但我並不抱歉這麼說。不，真的，你有很大的控制力。 你有一顆很大的心，但你的

生活中有很多的控制，而且你害怕放手。 

 所以你會怎麼做？ 你放下控制，深呼吸，讓能量來找上你，來為你服務。 你不需要贏彩

票。 你只是站在那裡，也許會無聊，無所事事，所有時間就是這樣; 你站在那裡，你允許

它。你不要想，沒有一個咒語。 你不說，“ 我允許富裕。”（一些笑聲）你只是儍儍

的、快樂地站在那裡，沒有任何控制（一些傻笑），如果你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舉起

手，讓它來到你面前。 你是一顆磁鐵，一個能量的吸引物，無論那能量會是金錢、還是

愛、懲罰、或受苦。 你是一個能量的吸引者。 讓它來找你。 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拼命努力工作為了要賺錢，試著去贏彩券，試圖去設計一個系統，那會是行不通

的。 實際上，我們要達到一個能量獨立的狀態，因為你不是像寄生蟲一樣要仰賴世界上

的其他東西來支持你。 這就是我所說的主權。 主權。 我現在就告訴你，它就在空氣中。 

 

“大師，賜給我清淨心，來允許我所選擇的東西，賜給我勇氣，來放下不屬於我的東西，

賜給我智慧，來知道這兩者的不同。”（觀眾鼓掌）如果你想在那板子上寫下這些內容，

請 （對 Linda ）。  

LINDA:  哦耶。 就好像我會記得！！（有些笑聲）。 



 

 

ADAMUS:  所以我從十二步計劃中得到了這個，但這不是十二步計劃嗎？ 

ADAMUS:  “大師請賜給我清淨心......” 讓我們把它寫在平版上。 字寫得很漂亮。 快點

快點。 “ 大師請賜給我清浄心，讓我允許我所選擇的東西。” 這回到我的前提，“ 什麼

是你的，什麼不是？” Tobias 說得很好 - 只有你所選擇的東西才是你的。 

ADAMUS:  “ 賜給我清淨心，來允許我所選擇的東西，賜給我勇氣，來放下不屬於我的

東西。”你的祖先家庭，你的身體，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它屬於祖先的，你也是祖先

其中之一，但它仍然不是你的。 

“勇氣......” 哦，她正在集中注意力。 這個身體不是你的，但是，你緊緊抓住它，你控制

它，現在控制開始消失，而你嚇壞了。 身體不是你的。 我所稱的主權體，那即將進入的

能量體是你的，那能量體不會像你的身體一樣，沉迷於能量、或沉迷於其他人或其他東

西。 

 “勇氣來放下不屬於我的東西，並有智慧，來知道這兩者的 frickin 不同。” 是的，我們

要把 “ frickin '” 這個字放在那裡，只是為了加強語氣（一些傻笑）。 

我已經告訴過你，你腦子裡的想法不是你的。 它們不是你的。 可能有 84％到 92％之間

的想法不是你的。 他們來自大眾意識。 他們來自催眠。 他們來自老師、父母、坐在你旁

邊的人、除了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 

什麼是你的想法？ 就是你所選擇的那些想法。 如此而已。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其餘的想法都不是你的，而且這需要勇氣，因為突然間你會開始失去控制。 你放下你的

家人。 你放下了不屬於你的想法。 你放下了那些不屬於你的習慣和方式。 我不知道你是

被催眠了，或者意外之下走進了它們，但它們不是你的。 

回到我們上個月談到的內容：什麼在你的內心？ 良善，慈悲。 慈悲， 那是你的。 還有什

麼是你的？ 智慧，正在進來。但身體，不是你的。 你的生物家庭，不是你的。 我知道對

你們其中的一些人很難，你說，“ 哦！ 他正在破壞家庭。“ 不，我不是。 

 我的意思是對你的生物家族要實際一點。 他們可能是很好的人，你愛他們，但他們不是

你的。 這是目前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聯結之一。 你的孩子，就像，“哦！ 他們是我的。 

我必須照顧他們。“廢話。 他們不是你的。 他們從來就不是。 一旦你克服了這個問題，



 

 

一旦你以他們是一個靈性生命來愛他們，那就很棒了。 但是他們是你的？ 不是的，是你

的責任，絕對不是。 把他們踢出去。 他們不是你的責任。 他們不是你的。 

你看，這就是我們矛盾的地方 - “哦！ 我想要一點自由，但不是整個完全的，因為我必

須照顧我的孩子。“不，你不需要。 放下，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 在能量上、情緒上放

下你生命中的其他人。 我不是說要離開每個人，而是停止他們和你的寄生行為。 

這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且大多數的人會說：“ 我只要價值 25 分的自由。”然而，那不是

自由，直到你把值一塊錢的自由全都拿走。  你不能只要一點自由，因為那還不是自由。 

你不能把你的手伸出動物園的籠子，而說你的手是自由的，因為它不是。 你只是把你的

手伸出籠子，有人會過來把它咬掉。 因此，需要很大的勇氣，來放下不屬於你的東西。 

現在，你會說，“呃，我不知道什麼不是我的，”你的心裡會整個沉醉在這件事情裡面。 

要清楚。 要有辨別能力。 要有成熟度，“，那不是我的 “，然後允許接下來的事情，因

為當你放下生活中的東西，放下你的身體，那不是你的，當你放下你生活中的事物，所有

這整個帶體覺悟過程會發生地更自然、更平滑。 但回到我的重點。 

現在有很多東西在空氣中。 在空氣中 - 我不一定是按字面上的意思，雖然這是其中的一

部分 - 但是有思想、意識、覺知、想法，創造力在空氣中漂浮著，這是在你的覺知裏，你

的覺知是從一百萬年前就有的，因為這一切現在都在發生。 

可能不在你這輩子，但是科學會有進展，在某個時候他們會了解，在假設量子物理學中，

會有物理學家寫出報告說：“這只是一個 大理論，聽起來很奇怪，但是我發現，一切事

物都是同時存在、同時發生的“ ，“ 因此，未來已經在這裡， 過去也在這裡。“  

而那些時間導向的人們會說，” 哦，這很混亂， 這真是一團糟。“ 但實際上，時間是沒

有分別的，所以它就在這裡。 基本上，這意味著它就在空氣中。 這意味著你在這一生中

的帶體覺悟是在空氣的，隨著成熟和分辨力，你可以開始感受到它。 

如果你不分辨 - 你不知道你想要什麼，你沒有成熟、清晰或其他任何東西 - 這只會是一個

很大的混亂。 你會開始連接到所有事情，而變得非常困惑。 但是隨著你變得更加成熟和

更加有分辨力，你可以開始得知空氣中的東西。 



 

 

我們就從你開始說起，你在空氣中， 大師就在這裡。 大師根本不是物質形體，祂是在意

識中; 我說 “ 在空氣中 ”，就是祂已經在這裡了。 祂已經在這裡，大師坐在他/她的椅子

上，說：“好吧，凡夫什麼時候要放下人為的控制來讓真正的靈性流通？”，因為凡夫人

為的控制讓能量不能真正的流通，凡夫對能量上癮了，有很多的恐懼和很多的疑問。 大

師說：“我只是安靜地坐在這裡，直到凡夫放下那個控制並允許。 允許真實的我，大師

和凡夫。 And 共存。“ 

花一點時間來感受一下吧。 它在空氣中。 它不在另一個星系中。 它不是在某個靈性的仙

境。 它現在就在這裡。 它在空氣中。 

（暫停） 

你所有輩子的所有智慧也在空氣中，這可能聽起來有點令人困惑，但是你的未來世也已經

發生了，所以他們也有點像過去了（Adamus 笑了起來）。 是有點像。 但是人類是按照

時間順序來思考，但事實並非如此，所以你擁有巨大的智慧，它現在在空氣中。 你之前

沒有連接過它，因為你沒有允許自己成熟及分辨。 事實上，你自己關閉了。 你幾乎害怕

開放。 你退進入了你的小世界。 現在它在空氣中。 你可以開放來連接。 

還記得我們開始時談論女性的靈性能量嗎？  它實際上在男性和女性的，但你現在開始把

它帶入。 女性知道如何走出去並擴大及超越時間。 你現在就開始允許它們進來。 

現在，你有點處於不堪負荷的狀態，迷失而且感覺失去控制 - 你會感覺非常奇怪。 我不

是說這會很容易。 從現在開始，對 “它在空氣中 ” 開放會譲你感覺真的非常奇怪。是 

你 在空氣中。 是你的智慧在空氣中。 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在空氣中。 

人類意識的操作方式非常非常有趣。  你有沒有回顧過歷史，例如在發明燈泡時，美國人

認為是愛迪生發明了燈泡，對吧？ 我們都知道的。 其實不是的。在世界不同地區，大約

有 27 位不同的發明家在同一時間從事同一件事。它在空氣中， 有 27 位，現在只有六或

七位是被知道的，但我知道有 27 位，其他人是默默無名的，他們從來沒有被知曉。 

所以這不僅僅是愛迪生的輝煌事蹟，但愛迪生確實有能力感受到空氣中的東西。 他不是

被上帝或靈魂或光生物，選中來當發明家。 它在空氣中。 人的意識和狀況是非常美妙

的，它們幾乎是都變成了一種大眾意識，通常這種意識都是很糟糕的，但它有一些卻是很

輝煌的。 



 

 

它在空氣中，意味著你可以開始連接在空氣中漂浮的意識上的事物， 也許沒有人會獲得

它們。 

空氣中有什麼，或許我會說是意識的進化，是真正的光體，真正的能量體 - 或稱之為主權

體。 它在空氣中。 你不必為此努力。 你的凡夫的頭腦不必也不應該試圖弄清楚它。 它在

空氣中。 四處周圍都是。 就只是允許它。 

大多數人永遠都不會，因為他們認為這太瘋狂了，“ 你在說什麼？”但它在空氣中。 你

懂的。 你可以感受到它，你的洞見。 它在空氣中。 

我將在 ProGnost 中討論，人類思維的巨大變化，-注意我是如何在偷偷在給你潛意識的

暗示，給你信息（有些笑聲），“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是否

有電腦頭腦？ 一點也不。 一點也不。 當你有電腦時，誰需要電腦頭腦？  

所以頭腦會演化為別的東西。 它需要一個新的角色。它不會成為像現在的成癮的中心。 

腦袋將會有一個新的角色，現在它已經在空氣中，你可以去連接它。 是的，它是你的，

它是意識。 它是你的，因為你像其他人一樣為這個意識做出貢獻，它已經在空氣中，你

現在就可以開始拿取它。 

我談論的其他維度，這些維度是你已經忘記了很長時間的感覺，它們在空氣中。 美的感

覺，慈悲的感覺，愛的感覺，他們在空氣中。 我不是在談論感覺美好的東西，我在談論

這個維度。因為其他 20 萬個你們還沒有使用的感覺，它們在空氣中。 他們已經可以用

了。 你不必打破腦袋，也不必努力想出來。 我所說的是深呼吸並放下控制。 它就在空氣

中。 

你，凡夫，不負責自己的覺悟。 它在空氣中。 你只是被要求去允許、去放鬆進入。 

 Merabh - 它在空氣中   (1:28:30) 

讓我們帶上一些音樂，而不用再說話，讓我們直接去那裡，在空氣中。 

深呼吸一下。 

我們到了 merabh 的時間，話語已經不能再為我們做什麼了。 我們超越言辭了。 



 

 

（音樂開始） 

所以我們帶上音樂，允許意識改變。 

深呼吸一下。 

我們今天花了一段時間才到達這一點。 這個星球變化非常非常地快。 

這個星球現在正在快速變化，而且你選擇在這個時候在這裏出現，理由很充分。 你想成

為它的一部分。 您想體驗通過 “ 快速地同時 ” 轉換的經驗。 是你自己的選擇，不是別

人。 

這是最美好的時光。 是的，我知道有時候是很困難，但它會創造一個偉大的故事

（Adamus 輕聲笑）。 現在我們談論這個 “ 它在空氣中 ”。它一直都是，但我現在想

和你談談它，我希望你開始體驗它。 

為了能夠允許它，你已經成熟了很多，了解什麼是你的，什麼不是你的。 你已經釋放了

很多不屬於你的東西，你現在知道什麼是，所以有了這種平衡，你現在就可以開始拿取空

氣中的東西。 

這對大多數人來說太難以負荷了。 你知道，那些稱自己為靈媒或敏感的人，他們很快就

會垮了，因為他們大多數人並不准備明白什麼是他們的，什麼不是。 他們連接取得各種

各樣的東西，其中許多人都把它們全當作自己的東西 - 好、壞、醜。但是現在，有了辨別

和成熟度，你可以深呼吸，感受一下空氣中東西。 大師、你的過去世和未來世的智慧，

它在空氣中。 

人類的意識，有如此多在空氣中浮動著。 有些因爲人們有疑慮和恐懼而沒有實施的偉大

想法。 真正偉大的療癒方法。 有一些令人驚異的精神療法在空氣中，但沒有人有勇氣去

實踐它們。 

你已經在空氣中感受到這些東西，但是你退縮了。 你已經感受到了很多關於你自己的事

情，但你知道嗎？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越來越近了。 

你已經感受到了關於大師的很多事情，關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你感受到了它們，然後

你懷疑它們; 你允許自己只是品嚐一下，然後關掉它了。 



 

 

現在，我們到了體現覺悟的點上，現在是了解空氣中有什麼的時候了，讓大師靠得越來越

近吧。 

（暫停） 

可以說，人類的意識激發了許多偉大的創意、創新的概念，但是這些創新的概念並沒有在

這個地球上實現，這個概念卻在空氣中。 你可以說他們如此近的距離，半個呼吸、半個

維度的距離。它們在那裡漂浮，就像飛機的發明一樣。 很多人認為是萊特兄弟發明飛

機。 實際上是一個法國男人（有些傻笑）。 但是，萊特兄弟卻為此而出名了。 它在空氣

中，當時大約有 12 個人在研究飛機。 

那時並不是像網路時代，一切都可以在網上找得到。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們沒有辦

法連接或互動，只是因為它在空氣中。 

現在空氣中有什麼呢？ 有所有的能量，所有的美麗，我應該說，所有這個星球正在發生

的各種變化。 

如果你允許自己去感覺一下，它真的會消除很多人對未來的無名的恐懼。 未來會如何演

變，它就在空氣中。 我並不是說這演化會很容易，但是那結果會很美妙。 它都在空氣

中。 

（暫停） 

感受到身邊的天使及非物質生命的能力。  他們不是在那裡解決你的生活問題，但可以跟

他們連接是很好的，因為那時你會開始意識到其實外面有更多的東西存在，只是我們看不

到。他們不會告訴你人類能量危機或你個人心理問題的答案。 但是一旦你開始意識到有

這麼多東西在外面- 我說它在外面，但它實際上是在這裡 - 突然你掙脫了這個非常局限的

現實面。 你意識到它在空氣中。 

非物質生物，天使， 一些以前從未來過這個地球的生物，但它們對地球充滿了好奇。 這

一切都在空氣中。 

你在這條路上走到了這一個點上，你學會了允許什麼是你的，你對它負責，把它帶入你的

慈悲心中; 而且你有足夠的勇氣來學會放下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 



 

 

這世界的問題不是你的，它們真的不是。 

你祖先的生物體和你祖先的心理，都不是你的。 我猜他們是進化的一部分，來把你帶到

這裏，但他們不是你的。 

你的頭腦時時流動著很多想法，你試圖去對付它們，但它們確實不是你的。 

（暫停） 

突然間，現在，隨著放下和清晰，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要連接空氣中有什麼，外界還有什

麼其他東西。 

用另一種方式來說就是這整個進入覺悟的經驗，並不真正需要任何努力。 它需要很多的

允許。 你無法想清楚，也不應該想清楚。 它在空氣中。 經由大師、經由 I Am，它就在

空氣中。 我知道現在是一個奇怪而且不舒服的時刻，因為你失去了人的控制。 但在空氣

中的，是靈性，它是不需要任何控制的，因為它不會沉迷於能量。 

請深呼吸，在美妙的音樂播放下，現在讓自己放開來。 

我會告訴你：你不會難以負荷。 你不會的。 通過擴大，擴大你的意識，你不會難以負

荷。 你現在已經學到了太多有關於，什麼是你的，什麼不是。 

空氣中有什麼？ 是的，你會感受到其他人的疼痛和痛苦。 你會感覺到它們，但它們不是

你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們放下。 

你會開始感覺到大師和智慧。 它在空氣中。 

你會感受到過去世和未來世。 在我們的聚會中，我還沒有真正談過很多有關那方面。 我

不想過多關注這一點，但現在你了解了，過去世和未來世都不會帶來他們的歷史。 他們

帶來了他們的智慧。 以前，如果我們談及過去世，你們都會陷入細節、陷入戲劇性，陷

入成功和失敗之中。 現在，空氣中的不是他們的歷史，而是他們的智慧。 

現在你已經到了這個能夠真正的擴展、開放的時刻。 

從現在到我們的下一次聚會之間，我覺得你會真正去感受到空氣中的東西，我的意思是，

那裡有什麼是你的，什麼不是你的。 



 

 

現在，在我們的聚會中，無論您是在線上還是在我們的工作室，您都可以說，空氣中有創

意的脈動，它真正讓每一個人拿取。 

未來這個地球演化的故事。 它在空中。 它不是命運。 這只是在空氣中的故事。 

（暫停） 

我們現在對人類的意識更加開放，而且進而進入，我想你會稱之為，靈性的意識，但它仍

只是意識。 現在我們可以對它開放了。 當你這樣做時，隨著你的成熟和你的洞察力的提

高，你也可以向你 - 我是 （I Am ) 開放，它也在空氣中。 

你怎麼知道在空氣中，什麼是你的靈性，什麼是你，什麼是大眾意識思想，什麼是爆發性

的創造力？ 這就是你深吸一口氣的時刻，你選擇什麼是你的，什麼不是。 

我會説，開始你將感覺到的是，比較平凡的。 “哦，聖誕節在空氣中 ，”或者“ 緊張形

勢在空氣中 ”。但是隨著你變得越來越會分辨，更加允許，你會感覺到很多不同的東

西。 你和大眾意識的希望。 

當你放開來感受和分辨，並允許空氣中存在的東西時，它將繼續改變你的夢，因為你的夢

－你夜間的夢，真的是連接到空氣中的東西。 不要試圖剖析你的夢。 我們將越來越了解

夢境的現實，但它不是一系列好玩的符號。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並允許。 現在是對空氣中的東西開放的時候了。 空氣中是你及其他

更多的東西。 富裕也在那裏。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現在是到我離開這裏，回到靈界大師俱樂部的時候，那裡有美食和耶穌在等待（笑）。 

現在也是您享受假期的時候了。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我知道最近有這種強烈的迷失、迷惘和失去控制的感覺，但這只是它

的一部分。 

（音樂結束） 

深呼吸，並榮耀自己今天的狀態。 



 

 

並且記住所有的創造都很好。 謝謝你和節日快樂（觀眾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