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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I Am that I Am)，獨立自主的 Adamus。 

感性。非常感性。啊! 有這麼多層次（剛播放的音樂視頻 Fall On Me）。非常、非常感

性，它讓我好奇 - 也許你開始感到好奇 - 為什麼你長久以來抗拒感性？那是真實的感受，

美麗而且豐富。已經有多久，你沒有讓自己去擁有那些深刻的感性感受？已經有多久，你

沒有讓自己去感受到那些從未被述說的偉大的愛情故事？那是你與自己內在，也就是凡

夫，大師及 我是 (I Am) 之間的愛情故事。今天聚會有多麼美麗的音樂開場啊! 

感受一下，看看你發生了什麼變化。你可能在五年前，甚至一年前看過同一個視頻，但是

可能有不一樣的感覺。你正在覺醒，你正在打開你的內在。在你生命中漫長、漫長的灰色

平淡期之後，你正在允許感性。你終於允許它了。 

我們今天要深入了解，到底什麼發生了以及為什麼會發生。我希望你今天用一種來看一下

你自己所處位置的觀點。不是在講課，你並不是真的在學任何新東西，但是你是在發現你

現在所處的位置，而且其中一件偉大的事就是回歸到感性。但它引出了一個問題，你為什

麼要把它推遲了這麼久？它去了哪裡？為什麼你讓自己非常、非常長時間地過得灰色平淡

人生？而且我想我必須問一個問題，“你準備好在你的生活中有深刻的感性嗎？” 

我也喜歡這個開場視頻，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流的例子。 Sam 最近在斯洛文尼亞大型

聚會（大師的魔法）中談到了很多，而且聚會地點距離神秘學校不遠，距離某些神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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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30 公里。那些神秘學校已經不在了，但是再次回到那個時代和那個地區真是太好

了，而且有了很大的不同。真的，真的，神秘學校是很美麗的，但現在在 Shaumbra 的

能量中，又有很大的不同。 

Sam 談到了交流。你看，他身為一位靈界大師，意識到所有的能量都是在溝通。它是靈

魂的溝通，它在對你唱歌，就像這首歌是對你唱的一樣，這首歌在對你歌唱。任何事物中

的每一點能量，即使它是你認為是壞的或不好的，它仍然只是能量而且它都是在溝通。 

剛剛播放的這首歌正在和你交流。當然，音樂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之一。這是音樂，但它在

許多不同的層面上進行交流。你不只是聽到音符，還有耳邊的歌聲。它遠遠超出了這個範

圍。在某種程度上，我不想把它稱為測試，但這是在你面前呈現的一個提問，“你準備好

要深入地感受一切嗎？” 就是這樣的一首歌。 “你準備好要深入感受自己的生活，深入

你所做的一切嗎？”因為這，深刻的感性，就是我們所要達到的。 

Sam 談到了溝通交流。你看，他是一個靈界大師以人的形式回到地球，和你一樣，他仍

然有當個凡夫的挑戰。他仍然需要忍受日常的群眾意識。他所做的就是溝通。他傾聽並感

受所有的能量。這不再是隔壁機器的大聲噪音。這是一種能量交流。這就是他處理的方

式。 

凡夫認為，“哦，隔壁那台機器是如此大聲、嘈雜 ” 或交通問題或其他任何問題。凡夫

覺得那是一種刺激性質的，你經歷過很多，你知道它是什麼樣子的，就像是從其他人的能

量中來的刺激物。Sam 不會這樣看待那些，他認為所有的能量都是在交流，它們沒有

好，也沒有壞。它只是在唱歌，不斷為在服務而歡欣鼓舞。這就是能量所在做的。 

然後 Sam 就會溝通回去，他並沒有開始和樹木說話，他並沒有像視頻那樣用講話溝通回

去。他打開自己，讓他的能量和意識溝通回去。他並不試圖用心念引導信息。他也沒有試

著用言語來表達 “這很美”或“這是鼓舞人心的。”他只是放開自己。當你打開、當你

讓它發生、當你允許時，就會發生自然的交流。 



 

 

在經驗中的人，就會自然有一條流從你流向你周圍所有的能量，然後它們就會自然交流。

周遭的能量也會自然地流回來，就像歌唱一樣。再說一遍，你不要試著用文字表達，請不

要，也請不要定義它。允許這種開放的交流，你會發現美麗的能量正等著在為你服務。 

肯定這種能量的往來。肯定每一種能量都在與你交談 - 交流、唱歌 - 然後開放你自己，那

是下一步了。我想你們其中的某些人已經開始感覺到了這種交流。或許你不確定如何定義

它或它是什麼，但你感覺到了些什麼。下一步是打開自己，這是很大的一步，你已經把自

己關閉了很長的時間，顯露出自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步。當我們進入今天 Shoud 聚會

時，我會向你解釋為什麼你現在可以這樣做，為什麼幾年前這麼作是很困難的。 

親愛的 Sam 在談到交流時，他說這是新的呼吸。現在，讓我們來交流吧。他說得對極

了，這實際上讓我很開心。我希望我有想到它（一些笑聲）。我們不僅僅是為了生存和存

在而深呼吸，現在進而互動交流，而且還是有創造性地與所有能量互動。 

所以，讓我們深入地進入交流。 

沒錯。 Sam 談到交流是新的呼吸，還有我們親愛的朋友 Kuthumi，我喜歡他在與他的靈

魂 Ah-Kir-Rah 相遇時所說的話。哦，他對自己的靈魂非常生氣。你能想像，對你的靈魂

生氣嗎？是! （笑聲）這對你很好！他對自己的靈魂非常生氣。他將自己的靈魂定為敵

人。我的意思是，它確實是敵人。有時他意識到那是他的靈魂，但有時候他認為那是魔

鬼，一個惡魔，他將靈魂設定為他的敵人。但最後，他終於達到了我們今天將要討論的一

些事情。他終於能夠聽到他的靈魂與他的交流説：“Kuthumi，重點不是你所相信的，而

是你所允許的”，並且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如此的差別，這麼大的差異。 

重點不是你相信什麼。頭腦可以編造出各種各樣的信念，這不是重點。你的信念不會幫你

到達任何地方，它只會讓你待在一個盒子裡面。重點是你允許的內容，你願意開放什麼。

當然，允許是你和 我是（I Am），及你和大師之間的開放，允許它們之間融合的發生，

允許它們進入你的生活。而不是有關乎你所相信的。 

信念是牽纏，而且大多數是妄想，信念是有限制性地，信念是非常短暫的。重點不是你相

信什麼，而是你允許什麼。而你真正允許的是你所要述説的最偉大的愛情故事。不是有史



 

 

以來所被傳訟的最偉大的愛情故事，而是你和真正的你，你和 我是 ( I Am) 之間的最偉大

的愛情故事。 

 我並不總是喜歡你們所選的音樂，但我喜歡這個視頻，因為它描繪了美麗，絕對的美。

這個很有意思 ，它不是原來就被這樣設計的，但它卻成了這個樣子，你知道，這個父親

是瞎子。父親是瞎子，大師也是，大師對凡夫的弱點和凡夫的偏見視而不見，大師對凡夫

以前所做過的任何事都視而不見。它並不在乎，它不批判，它甚至也沒有嘗試教導，它不

是在試圖改善凡夫。除了對凡夫的喜悅和愛之外，大師對一切都是看不見的。也許我們會

在聚會結束前再次播放。這取決於今天我們能夠談到多少。 

 

今天的提問 

 

Linda ，請拿著麥克風。 

LINDA:  好傢伙。好傢伙。 

ADAMUS: 現在是我們第一次互動的時候了。， 

LINDA: 害怕（有些笑聲）。 

ADAMUS:  這很有趣，而且再強調一次，這不是測試。這更像是決定一種基準，了解我

們所處的位置。談一談你現在有的三種覺知。 

所以，Linda，讓我們開始吧。每個人都好像在説，“這是什麼意思？” 深吸一口氣。提

問是對你現在生活中的三種覺知（笑聲）。三種覺知。親愛的，你們想太多了。 

ALAYA:  啊！ 

ADAMUS: 我愛你，但你想這麼多（她深深地嘆了口氣）。它們就在那裡。 



 

 

ALAYA:  我是如此地有生命力！ 

ADAMUS:  你如此地有生命力。 

ALAYA:  真是太有生命力了。 

ADAMUS:  對啊。 

ALAYA: （有情緒地）而且感覺如此地感性和快樂，而且我感覺到有空間、是自由地。就

是這三個。 

ADAMUS: 好。我喜歡那個。好。你就讓它們出來。好好。謝謝。 

ALAYA:  謝謝。 

ADAMUS: 你生活中的三種覺知。不要想太多。 

MICHELLE C : （年輕女士）：一切都將要改變。 

ADAMUS: 好。你怎麼感覺到的？ 

MICHELLE C:  （笑）有點覺得事情正在崩潰瓦解。 

ADAMUS:  是的是的。好。 

MICHELLE C:  但不是 … 

ADAMUS: 我說那很好。我等一下會解釋。 

SHAUBMRA 1:  好的。 

ADAMUS:  這很好。太棒了。你害怕嗎？ 

ADAMUS: 是 

MICHELLE C: 不是真的......（他們輕笑）焦慮...... 



 

 

ADAMUS:  焦慮， 好的 

MICHELLE C:  時而有，時而沒有。 

ADAMUS:  當然。 

MICHELLE C: 有時我覺得對它真的很開放，並且對它充滿了優雅的感覺。其他時候我覺

得我會有焦慮症發作。 

ADAMUS: 好。哦，太棒了。我喜歡這個（她笑）。是的。這是一種覺知。 

MICHELLE C: 所以，把變化呼吸進來。 

ADAMUS: 事情會發生變化，我猜任何人都可以這麼說，但你知道它們真的會改變。 

MICHELLE C: 大程度的改變。是啊。 

ADAMUS: 大程度的改變。是啊。好。下一個。三種覺知。 

MICHELLE C: （稍微停頓）我絶對是對事情有更多的感覺。 

ADAMUS: 是的。 

MICHELLE C:  是的。 

ADAMUS:  害怕嗎？ 

MICHELLE C:  沒有。 

ADAMUS:  沒有！哦，好的。 

MICHELLE C:  感覺放鬆了。 

ADAMUS: 我最近拜訪的很多 Shaumbra，他們覺得這很可怕，他們就是有很多感覺，他

們不知道如何處理。其實這非常簡單，當你感覺太多，並且正在想它們時，那你就是陷入

頭腦中，不能動彈，不要想。 



 

 

MICHELLE C:  好的。 

MICHELLE C:  我很享受它。 

ADAMUS: 很好。 

ADAMUS: 著名的遺言（一些笑聲）。 

MICHELLE C:  哦！ 

ADAMUS: 還有什麼？三種覺知。 

MICHELLE C:  我整合了很多東西。 

ADAMUS:  啊！好好。 

ADAMUS: 所以，很多動盪都在發生中。動作，動盪正在持續中。 

MICHELLE C:  是的。 

ADAMUS:  好。你會好好的。 

MICHELLE C:  謝謝。 

ADAMUS: 是的，我會解釋為什麼。 

MICHELLE C: 好的。 

ADAMUS: 是啊。好。這比我想像的還要好。 

LINDA: 還要更多人嗎？ 

ADAMUS: 三種覺知。 

LINDA:  更多人？ 

ADAMUS:  哦，當然、當然。 



 

 

那個表情。那個 “我愛你，Linda ”的表情（笑聲）。三種覺知。 

GARY: 我的健康。 

ADAMUS: 你的健康怎麼了？ 

GARY: 去年我發生了以前從未有過的事件...... 

GARY: .......這引發了關於我的死亡機率和我的選擇的問題。 

ADAMUS: 你的死亡機率是有限的。 

GARY:  是的，我意識到了。 

GARY: 我選擇活著而且... 

ADAMUS: 你的健康問題是什麼？如果你不介意我問的話。 

GARY: 好吧，我有幾個健康問題，兩個月前我裝了一個心臟起搏器。 

ADAMUS: 哇。 

GARY: 因為我的心跳只有 40 多。 

ADAMUS: 對。 

GARY: 而且我有一個甲狀腺結節，我要在星期二看一位外科醫生。 

ADAMUS:  嗯嗯。 

GARY: 還有一些小問題讓我的健康變成.... 

ADAMUS AND GARY:  焦點。 

ADAMUS: 是啊。好。那是一種覺知。還有什麼其他的？ 

GARY: 我與一群人在一起，他們讓我感到完全舒適和被接受。 



 

 

ADAMUS:  好的。是這裡？或者 … 

GARY: 這裡 

ADAMUS: 這裡。好。第三種覺知。 

GARY: 我比以前所了解的更能體驗愛。 

ADAMUS: 啊! 好。 

LINDA: 哦。 

ADAMUS: 所以，現在可能跟心臟問題以及愛情都沒有關係（一些笑聲和 Linda 大聲

笑）。 

GARY:  那是有可能的。 

ADAMUS: 是的，是的（更多的笑聲）。我敢肯定沒有關係，但你會認為可能只是因為你

正在擺脫掉一些長久以來跟愛有關的問題，你已經有了一些有趣的經歷，以及一些困難的

經歷，那些被壓抑在你裏面的。突然之間，你陷入了健康危機，那讓你想到你真的是被愛

包圍著，你開始感受到愛，並且你開始感受到比愛還要更多的東西，它們是如此相互關聯

的，而且你在這裡是安全的。所以，我必須說，雖然凡夫可能會反對我，但發生這些健康

問題對你是最好的事情。 

GARY: 哦，我同意。 

ADAMUS: 好。哦，她為了你而反對我（有些笑聲）。 

GARY: 不，我同意你説的。 

ADAMUS: 好的。好。有時在經歷這種情況時是如此痛苦，尤其是當你想到 “我倒底出

了什麼差錯？” 但如果你說，“啊！我理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

談的內容。 



 

 

GARY:  謝謝。 

ADAMUS: 很棒，很棒。這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 

LINDA: 要更多人嗎？ 

ADAMUS: 三個覺知。 

LINDA: 更多人？ 

ADAMUS: 當然。我們再來二位。 

HENRIETTE（女）：嗯，我活著。 

ADAMUS: 是的，那很好。我的意思是 … 

HENRIETTE:  在呼吸。 

ADAMUS: ......但你真的覺得那樣，或者你只是在說説而已？我的意思是，你真的覺得， 

“我有生命力！” （她輕笑），就像她那樣？ 

HENRIETTE: 現在所發生的是一種萃取而且是發自內在的。 

ADAMUS:  什麼的萃取？ 

HENRIETTE: 一個三年的工作場景，那是一個從不停止的雲霄飛車。 

ADAMUS: 好的，經由這個產生了什麼覺知呢？你有生命力，有東西正在被提取出來。 

HENRIETTE: 可能是它正在脫離舊的循環。 

ADAMUS: 對啊。 

HENRIETTE: 並創造新的... 

ADAMUS: 它要麽是，要麼不是。不是或許。 



 

 

HENRIETTE:  創造新的。 

ADAMUS:  是啊。 

HENRIETTE: 我期待著一個全新的場景，本周可能會有一個那樣的場景，它與我現在所要

脫離的是 180 度的不同。 

ADAMUS: 你知道嗎？我必須在這裡打斷。你計劃得太多了（她咯咯笑）。你只是思考和

計劃，今天我會給你一個驚喜。 

HENRIETTE: 嗯，哦。 

ADAMUS: 是啊。你的第三個意識是什麼？ 

HENRIETTE: 愛。 

ADAMUS:  如何説？ 

HENRIETTE: 打破灰色的，而且真的能夠療癒.... 

ADAMUS: 我的意思是，你正在做或者你想要它？ 

HENRIETTE: 二者都有。 

ADAMUS:  你正在怎麼作呢？ 

HENRIETTE: 一個是保持覺知（她笑）。 

ADAMUS: 不，我的意思是，你有一個新的伴侶或有關愛情的在怎麼發生？ 

HENRIETTE: 真的愛自己，而且知道那是什麼。那到底是什麼呢？就是去發現它。這是一

個新的領域。 



 

 

ADAMUS: 你了解我非常擅長偵測冠冕堂皇的話語（有些笑聲）。哦，我喜歡！ （她笑

著）你今天正走進我的陷阱。這很好。讓妳自己進入陷阱。讓自己被提煉或其他什麼，讓

自己被磨碎，你會沒事的（她又笑了）。是啊。是啊。 

你知道，我能感受到這種渴望，這是好事。我能真正感受到凡夫渴望，但我也能感受到凡

夫的疲倦、沮喪以及 “ 這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的感覺，今天你可以說這是為你而設

的。 

HENRIETTE:  謝謝。 

ADAMUS: 是啊。但是讓我們停止廢話（她輕笑）。真的，你知道，當我們最近在斯洛文

尼亞的聚會時，我向 Shaumbra 發表了一個聲明，我們大約 97％沒有冠冕堂皇的話語，

百分之九十七。這是一條很長的路（觀眾歡呼和鼓掌）。但是在你歡呼和鼓掌太多之前，

也可以說只要百分之三就足以破壞這個記錄了（Linda 喘息）。 

LINDA: 哇！ 

ADAMUS: 不，它不需要太多冠冕堂皇的話語。 冠冕堂皇的話語是如此誘人且如此具有

穿透性，它只需要一點點就能產生很大的破壞，所以，我們快要到了，但在我看來，百分

之三仍然是超過了 2.9999％。我們需要到幾乎沒有冠冕堂皇的話語（她輕笑）。所以讓

我們停止冠冕堂皇的話語吧，因為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 

LINDA: 什麼是冠冕堂皇的話語呢？ （一些笑聲） 

ADAMUS: 這是心靈上的分心。這是有些妄想。這是一條覆蓋真相的毯子，但我不知道為

什麼有人不想拉開毯子來看真相。但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在這裡，我們知道我們這一生中

在這裏做什麼，這並不困難，我們一直在討論它。我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你看著我好像在説，“你到底在說什麼？”我今天會談論

它，我今天會告訴你，我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不是好或壞，它甚至不屬於二元

性。它只是接下來會發生的。好吧，我會解釋一下。而且，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就交流。



 

 

採取一個很好的深度交流。不要計劃那麼多。不要擔心太多。如果你不要自己擋路，你會

發現你會做的絕對令人難以置信（她笑了）。真的，謝謝。 

HENRIETTE: 謝謝。 

ADAMUS: 謝謝你讓我成為我最典型的俱有虐待性的我。我在斯洛文尼亞不能這樣做（笑

聲）。我有兩個月那麼多的需要被討厭累積在裏面（更多笑聲）。三個意識。 

SHAUMBRA 1 （女）：喜悅，興奮和恐懼。 

ADAMUS: 哦，好的。有關於什麼的喜悅呢？ 

SHAUMBRA 1: 很高興來到這裡。 

ADAMUS: 很高興來到這裡。那當你離開這裡時會發生什麼呢？喜悅會消失了嗎？ 

SHAUMBRA 1:  不會。 

ADAMUS: 哦，很好。那是關於什麼的恐懼呢？是因為在這裡（他們輕笑）。 

SHAUMBRA 1: 是因為我認為我需要知道的未知數。 

ADAMUS: 是啊。在你的生活中還有其他一些東西在發生，你生活中的覺知在繼續著。這

裡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個正在發生中。 

SHAUMBRA 1: 最近有很多變化。 

ADAMUS: 是啊。你有沒有想過這些變化什麼時候會結束？ 

SHAUMBRA 1: 變化不斷發生。 

ADAMUS: 是的（她輕笑）。是啊。你有沒有好奇，“這些變化什麼時候才會停止？我什

麼時候才能安定於我新的高我，成為體現的大師？ 

SHAUMBRA 1: 我認為總會有很多部份會活動。那是我的感覺。 



 

 

ADAMUS: 是的，很好的感覺，很好的覺知。很多活動的部位。是的，但是部位可以和諧

地移動，它們可以在互相交流時移動，或者部位可以相互撞擊。 

SHAUMBRA 1: 確實如此。 

ADAMUS:  我認為我們希望的是這些部分的移動是和諧的。您不希望不移動或不改變。

就像如果你有一個管弦樂隊，你不希望他們只是坐在那裡。但是你希望一切都能融合在一

起，進入一個美麗的無計劃的創造。 

SHAUMBRA 1: 是。我了解。 

ADAMUS: 好。好的。謝謝。 

SHAUMBRA 1: 好的。 

ADAMUS: 好。再一個。一個好的。哦，Linda 有麥克風。她正在跑步。她正在跑步。她

現在已經在上司那兒了。 

SHAUMBRA 2 （男子）：我能感應到她會來找我。 

ADAMUS:  是啊。 

SHAUMBRA 2: 你好。 

ADAMUS: 你好。 

SHAUMBRA 2: 我認為第一個就是存在，我想，真實的，並試圖遵循你們有的一些規則，

讓我內心非常平靜。真的只是很好及幸福。 

SHAUMBRA 2: 人們對你的感受就是感覺到愛，而且很難解釋或說出它是什麼。我只是覺

得自己內心很喜悅。 

ADAMUS: 每天任何時刻嗎？ 

SHAUMBRA 2:   每時每刻。 



 

 

ADAMUS: 哇。 

SHAUMBRA 2: 就是任何時刻。 

ADAMUS: 好的。 

SHAUMBRA 2: 每時每刻。第三個我要說的是，我感到有光、能量和愛，我覺得有責任把

它們推出來。我覺得有責任，而且我正嘗試在作。 

ADAMUS: 是。我不得不問。為什麼我會感受到這種沮喪感呢？ 

SHAUMBRA 2: 不是的，我只是對拿著麥克風站在這裡感到有些緊張。 

ADAMUS: 不，不，我不只是談論在這裡拿著麥克風。我覺得，在你的生活中，大致在上

個月左右，我只是感受到挫折感。 

SHAUMBRA 2: 一點也没有。 

ADAMUS:  一點也没有。 

SHAUMBRA 2: 一點也没有。我並没有挫折感。我很幸福。 

ADAMUS: 我一定是錯的（當他做鬼臉時有一些笑聲）。 

SHAUMBRA 2: 像兔子一樣幸福。像兔子一樣幸福。好吧，好吧，既然你感受到了，我想

沮喪是......（Adamus 聳了聳肩，笑聲更多）不，我想 - 那是這裡的每個人都有的同樣的

挫折感。如果你想與大師連接，而我們只是苦苦掙扎著，我可以說這是我唯一的挫折感。 

 

ADAMUS: 是啊。不耐煩，也許吧。我不應該說...... 

SHAUMBRA 2:  不耐煩，可能，是的。 

ADAMUS: 我不應該說挫折。這是不耐煩。 



 

 

SHAUMBRA 2:  是啊。 

ADAMUS: 挫折和不耐煩。 

SHAUMBRA 2: ......人們必須完成整個過程，我想我們都覺得它應該來的比它所可能的更

快一些。那是唯一的一個。 

ADAMUS: 啊！ 希望它發生得更快？ （一些笑聲） 

SHAUMBRA 2: （深深地嘆息）實際上並没關係。 

SHAUMBRA 2: 實際上沒關係的。 

ADAMUS: 好的。 

SHAUMBRA 2: 只是凡夫在説， “來吧！” 

ADAMUS: 假設說沒有其他人在看，沒有人在聽，但你們中有多少人暗中想要這個來的更

快？（有些人舉手）是的。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留在這種有些覺醒、有點大師級的智者

的階段，再 20 年，30 年？ （觀眾說“不”）我想每個人都希望它來得更快一些。是

啊。 

SHAUMBRA 2: 我不是唯一的。 

ADAMUS: 好耶。 

SHAUMBRA 2: 那是我的三個。 

ADAMUS: 好吧。謝謝你。 

SHAUMBRA 2: 謝謝你 

ADAMUS: 謝謝。所以，開始我要求三個覺知。我想知道你們是有多麼覺知，我想知道是

否有很多表面的東西，或者是真的有一些覺知，我不得不說是有一些很好的覺知。 



 

 

我用這個三個覺知的挨問來開場的另一個原因是要你們停止單一思考。不要只想一個層次

了。有人問，“你好嗎？”“哦，我很好”，但你真的沒有。但是給他們三個答案，真的

會讓他們感到困惑，因為...（有些笑聲）。 “讓我們說喜悦，愛和恐懼。那怎麼可能？ 

“ 

開始每時每刻在多個層面上感受事物。凡夫會有些抗拒。他真的不喜歡，喜歡只有一種、

平淡的，就像説 “你有什麼感覺？” “我感覺我有點累，而且有點無聊。” 開始去感

覺，因為你可以有不同層面的感覺 - 這就是 AND  - 你可能會有沮喪或煩躁的層面的感

覺，但也有你意識到現在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層面的感覺。 

我覺得你們所有人最大的事情就是你感覺到溶解的效果或者事情正在改變中，你可以說是

瓦解或消失。你幾乎感覺有點像一切都在迅速惡化，而且它並不像之前你在釋放時所感受

到的那樣，這次有點不同，這次你感覺你的組成構造正在脫落或者事情是在分崩離析，在

現在這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感覺。你會有這種感覺，也同時正在尋找，“我的進展如何？我

的核心在哪裡？這是怎麼回事？“ 

尤其是當大師和凡夫正在融合時，劇大的變化正在發生。很多舊東西都會離開。你很多表

現出來的外相，和你的人格身份正在迅速變化，有點像在崩潰。在過去這可能真的會嚇到

你，而說：“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的全部生活正在分崩離析。“ 但現在，你有更多

的智慧，所以你意識到現在正在發生的，很多的你的部分正在離開，這實際上是非常非常

適當的，這實際上也顯示出你現在正在你應該在的位置。 

所以，你們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說，但你們有足夠多的

人有這種感覺了。你感覺到了變化，因為一切都在移動中，一切都在流動，有些人會說不

可思議的，幾乎不可能發生的變型、轉變、整合同時在進行，凡夫會覺得不舒服，凡夫有

時真的很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有時候會樂在其中。我想說的是，當這一切都在繼續進

行中時，凡夫偶而會需要洗個長長的熱水澡，吃些會讓你覺得舒服的食物，包著毛毯坐在

電視機前。 

這是一個驚人的轉變，但我注意到並且我真的特別高興的是，過去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你

會驚慌失措並想知道什麼出錯了，並且就全都陷入了困境。現在你意識到你已經在某種程



 

 

度覺知到有東西正在轉變和變化。而且不僅僅是你將要住在哪里或者你的下一份工作會是

什麼，而是在龐大值得紀念性的轉化和改變，而且你會沒問題的。總而言之，有恐慌和焦

慮的時刻，但你會相當不錯。 

 那是件很美好的事。這意味著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現在讓我們談到下一個話題。讓

我們在此刻停下來，跟正在發生的所有變化交流一下。 

 

命運 

 

凡夫可能會對下一部分的談話感到有些不安（一些笑聲，有人說“哦，不好了！”）。這

是第一次，是嗎？ 

我之前說過，你真的沒有命運，我喜歡占星術，我很多很多輩子研究過。我喜歡它，但你

知道 - 這是我第一次公開承認這一點 - 我終於扔掉了所有的書。因為我非常的沮喪，所以

我丟掉它們，丟掉所有有關占星術的一切。經過很多輩子深入研究後，我變得非常沮喪，

因為它沒有解釋每一件事。 

那不是一個漂亮、整潔、簡單、乾淨的數學方程式。而且我一直找到錯誤。 我會做所有

的圖表和一切的東西，但是“如果你是雙魚座，或者你是巨蟹座而且你出生在這些日子，

為什麼這會不適用？“ 那時我們沒有你們花哨的電腦，我必須手工完成。我會做所有的

圖表，但仍然不能了解。我終於不得不全部放棄，我厭倦它了。 

可能你們有些人知道這種感覺，如果你是高爾夫球手，你一生都在打高爾夫．球，而有一

天你感到非常沮喪，你把那袋球桿扔進池塘然後說：“再也不打了！我已經厭倦了追逐那

愚蠢的球。“（一些笑聲）扔掉占星術就是其中一個的那種時刻。 

後來我意識到，這是出於很多原因，首先，占星術沒有考慮到很多事情，比如過去世，占

星術沒有考慮到分離點，例如覺醒。你真的必須考慮到這些點，因為它會改變一切。占星



 

 

術沒有考慮到隱藏的潛力 - 可以說是星球背後的潛力 - 這可能只要一點點移動、一點點震

動就會出現的。 

但是占星術也困擾著我，正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那樣，很多人相信，有一個星座的命運，

根據你的星座、出生日期和其他一切，你注定了某些東西。我實際上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一

個固定的命運，但它對我來說太固定了。為什麼一個人應該在星座的影響下出生？而且我

知道你們當中有些占星家現在正在尖叫，但停止使用占星術吧。我是這麼做的，停止吧。 

我意識到它限制了一個人，特別是如果他們真的相信它並且他們認為，“這些是我擁有的

工具。這就是我一生中會發生的事情，這就是我注定要做的事情。“ 

二、三年前我曾說過，“沒有命運。”沒有命運。你知道嗎，他們談論占星術的 12 個星

座？我發現 - 我從未發表過，但我發現實際上有 144 個，可能還有更多。所以 - 唉！ - 

占星術。 

所以，我不喜歡一個人有注定的命運的概念，我知道你們有些人在想，“嗯，不，它們只

是影響力。” 是的，但那些真正在研究自己的星座或看自己的星座的人卻把它當作命

運。我說，“沒有命運。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生命可以選擇任何你想要的。 

但是我遺漏了一件事。有一個例外，實際上是一個半的例外，這就是我今天要討論的事情

之一 - 一個靈魂的命運。它並沒有那麼糟糕，但有些人真的感到焦慮。 

靈魂的命運。讓我們從你來到這個星球的前提開始，你經歷了很多輩子；凡夫經歷了很多

輩子的經歷。也許是上輩子，有些人是這輩子，但你終於明白了，並且說：“不再這樣

了。就是如此。我已經體驗過所有可以體驗的，我經歷了愛情，我經歷了仇恨，我曾是一

個窮光蛋，我曾是一位先知。我曾是......“，不是有一首歌關於這個的嗎？ “我曾經是這

些，而且我已經擁有過它了。” 

大多數時候你說它有點厭惡時，那不像是一種幸福和滿足的感覺。那像是，“就是這樣，

這個星球糟透了，我不想在這裡了。“ 



 

 

這就構成了這一生，改變了你生命的動態，你什麼時候會出生、家庭、你將走的道路以及

其他一切。實際上，有些人直到這一生才達到這種厭惡程度，也許是在你十幾歲，成年早

期或任何時候。當你說，“就是這樣了，我受夠了，我受夠了。” 

那是凡夫呼喚大師和靈性的時刻，儘管他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喊道，說道：

“我要離開這個了。“ 凡夫有絕對的權利說 “我已經作完這件事了”，因為大師和 我是 

都不會說，“不，你必須回去做更多。”這取決於凡夫說， “我夠了。” 

那時覺醒就開始了。這開始了覺醒，在某些方面，對你們許多人來說，在你的覺醒中，你

感受到了這種巨大的釋放和舒解，因為你已經完成了。就是這樣了。現在你所要做的就是

打包你所有的，然後走出門......類似這樣。 

然後你就開始了我稱之為＂大師級的智者＂的這整條道路。這是允許智慧，你已經完成

了，但在離開之前，你必須允許智慧，也就是大師的進入。你的內在有點衝突，因為你的

一部分就像説，“我只想離開這裡，我只想回到我的主權。”而另一部分就像是，“哦，

太棒了！我可以成為凡夫和大師，我可以知道每一件事，我可以創造任何我想要的事物，

也許我會再待一會兒，看看那是什麼樣子。“ 但回到我的觀點。 

以前你從未有過命運，但從覺醒到大師級的智者這整個時期，有一個命運，有一個命運。

這命運有幾種不同的方式，但首先你說，“我已經完成了。凡夫，聽我說！大師、我是、

凡夫已經完成了這一切。“ 

你說的那一刻起，你已經實現了。實現，意味著它已經完成了；完成了所有的整合，所有

的開悟，和所有的覺悟。你已經實現了，這意味著你說的那一刻，這可能性就發生了 - 你

可能會稱之為未來 - 但它已經完成了。它已經在那裡了。所以你已經完成了所有輩子。在

那一刻你已經實現了，你實際上已經開悟了。 

Tobias 在很久以前就說，我想是在他的第二或第三系列中。他說， “你已經晉升了，現

在你只是要發現到達那裡是什麼感覺。 “對許多人來說，這仍然是一個思想上的概念，

但這是非常非常真實的，你已經晉升了。 



 

 

所以這就完成了。你不需要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但有趣的是，凡夫一直想著還有一些事情

要做、還有一些東西你還沒學到、還有一些課題、還有一個秘密鑰匙你必須要去找到。一

個都沒有了，一點也不需要了。 

所以，現在，它已經實現了，但你還沒有真的意識到。換句話說，你仍然是凡夫，仍然試

圖開悟，仍然試圖計劃，創造，引導，並管理它和其他一切。 

有一天，如果不是今天，你會嘲笑自己，然後說：“唉！我只需要不要擋路並允許它。

“但是凡夫幾乎無法自拔，所以他們必須繼續努力。 我看到了這種新現象 - 被稱為“允

許咒語”。“我看到 Shaumbra 晚上睡覺時間，”我允許，我允許，我允許“（一些笑

聲）。我看著他們在作，“你不是在允許，你的括約肌很緊。“（笑聲，Linda 喊道：”

哦！“）你又回頭禱告了。你又回去做所有其他的事情。請允許，你知道允許有多容易

嗎？就是允許！就是這樣。天啊！ 

有一個命運那是會發生的，因為你會對我很不高興或者會誤解它，所以直到現在我一直都

不想談論它。但這個從覺醒變成大師級的智者的美好命運，在當你說 “我已經完成了，

這是最後一世了” 的這一刻就會發生了。 

這個命運是大師開始進入，我稱之為大師 - 但這真的是智慧。大師就是智慧，所有輩子的

智慧。大師進來，在某種程度上在覺知上引導著你的生活，大師進來，他將不會允許凡夫

可能作過的某些事情。 

你看，凡夫，他們的生活常常是基於需要和想要，凡夫的生活基於自我和身份。凡夫的生

活基於這樣的事情：“我必須得到薪水更高的工作。我必須看起來更年輕，我必須做凡夫

的事情，“而大師現在並不關心，大師看不見，大師不在乎。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大師現在進入，來形成你的命運。你將進入覺悟，因為你已經打開

了。你已經說過，“完成了凡夫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你允許大師，然後大師進來。 

有時候凡夫會感到沮喪，因為你計劃一些事情，你認為會發生，凡夫說它需要某些東西，

像金錢、夥伴 以及更多的能量。不，你並不需要更多能量。不需要更多的任何東西。你

只需要把你所已有的東西更有效率。 



 

 

所以，凡夫現在會在計劃和生活中進入整個事情，我不想說大師不會允許它 ，但大師會

干擾並保持在這要進入大師級的智者的時期的凡夫不會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凡夫不能得到他想要的東西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凡夫非常沮喪，“為

什麼這行不通？我以為我是創造者？“ 還不是現在。 

我的意思是，你是創造者，但現在你已經表明了，你做出了選擇要進入覺悟，在某種程度

上可以說，你已經與你的大師、你的智慧簽訂了一份協議，說你將允許大師現在讓你免於

變成一個完全的凡夫。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時刻，非常非常微妙。這時候一個冠冕堂皇的話語，或只是一點點冠

冕堂皇的話語可以讓你離開道路。這是凡夫開始尖叫的時候，“這個怎麼樣？那個怎麼

樣？我感覺很糟糕，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大師不會讓你在一段糟糕的關係或糟糕的工

作或任何其他事情中分心。所以是有一個命運。 

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意識到像 “我覺得像一塊磁鐵拉著我，我覺得有其他東西在控制這一

切，在讓這一切事情發生。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或它來自哪裡，但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

我真的很喜歡它，但另一方面來说，真該死，它干擾了我的自由，它侵犯了我的自由。“ 

當然，這是因為你給了它許可。順便說一句，這是單向的許可，你無法收回（有些笑

聲）。不，你不能。你不能說有一天你會給這個許可。你的最後一生，允許大師可以指導

你的生活。 

我的意思是，大師不會進來給你錢或類似的東西，但大師會確保你不會離開主軸道路。你

不會進入一些巨大的分心。當你想到它、或去感覺它時，它實際上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現在命運正以一種非常美麗的方式發生著。就像磁鐵一樣吸引著你，它帶著你經過

一些事情，最近你們中的一些人有過這樣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你正在計劃並做所有這

些事情，但它一直在分崩離析而不能如期運作，然後當你放手時，有東西會引導你，有時

你想說那是靈魂的指引、它是不明飛行物或其他（一些咯咯笑）。 



 

 

它確實是靈魂的命運，它是大師在引導你，確保你不要太分散注意力，並且現在你不會殺

了自己，你不要做那麼危險的事情，以免危害這正在形成的美麗的新生活。 

所以，我不得不在這裡提出二三個問題，你在地球上所有輩子中，唯一的另一個這種命運

就是當你最初來到地球時，在你最早的二三輩子，那時你的命運就是你將要與物質融為一

體。那是因為你同意了，所以有些事情會超越你的凡夫選擇。 

這是唯一另一次的靈魂命運。而且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你現在有某種程度的沮喪，“為

什麼這個不一樣？當我嘗試時，為什麼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暫停一下，與大師跟 我

是(I Am)一起溝通。他們正在幫助、引導您開悟，實際上那已經在您稱之為未來中實現

了。 

 實際上，這在某方面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意識到，“我不必為此努力，只心去體驗，

我不需要用一堆哲學和冠冕堂皇的話語來填充它，我不必擔心明天，我不必擔心接下來會

發生什麼，我一點也不必擔心它，一點點也不需要。“你是被引導的。 

 

凡夫的道路 

所以，只是為了好玩，我需要提出這個問題。如果你沒有這個命運，你現在會在哪裡？如

果開悟是完全取決於凡夫，你現在會在哪裡？Linda，請拿麥克風。 

LINDA: 他在乞求要麥克風。 

ADAMUS: 是啊。如果它取決於凡夫，你會在哪裡？ 

JIN: 我可能會在開一輛法拉利。 

ADAMUS: 哦! 哦，駕駛法拉利。好好。 

JIN: 但大多數情況下，我會處於某種類型像引導者，或領導者或在從事一種社會運動。 

ADAMUS:  像大師一樣？ 



 

 

JIN: 是的，類似的東西，或首席執行官。 

ADAMUS: 是啊。哦，首席執行官。是啊。大人物。 

JIN: 是的，大人物會作些從凡夫觀點中做出很有用的事情。 

ADAMUS: 是的，對。好的。那麼，你會在你的靈性成長道路上嗎？ 

JIN:  是的，可能。 

ADAMUS: 是的， 

JIN:  就像我無法脫離。 

ADAMUS:  是啊。因此，你就像一個駕駛法拉利的首席執行官，但卻在你的靈性道路

上。 

JIN:  或者他認為他是的。 

ADAMUS: 或者他認為他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因為有一條平行的途徑，凡夫可能

採取的途徑但並沒有在這現實中被實現，但它就在那裡。這是一條平行的道路，凡夫試圖

設計自己的開悟，並且有一陣子它很有趣。你可以駕駛法拉利。你知道它真的有趣在那裏

嗎？權利。 

JIN:  對極了。 

ADAMUS: 你獲得了所有這些權力！ 

JIN: 對極了。 

ADAMUS: 哦，天哪，它太能讓人上癮了，凡夫喜歡那樣。然後凡夫認為他確實在做一些

事。 

JIN: 是的，用權力來改善世界。 



 

 

ADAMUS: 是的，但我聽過改善這個世界那些話（Jin 笑），事實上我並沒有真正遇到很

多人，包括德蕾莎修女，正在努力改善這個世界。他們真的想...... 

JIN: 提升他們的自我。 

ADAMUS: .... 改善自己。你知道，我從來沒有真正遇到過許多一直試圖改善世界的人。

試圖改善世界是一個偉大的吹牛話語。 “我正在試著改善這個世界，你介意給一些錢

嗎？ “這就像一個很大的自我，他---，到底是誰在試著改善...... 

LINDA:   喔！ 

ADAMUS:  我沒說出來！ （Jin 笑）我説 “他---”（觀眾中有些咯咯笑）。誰試圖改善

這個世界？！？這些試圖改善世界的人有什麼問題？！ 

JIN:  他們只是 - 他們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認可。 

ADAMUS:  是啊。他們喜歡權利， “我要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JIN:” 崇拜我。” 

ADAMUS: 是啊。但是，你知道，真的會發生什麼事？當你試著改善世界的那一刻，它也

會試圖改善你。 

LINDA:  哎呀。 

ADAMUS: 哎呀。這是慈悲的原則。真正的慈悲是允許所有事物的存在，允許世界成為它

的樣子。我的意思是，在美國，我知道你們正處於選舉期中，因為當 Cauldre 和 Linda

打開電視的時候，全部都在播放選舉有關的！那些所發生的真是缺乏慈悲心。 

你知道，當你試圖改變別人或改變世界的那一刻，它也會改變你。這是一種很有趣的鏡子

效果，所以它會回到你身上。真正的大師有完全的慈悲心，這意味著接受 - 從街角的乞丐

到任何人 - 全然的慈悲，“嘿，這是你的旅程，你想改變它，就做我所做的，我說，“最

後一輩子”然後事情真的發生了變化。“ 



 

 

那麼，我們剛在談論什麼？ 

JIN: 法拉利！ 

ADAMUS: 法拉利！ （笑聲）好的，法拉利。好的，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好的。謝

謝。謝謝。所以，你會走在靈性之路，但它與此是不同的。 

JIN: 是的，它更像是凡夫，自我和大部分是權力。 

ADAMUS: 大部分是權力偽裝成...... 

JIN:  我的意思是完全是權利。 

ADAMUS: 以 “我在靈性道路上” 為幌子。 

JIN: 對極了 

ADAMUS: 好的。還不錯。這是一次有趣的經歷。 

LINDA: 你看到他超酷的皮帶扣嗎？ 

ADAMUS: 是的，我看到了。 

LINDA:  喔 

ADAMUS:  是。是啊。 

LINDA: 超級酷（那是一個歐洲的花朵象徵）。 

ADAMUS:  非常酷（Linda 輕笑）。好。謝謝。下一位。 

LINDA:  （咯咯笑）謝謝。 

ADAMUS: 下一位。 

LINDA: 讓我們來看看。哦好的。尋找某人在乞求麥克風。 



 

 

ADAMUS: 所以，如果由凡夫作決定，你現在在哪裡？ 

LINDA:  讓我看看。 

ADAMUS: Linda 正在尋找新的受害者。如果由凡夫作主，你現在會在作什麼？ 

JULIE: 絕對是忙於工作，非常嚴肅，大量的金錢，企業界，就是在機器上。 

ADAMUS: 是啊。你的靈性之路會怎麼樣？ 

JULIE: 我想會是頭腦層次的，我知道會是頭腦層次的。 

ADAMUS: 對。是啊。是的。很好。那會比你現在的道路更好嗎？ 

JULIE: 它會有所不同！ 

ADAMUS: 它會有所不同（他們輕笑）。是啊。你會用所有那些錢做什麼？ 

JULIE:  可能花更多錢，更多壓力，然後想要更多...... 

ADAMUS: 你會更開心嗎？ 

JULIE: .... 和自我...... 

ADAMUS: 你會更開心嗎？ 

JULIE: 你知道，那是另一回事。這可能是一種不同的快樂觀感。 

ADAMUS: 可能。是啊。而且我沒有作出任何批判。我見過許多人走了這條路，實際上有

一段時間它很有趣，而且一切都是有關於權力，這是一場偉大的遊戲。但有一天它崩潰

了。它絕對會爆炸，因為它不是真實的，我會很快解釋為什麼它會崩潰。但它確實是個非

常大的崩潰。好。再一位。 

LINDA: 好的。你會幫她買更適合的褲子。 

ADAMUS: 在工作室評論時尚？ 



 

 

LINDA: 是的，事實上，我是的。 

JUHL: 哦，天哪！ 

LINDA:  哦，天哪！ 

ADAMUS: 哦，你知道她要拿來麥克風。所以如果是凡夫指導這一切呢？ 

JUHL: 好吧，我可能會在我外在的關係中打轉，證明我不足以持續維持關係，並且我永遠

不會被愛。 

ADAMUS:  是。哦，哇，哇！這段時間你的靈性之路怎麼樣？ 

JUHL: 我仍然會在靈性的道路上試圖向人們證明這條道路是值得的。 

ADAMUS: 在靈性道路上尋求他人來得到解答。 

JUHL: Yes. 是的。 

ADAMUS: 在這裏在不允許這樣做。我不會給你們任何人答案。我在挑釁你，惹惱你，但

每一個答案，所有出現的都是來自你內在。在那種虛假的開悟中，我所見到的是，有一種

依附，對團體的依賴，特別是那些團體會告訴你該做什麼以及如何思考、如何穿著以及捐

贈多少。 

這是一個很大的分散你的注意力，讓你不會向內去看，因為它像是，“我能遵守所有的規

則嗎？我能穿對衣服嗎？我能把咒語說對嗎？我能冥想對嗎？我可以呼吸對嗎？“ 這是

一個很大的分散注意力，因為凡夫認為，“看？我是屬靈性的。我在受苦，所以我一定在

靈性的道路。“ 但它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沒有靈性的命運，靈魂的命運，還會發生什麼呢？ 

JUHL: 我會想我還需要做些什麼才能證明我自己。 

ADAMUS: 你還在那樣想嗎？ 



 

 

JUHL: 不，我現在不那樣想了。 

ADAMUS: 好的。很好。 

JUHL: 我的意思是，我那樣做了很長時間。我的意思是，像一個計劃 ， “哦，我的天

啊！我不夠好，我還沒有完成它，我沒有完成任何事情 “。 

ADAMUS: 是的， “我到底怎麼了？” 

JUHL: 所有那些東西。 

ADAMUS: 是啊。 

JUHL: 當我坐在這裡時，我在想， “這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第一次回到群體

中，” 因為我離開了。因為我在其他那些群體中，我總是在想，應該有更多的東西。 

ADAMUS: 所以，我必須問你，就你我之間（有些笑聲），那麼這個群體怎麼樣？ 

JUHL: 他們很開心。這群人很開心。他們微笑。他們的眼裡充滿了愛。他們很熱情。他們

很美。 

ADAMUS: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快樂（笑）。 

LINDA: 喔！嗯。 

JUHL: 也許有點煩躁。 

ADAMUS: 我會說我注意到 Shaumbra 他們有覺知。有一種覺知那是你在其他大多數人

身上都看不到的，我很喜歡這點，因為他們就是更有覺知。 

JUHL:  絕對的。 

ADAMUS: 是啊。好。 

JUHL:  我一直是 Shaumbra 



 

 

LINDA: (吶喊）謝謝你，Adamus！謝謝！天啊！ 

ADAMUS: 非常感謝。 

  

成熟 

 

所以，讓我們感受一下，感謝 Linda。這一刻讓我們來感受一下這個靈魂的命運，那是從

你說 “不再有了，這是最後一輩子了，我已經完成了所有這些經歷。“ 你有了大師，他

不像一般精神老師或其他類似的，會告訴你該做什麼，大師沒有告訴你該做什麼， 但是

大師讓你走上正軌，讓你不要分散注意力，而離開這條軌道。有時它非常非常令人沮喪，

因為你想要自由，你想要認為是你在作所有的選擇。你想要認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的事

情。 

儘管有這種潛在的挫敗感，但這一刻讓我們感受一下靈魂的命運。當你說，“我已經完成

了，就是這樣，該是開悟的時間了。“ 大師，也就是智慧，進入了，並讓你遠離大量的

極度疼痛和痛苦，這不是一件美麗的事嗎？這不是真的很美嗎？ 

我回到剛剛看過的視頻。你有這種水平的指導和保護，這不是真的很美嗎？我想這甚至可

以用一個更好的詞，這種級別的保護，來確保你將擁有你的開悟，來確保你的大師和凡夫

的整合，這多麼美好的事啊。 

現在我們進入靈性上的討論，不是靈性，用詞不對，Cauldre，現在我們進入關於成熟度

的討論。成熟度。到目前為止，或直到最近，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做很多事情。 

從覺醒到能大師級的智者所發生的一切，就是暴露你內在的不成熟的重要時刻。這是重要

的時刻，而且有時會很痛苦。當我們談論覺知水平時，這是我認為可能會出現的其中一件

事情，最近的意識覺知水平相當高，它一直出現在你的夢中，不成熟的情況正在被暴露

中。 



 

 

不成熟基本上是缺乏智慧。這不是一件壞事，它只是不成熟。不成熟是觀點和感知的缺乏

或局限，因為如此狹隘 - 在事物上如此狹隘 - 以致於你不會感覺到所有不同的層次，你不

知道真正發生的一切，這是我對不成熟的定義。 

它可以回到一個前提，除非覺知存在，否則就沒有生命，沒有現實。除非意識存在，否則

什麼都不存在。但意識或覺知可以來自許多不同的層面，這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狀況。 

覺知可能是在非常有限的水平 - 自我強加的、有限的覺知水平 - 我稱之為不成熟。如此專

注於生存、專注於自我，專注於身體或心理的一切疼痛，和其他一切，以致於你變得非常

不成熟，覺知變得非常有限。 

之前我們談到的這場轉變，現在什麼事正在發生？你感受到所有這些轉變和變化，這都是

為了給大師騰出空間，但它也暴露了不成熟之處。它暴露了你在覺知中自我限制之處。 

現在它正在開放，如果你明白這一點，那就不那麼可怕了。如果你允許它，你會開始意識

到為什麼它存在並且發生了什麼。但如果沒有那種意識，如果沒有允許，如果沒有內在洞

見，現在就會非常令人不安。這就是為什麼，特別是現在的夢在各個方面，只是覺得一切

都在變化，到底發生了什麼？你的不成熟正在被暴露中。 

凡夫，指你或你這一型，並不特別喜歡被告知他們有命運。其他凡夫，他們喜歡被告知，

但你實際上不是。你反抗它。 就像 “我不會讓任何人告訴我該做什麼” 這種心態。 

但是你給了自己這個引導的機會，因為你有這種保護，這不是一個正確的詞 ，但它是一

種保證，在你自己的開悟你有了一個保險單。 

你會開始發展，你開始允許智慧，我稱之為大師，但它只是智慧，而你正在允許它進入你

的生活中，而就在你這樣做的同時，你開始發展成熟度，也就是開啟你在多種層面和生活

上的覺知。 

當你帶入智慧時，你也帶進了成熟度，而隨著成熟，你開始釋放靈魂的命運。換句話說，

它不需要再讓你免於犯錯、或離開道路或任何你所想要稱之的。突然之間，那個命運被純

粹的智慧、純淨美麗的智慧所取代。 



 

 

然後你擺脫了靈魂的命運，或者你放下它，它沒有存在的需要了。突然之間，你開始將這

整體的成熟度融入你的生活 ， 智慧和凡夫的經驗結合在一起，一個完整全新的成熟度， 

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它將達到完美的平衡，完美平衡到靈魂命運的水平，也就是它會保證你不會可怕的分心。

當你帶入智慧時，那個命運就會被釋放了。它會被剝落了。它會消失了。這種剝落和變

化，就是你現在所感受到的另外一件事情，而它現在就被你的智慧所取代。 

我提到 “你的” 的意思是“你裡面的大師的”。命運被智慧所取代，而且，你再也不會

犯錯誤。你不可能出錯，這是一種古老的凡夫恐懼，害怕 “我將會做錯事。” 現在，你

不會的。呃，你有做錯事的歷史，但現在你不會的。您處於被保護的模式，也就是保證的

模式。 

讓我們深深地吸一口氣，與那個正在進入的智慧交流。 

你真正開始感受的最先的智慧之一就是允許。允許。這就是允許更多的智慧。如此而已。

這真的很簡單。 

 讓我們深深地吸一口氣，真正感受到它。 

 

這首歌曲 

 

在我們繼續之前，讓我們重播剛開始時的視頻。讓我們重播它。但在我們開始之前，真正

在各種各樣的層次上感受它。現在感受一下，特別是在凡夫和大師的層面上，讓自己變得

非常非常感性。讓自己感受到非常深刻的層次，所有這些就是意味著開放和允許。 

那麼，讓我們再播放吧。 

（暫停，視頻靜靜地放映著打開一扇門的瞬間） 



 

 

所以，好的，就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你得到它了。發生了什麼？ （觀眾說“打開

門”）打開門。允許。這很簡單。打開門，在這個情況下，當門打開時，允許大師和凡夫

聚集在一起，允許智慧。你不需要再和生活搏鬥了。 

這意味著現在你已經成熟了，你有智慧，你不會出錯，凡夫不會出錯了，事實上，凡夫正

在進入新的感性體驗。看看會發生什麼。 

（視頻繼續著） 

我想遲早上面的光 

會下來並引導我去愛 

哄！停在那兒。我要把你逼到瘋狂。你能回到那條開場詞嗎？我喜歡那個。這很好！ 

（一些笑聲） 

好的。 “我認為遲早上面的光會下來，引導我去愛。” 那是大師進來，那就是智慧進

來。這就是內在一直存在的洞見，但隨之而來的是命運。你讓大師進入或者你和大師在一

起説，“最後一輩子了”，然後你允許這命運的發生。 

凡夫有時會非常生氣，非常沮喪。 “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和“我為什麼不能讓這行

得通？”和“怎麼沒有更快地發生？”謝天謝地，因為大師的命運進來了，感謝天啊。 

“我不知道什麼是適合我的。我看不清楚。“這聽起來很熟悉嗎？ （一些笑聲，有人

說，“鐘聲”）我沒有寫這歌詞，但我有點幫忙（笑）。讓我們繼續吧。我很抱歉[工作

人員]回到生產台上。 

（視頻繼續） 

 

......我看不清楚前方 



 

 

 

我在這裡太久了，我不想等待它 

 

好的！ （笑聲，當 Adamus 立刻切入）停在那兒！好的。後退一點（Adamus 輕笑）。

好的。好的，這全都説了還是什麼？是啊。 “我已經在這裡太久了，我不想等待它。 

“我有幫忙寫歌詞，但......（更多的笑聲）......讓我們繼續。 

 

（視頻繼續） 

 

像砲彈一樣飛向我的靈魂 

 

把我撕成碎片，然後讓我感覺完整 

 

好吧，我們必須在那裡停一下（一些笑聲）。好的。現在，你沒有真正說過，“把我撕成

碎片”但是.....( 視頻継續播放直到現在停下來。) 你必需聽我的，因為我們會一直停下來

再継續。把我撕成碎片的東西。你有點同意並且它發生了（Adamus 輕笑）。而且，你

知道，這是命運、靈魂命運的一部分。 

你知道，凡夫會不斷地建立自己。他會買 Maseratis 豪華車，他會富有，成為 CEO，並

最終試圖成為一名精神領袖。這完全是一個強大的權力遊戲，但實際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任

何權力，但真正的開悟是肯定沒有權力的。 

好的。好。好。你說，“我願意為它而戰，並承受它的重量。”我不這麼認為。但你試過

了。好的。 



 

 

（視頻繼續） 

 

但是，每走一步，我都會質疑什麼是真的 

 

好的。這是如此真實的，這是如此真實的（笑聲）。我的意思是，質疑每一步是如此的真

實。我的意思是，應該在那行歌詞插進 “並且每天晚上一直煩擾著 Adamus（更多的笑

聲），希望他回答我的問題並生 Adamus 的氣。”我不得不把這些歌詞刪掉，因為它會

讓這首歌太長了。 

但是，好的（看下一行）。而且不僅僅是，“來吧，讓我們聚在一起吧，讓我們來喝咖

啡。”落在我身上。我的意思是，“親愛的大師，只是實實在在地落在我身上，因為除了

那個我不知道怎麼辦。讓我們不要溫柔地作，只是 - 一聲響！ - 落在我身上。 “有時真

的很疼，凡夫真的很生氣，” 到底發生了什麼？我被掉在我身上的這件大東西窒息了！ 

“那掉下來的東西是大師。 

落在我身上。“換句話說，”全速的進入，否則我會留在我的凡夫狀況中，我已經完成了

凡夫狀況，我準備好了。“好的，我們繼續吧。 

 

（視頻繼續） 

張開雙臂落在我身上 

 

落在我身上 

 



 

 

又一次......對不起（Adamus 輕笑）。再一次，大師是瞎子，就像這個父親是瞎子一樣。

大師是盲人。這是一個如此美麗的比喻，大師沒有批判，你不必隱藏任何事情。 

實際上，如果凡夫要做任何事情，如果你覺得你必須讓自己忙碌，並使自己有價值，那就

是接受原諒，因為凡夫對一切都感到罪惡感。凡夫認為即使是大師也要批判他。你有沒有

意識到這聽起來有多瘋狂？凡夫仍然認為大師要批判凡夫並說：“哦，你這輩子做了一些

壞事，我一直在看著。“大師對這一切是視而不見的。如果你想做任何事情，就是得到因

為身為凡夫的原諒。從 我是（I Am）那裡得到，接受你身為一個凡夫，因為 我是 不在

乎，大師也不在乎，他們都不在乎，但凡夫在乎，我們繼續吧。 

 

（視頻繼續） 

 

......從你所在的地方 

 

落在我身上 

 

一聲響！像那樣。 

 

帶著你所有的光 

 

 

帶著你所有的光 



 

 

 

帶著你所有的光 

 

（光很快會照在你身上） 

 

（總是跟著它，它會引導你） 

 

好的，我們在這裏暫停一下。 

所以現在大師正在唱回應。 “光會照在你身上，”但是大師想知道你真的會讓它進去

嗎？你覺得你自己值得得到它嗎？ 

但大師說，“我要帶來這巨大的光芒。”在這種情況下，光就是智慧。 “我打算帶給

你。我打算把它送給你。你準備好了嗎？“ 

好的。 “永遠跟著它，它總會引領你。” 這就是我所談論的，你的命運，你的靈魂命

運。跟著它並允許它。它會引領你。它將確保這將在這一生中開悟會實現。實現某個已經

存在、已經完成的東西。好的，我們繼續吧。 

 

（視頻繼續） 

（不要放棄，小心，不要迷路） 

 



 

 

好的，得停在這裡（笑聲）。分析一下這個東西。任何人覺得自己與此有關嗎？ （有人

說“是”）“不要迷路”，而你卻不會。有了這美麗的靈魂命運，你就不會迷路。我們繼

續吧。 

（視頻繼續） 

 

（你會了解過去對你有意義） 

 

好的，我得停在這裡（更多的笑聲）。 “你會了解過去對你有意義。” 現在它確實沒

有。你知道，那只是一系列發生過的愚蠢事件。這是經驗，而且沒有任何意義，但大師

說，“我是智慧，我會把它帶入，我們會理解這一切的意義。“我的意思是，它會有意

義。我們不打算將它思維化，但突然間你會在一早醒來，就像是，“哦，我的天哪，這是

如此簡單，就是這樣。“好的，讓我們繼續吧。 

 

（視頻繼續） 

 

（我希望你能相信你自己，的確是的） 

 

（你在這裡所採取的每一腳步） 

 

（這是一段無盡的旅程 - 如果我會微笑） 

 



 

 

很快地，你會帶著我一起去 

 

好的，必須在那裡停下來，大師又說：“帶著我，在這美麗的旅程中帶著我一起，請允許

我進來，讓我們一起走吧，讓我們把智慧和凡夫的經驗結合起來。“好的。 

（視頻一直持續到最後） 

 

落在我身上 

 

聽我的話 

 

落在我身上 

 

（擁抱著我） 

 

落在我身上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想要） 

 

我閉上眼睛，到處都能見到你 

 

我走到外面，就像我在空中呼吸你一樣 

 

我能感覺到你在那裡 

 

落在我身上 

 

（聽我說） 

 

落在我身上 

 

（擁抱我） 

 

帶著你所有的光落在我身上 



 

 

 

帶著你所有的光 

 

帶著你所有的光 

 

到最後大師和凡夫仍然在一起。門已經關閉了，但是大師和凡夫仍在一起，就像你，凡夫

和你，大師的智慧在一起。 

在所有這一切中，你有了一個現在正在被釋放的命運，也許是你感受到的內在的最大動態

之一。從你說了 “最後一輩子了; 再也沒有在這個星球上的其他生活經歷。“ 你有這個來

引領你。 

不成熟和局限性會使你遠離你那所真正渴望且超越一切的東西，超越汽車、金錢和名望以

及其他一切，不成熟將使你遠離那個真正的渴望。所以，靈魂的命運引領你到這一點上。

而現在，在這一點上，大師和凡夫，體驗和智慧，他們結合在一起了，釋放了需求，釋放

了對命運的需要。 

現在你將回到這個點上，能真正為自己做出成熟的選擇。 

你將會做出成熟的選擇，這就是我們的方向，也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在你的生活中用一

種新的自由的方式，但也帶著智慧的，做出真正的選擇。他們在一起，大師和凡夫，他們

結合在一起了，不再是凡夫來自一個局限、不安、需要和想要的點上，現在你已經超越了

能量餵養。我們必需讓那些只是堅持著能量餵養的人離開。 

 你超越了冠冕堂皇的話語，没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話語剩下了，而且真正成熟會真的為自

己作決定的人是真的沒有空間給冠冕堂皇的話語的，而且不再有空間給不成熟 －那會導

致覺知力的受限。 

 



 

 

Merabh  - 從命運到智慧 

現在讓我們放一些音樂，讓我們進入一個 merabh，將這一切都融合在一起。 

（音樂開始）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如此美好的點上 - 實際上，能在你的生活中做出真正的選擇和真正的

決定。 

最近好像有一點因受到美好的命運的限制，而且我知道有時這對你來說是非常令人沮喪

的。但是現在，當大師帶著所有的智慧進入你的生活中，你將能夠再次作真正的選擇。 

當你在生活中做出選擇時，它們會很清楚，並且會有很多的智慧。 

當不成熟露出來時你會懷疑你是否真的可以處理它，你會懷疑是否你會做錯事，你是否會

搞砸事情。這是一個如此無所不在的想法，在這個靈性道路上，長久以來這個想法已經無

所不在，“我會搞砸它嗎？”因為你有智慧，所以那是不可能的，你之前因為你有靈魂的

命運，所以也不可能的。 

是的，從你說 “我已經完成了舊的凡夫經驗方式” 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有一些有限的

或不清楚的選擇，來帶出你最真實的渴望 - 圓滿，開悟。 

現在，命運正在讓位給真正的智慧。父親可以移到一邊讓兒子或女兒現在擁有自己的生

命。 

（暫停） 

我將給出一個非常奇怪的有關成熟的例子，至少 Cauldre 認為這很奇怪。他請我確認。 

成熟。我將以大麻為例，奇怪的是。也許 10 年，20 年，30 年前你接觸過大麻，你為了

高亢、驚悚、為了去體驗而吸食，而且那是非法的。那是非法的。有人說，如果你吸食大



 

 

麻，你就會沉迷於毒品和色情以及世界上其他一切，而且那是魔鬼所釀造的，別碰它。但

無論如何你還是去做了。 

你們很多人有時候會變得很高亢，很多人一直都在高亢狀態。你可以說你在試圖找到其他

現實空間，找到一些超出日常生活的空間。但在不成熟的狀態下，你只是在變得高亢，你

只是把自己裝滿了，你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逃避日常生活的方式，所以你只是裝滿了這些

東西。那真是不成熟。有趣，但不成熟，最終可能真的沒能給你任何偉大的突破或見解或

其他任何東西。 

現在我們快速前進到現在。實際上，你了解大麻的所有好處？它可緩解疼痛，穩定癲癇患

兒。它實際上將有不會造成幻覺的形態，來大大減少阿茲海默氏症的影響。我不是在談論

會讓你高亢的那種，但是，你知道，它總是在那裡。它總是在大麻里面。 

但是，不成熟的人或不成熟的社會只會將其視為達到高亢的工具，然而成熟的人，那些擁

有大師的智慧和凡夫經驗的人意識到它不是魔鬼的工具。 

它不是只為了達到高亢並試圖逃避生活。它還有很多東西。它對身心都有驚人的藥用價

值。您不必擁有強效成分，那些只會將人帶入改變的覺知狀態。沒有它你就可以做到。 

那是成熟度。那是覺知。但是 30 年前，或 20 年前，當時你沒有意識、覺知及成熟度來

了解它，所以當時它只是一種娛樂性的藥物。 

我用這個很奇怪的例子來顯示不成熟和成熟的人之間的差異。因為你以前頻道很窄，但現

在你將開始看到你以前從未見到的東西。我不是在這裡宣傳大麻，我只是在用它當一個例

子。還有更多的東西，那是只有智慧的人才能感受或經驗。生活中各方面還有很多的東

西，那些可能不是不成熟的人所能覺知到的。 

允許大師的智慧進入，那真正是你所做過的最俱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之一，它 帶來智慧、

洞察力、和成熟度。它帶來了許多層次的覺知，它也帶來了感性，極大的感性。 

如果沒有你在過去幾年中所允許的這種智慧，沒有這種智慧，你就沒有足夠的平衡來處理

真正的感性生活。你剛剛獲得了極高的感性，那只是暫時的高，還不是了悟它所有的美。 



 

 

當你允許大師進入你的生活，允許智慧開始進入時，凡夫想要將智慧俱為己有，宣稱為凡

夫的智慧，凡夫的智商。 

但慢慢地，慢慢地，隨著大師進入，隨著光的進入，隨著你已經允許它落在你身上，你已

經意識到，不是由凡夫來俱有這種智慧或這種智力或超級力量。是要凡夫與大師攜著手、

心連心並肩一起行走歌唱。 

隨著這種智慧的出現，你逐漸意識到一切事情不是取決於凡夫的試圖管理和控制一切。一

切都會沒問題的。當凡夫繼續體驗，但讓他們的內在大師帶入智慧、同步性、對齊、和共

鳴，那一切都會沒問題的。 

你做了兩件深刻的事情。 

第一，你說，“我已經完成了在地球上生命的重複性，我已經完成了。“你甚至沒有

說，”我想要更多。“你只是說，”我想要離開。“ 

 

然後第二個最深刻的事情是打開自己，允許大師也就是智慧進入。 

很少有人會這樣做。他們害怕讓那麼大的東西進入他們的生活，即使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一

部份。 

哦，他們寧願讓其他形體或天使進來，但很少有人真的願意讓那個如此大的東西進入他們

的生活，即使那個也是他們自己的一部分，但因為他們害怕自己。他們不信任自己。 

你允許你真實的自己進入你的生活，而且它帶來了智慧。 

你仍然難以下定義，那是什麼意思，那究竟是什麼，但你有一種感覺。 

（暫停） 

 



 

 

在這樣做的時候，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它正在釋放這個靈魂的命運。 

哦，這根本不是一件壞事。不，不。這是非常好的。它就像一件救生衣。但是它使得一些

凡夫的選擇不會發生。 

有著靈魂的命運，它意味著某些凡夫的需求和欲望，不成熟的需求和慾望，都不會發生。 

但現在那個改變了。 

你感受到的那種動靜，那種事物在分崩離析，在消失中，你在某種覺知水平上感受到的動

靜，那只不過是不再被需要了的靈魂的命運。它被智慧、成熟所取代。 

（暫停） 

 

我不確定凡夫對這一切感到高興或悲傷。我不確定凡夫是否會厭惡這種命運。我知道凡夫

總是喜歡認為他們是自由的，但實際上很少人真的自由。凡夫總是喜歡認為他有選擇，但

很少有人真正在他們的生活中做出選擇。 

你有這個命運，讓你不會離開道路，迷路。 

現在你有了智慧。 

（暫停） 

你不再需要那件保護夾克了。它會慢慢地逐漸消失。你不需要它了。你現在已經成熟了。 

與此交流一下。去感受到這一點。 

（暫停） 

 



 

 

我不可能過於強調這一點：你不可能做錯。你不會犯錯誤。你生活中發生的一切都是你開

悟的一部分。無論是健康問題，財務問題，還是自己掙扎，都是開悟的一部份，其實開悟

已經完成了。 

所以，親愛的凡夫，停下來，停止努力，停止計劃，停止害怕。其實我真正想要說的是停

止害怕了。 

（暫停） 

現在，想像一下，想像一下其實那已經存在的東西，那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做出真正的選

擇。 

不是選擇您要訂什麼樣的咖啡或者要穿什麼顏色的鞋子。我的意思是，你生活中真正的選

擇。 

不是可怕的選擇。不是黑與白之間的選擇，而是潛力的選擇 - 接下來要體驗什麼，接下來

要打開什麼。 

真正的選擇 - 如何深入進入 我是，並且也譲它深入你。真正的選擇。 

在此之前你所害怕做出的選擇。是的，一些選擇 - 大選擇、職業生涯、住在哪里和合作夥

伴，是的，其中一些，但在你的生活中有更大的選擇。 

在某種程度上，由於這個命運的原因，你之前並不能夠選擇。但現在，隨著成熟、智慧，

你就有選擇了。 

去感受一下 - 你是一個成熟，明智的人，現在真的能夠有意識地、沒有恐懼、沒有很多內

心焦慮地作選擇，選擇你接下來想要體驗的東西。 

讓我們把這個深深地吸一口氣。 

從現在到我們的下一個 Shoud 聚會之間，你將有機會在你的生活中作這類型的選擇。不

是決定你要去吃飯的地方，也不是你要在電視上看的東西，而是真正的再次選擇。那會感



 

 

覺有點奇怪。這些是從你的 “潛力的壁櫥”中被取出了一段時間，不可以用，而現在它

又回來了。 

（暫停） 

 

當你意識到那種選擇就在那裡時，你會感到焦慮，如果有任何焦慮，請深呼吸，然後與你

的智慧進行交流。 

好好的深呼吸。 

（音樂結束） 

 

我們在一起的這一天有多麼美好。它始於三個層面的覺知。首先，靈魂的命運的覺知。其

次，覺知到靈魂的命運現在被你和大師之間非常深入、整合的智慧所取代，就像在視頻中

一樣。最後，覺知到您將會有新的層次的選擇。起初你可能感覺有點難以負荷，但隨後將

其呼吸進來，並覺知到智慧就在那裡。幾年前你所沒有的成熟度就在那裡了。 

親愛的朋友，讓我們一起深呼吸，讓我們好好地一起深呼吸。 

這是如此美好的一天。這是多麼棒的一天。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感性。 

我是為你服務的 Adamus。謝謝。 

記得...... 

 

觀眾：所有的創造都很美好。 

ADAMUS: 謝謝。你的所有創造（觀眾掌聲）全都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