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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 我是 (I Am that I Am)，聖日耳曼 (St. Germain) 的 Adamus。 

啊! 很高興與你們每一位以及線上所有觀看的，一起回到連接中心。 

在進入這一天的時刻，讓我們再好好地把今天所有的一切，深呼吸進來。 

今天的設置，一如既往，我會先說開場白，然後我們將有一個短的 

Merabh，然後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時段，然後進行一個長的 Merabh。如

果到那時你還沒睡著的話（Adamus 輕笑），那麼什麼都沒用。  

  

今天的客人 

親愛的 Shaumbra，今天我們有很多客人來到，不僅是你在這裡活著的人，

還有來自另一邊的多位客人。我們有最近離開的 DocCe。她對 Shaumbra

有非常非常主動的興趣。你可能會發現她不時地進入你的夢、進入你的生

活。你知道，她在地球上的最後一世相對安靜。正如 Cauldre 所發現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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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她現在就像一位嚴格的老師。她來找你 － 可能會有些苛刻、有些直接 

－不是找你麻煩，而是讓你重回正軌。     

她這最後一世學習心理學。她真的非常了解思維、思維的方式、人類的思

維，當她到達另一個世界時，她從身體中解放了－這肉體讓她很痛苦，但同

時也從思維中解放，不再需要思考，她意識到了思維是如何處理一切。它打

擊它，我的意思是說，頭腦可以把很小而且微不足道、可以迅速被釋放並放

下的東西，一直攻擊，要把它打死，一直繼續努力，一直回到它身上，然後

將其放大成比實際上還要大得多的東西。 。 

因此，她將會在這方面幫忙你。當你發現自己把微不足道的事、當你陷入一

些無濟於事的小事時、當你的頭腦將某種事情變成一種強迫性時，她會在那

裡告訴你：“放下吧。放下吧。現在不是時候，所有這些小事，讓它去吧，

因為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 

FM，也就是你所知的 John Kuderka，他也在這裡。他最近一直非常非常活

躍地忙著他所作的連接，這些連接使你能夠以某種方式真正地連接到你的神

性，而且能夠持續，能夠持續。 

現在，你們都已經擁有了連接，你會偶而感受到它們，而當你進入證悟的最

後階段時，連接將會維持更長的時間。但是有時它們很難維持住，你知道那

像是什麼。你會有這種很奇妙的感覺，然後第二天你就落入不好的狀態。第

二天，你陷入了大眾意識。FM 尚未作完他的研究。我們將在不久的將來推

出它，這是關於維持與凡夫、大師、神性的連接，所以這不會進進出出，所

以你會真正將其紮根。 

他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都是基於從 Lemuria 時代學到的東西，當你第一次進

入人類生物，第一次被生入人類身體、陷入其中。但是在此之前，很難在生

物體中保持意識。它會有作用一會兒，然後你就離開了。又再有作用一會



 

 

兒，你可能會 – 誰知道– 在該人體中停留了數月或數年，然後又突然離開。

因此，要使你進入該身體並使你著地，這需要進行大量工作。FM 現在正在

使用一些相同的概念，即意識與能量之間的動態關係，來真正理解扎根接地

並留在證悟體中而不會突然出去、進來的感覺。 

有很多力量在起作用，來使你離開這種意識，離開你的證悟。群眾意識是一

種巨大的力量。許多力量來把你拉離開。你的過去可以這樣做、別的人當然

可以、生活在這個現實像一種壓縮感也可以，活在生物體中也會把你拉出

去。因此，他正在研究如何保持這種連接。 

與今天的其他客人一起，我們這裡有大約一千多位靈性大師。它們適合。它

們不會佔用太多空間（有些輕笑），他們不會吃很多。好吧，他們告訴我他

們想要，但是他們不吃太多食物、不佔用太多空間，所以今天有大約一千人

來拜訪，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你會說：“嗯，其餘的人呢？” 我們有

將近九千九百名靈性大師，非常接近了。“其餘的人都在做什麼呢？” 好

吧，好笑的是，他們正像許多 Shaumbra 一樣－其實有一些住在科羅拉多的

本地人說 “我為什麼要開車到那邊去” –你知道，十五分鐘– “與 Adamus

一起參加現場聚會。我將坐在這裡，在互聯網上觀看。”，那些靈性大師也

在靈性大師俱樂部裡用互聯網觀看。 你說：“連續大師到某個地方不是真的

很容易嗎？他們難道不能就在這裡嗎？” 因為這就是所需要的，你根本不需

要移動身體，你不必穿越時空，但是他們現在正在嘗試學習作為現代人類的

感覺。   

因此，許多靈性大師說：“不，我們要留在靈性大師俱樂部，我們要假裝像

人類。我們將在這個大屏幕上觀看，然後我們將知道那像什麼樣子。我們將

了解那些今天在你們的螢幕上觀看的人的感覺。”因此，讓我們向在靈性大

師俱樂部的靈性大師們揮揮手（隨著觀眾向攝影機揮手，有更多的笑聲）。



 

 

再來一次揮揮手，就像在相機裡面一樣。好的，所以他們可以看到了。他們

知道他們可以在這裡，但實際上，他們對人類的行為很感興趣。 

其中近一千人正在經由地球上的人類進行教學。他們有自己的群組，我們經

常談論：“你的小組進展如何？我的團隊怎麼樣？” 他們有自己一起工作的

小組，有些是通過管道進行的，有些簡單的說 － 就像能量的指引。而且很

有趣，你會認為靈性大師不會彼此競爭。我們當然會的！我們曾經是人類，

我們知道那是像什麼樣子，我們互相開玩笑，那是一種溫和的競爭，當然，

你知道當某人是第一名時會發生什麼－ 例如，最好的足球隊，世界上最好的

游泳者，任何事物中最好的人 － 每個人都在與那個人競爭，在這種情況

下，……     

LINDA：誰是第一？（笑聲） 

ADAMUS：在這種情況下，我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LINDA：哦。 

ADAMUS：……躋身於靈性大師之中。我們做得很有趣，我們有點像回到人

類的性格 – 你知道，開玩笑、設局、競爭 – 但是，現在到了他們全都互相聯

合的程度（更多的笑聲），幾乎一千名靈性大師試圖超越我。   

LINDA：哇！ 

ADAMUS：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的 － 也許他們正在追上，在靈性的互聯網

上觀看 － 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不是我，親愛的靈性大師們，你不是在和我競

爭，是在與 Shaumbra 競爭。   

LINDA：哦（有些笑聲和掌聲）。 



 

 

ADAMUS：不是我，是你們團體。現在，我並不是說你的教學方法或你的人

類團體不好。當然，它們都很棒。但是，如果你要競爭，請不要找教練，不

要找教練麻煩，去找在場上的參賽者（player）。 

你知道，我有最好的參賽者。我招募了你。我擁有了最好的參賽者。我的意

思是……（更多的歡呼聲和掌聲） 

LINDA：這是一個陷阱。 

ADAMUS：這是一個陷阱（Linda 輕笑）。我要說的是，早在我從 Tobias 

接任後的初期，我就必須看看我們的隊伍，誰在比賽，誰在場，還有一些人

我知道是不會做到的。我的意思是，他們有點想要，但是我知道，當我們進

入困難的部分，真正困難的部分時，它們將不能承受。我知道當我們談論到

什麼是能量，什麼是地球上正在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 －什麼是能量和什麼是

意識 – 他們將不會在那裡，他們無法應付。    

所以，你知道我做了什麼？我把他們送去了其他隊伍（Adamus 輕笑）。的

確，”去別的地方” 是因為考慮到所有方面，我們像是一個小團體，但最好

的球員、最專注、最承諾、甚至與贏無關，這與獲勝無關，這是有關於你允

許你的證悟。 

今天，這是一種特別的月聚會，因為所有人都在這裡，大家來感受片刻。我

們到了年底。對於人類來說，年底總是好事，因為“哦，我成功又過了一年

了！” 這麼多的人，他們整年都非常地努力工作，然後每年的這個時候來到

時，每個人都有點放慢腳步，為自己做更多一點的事情，放輕鬆一些。“我

經歷了三月和四月的試煉和磨難。” 每年的三月和四月都很艱難。你知道，

壓力持續著，特別是在公司環境中。壓力持續著，你越深入這一年，你是否

達到了目標，並且做正確的事？和所有你所承受的壓力。 



 

 

因此，我們到了年底。那很重要。深吸一口氣，感受一下。現在事情變安靜

了。 

我們處於本世紀末 – 我的意思是，不是本世紀，而是這十年的尾聲。啊！對

我來說感覺就像一個世紀。我們已經到了十年末，那是又一個重要時期。這

始終是一個很大的標誌，“我度過了十年”。我和你度過了十年（有些笑

聲），所以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事情（有些掌聲）。是啊。而且，當然，你知

道我在靈性大師俱樂部所說的，我是終身職了 （Adamus 輕笑）。  

LINDA：哈，哈，哈，哈！哈哈！ 

ADAMUS：當我需要鼓聲時，它在哪裡？（咯咯笑聲）聲效。 

我已經告訴了其中一些人，如果我回到地球（我將不會）回到生物體中，我

想做什麼？我最喜歡的工作是什麼？我想成為遊戲節目主持人（有些笑

聲）。我的意思是，我會跟今天穿得很像（Adamus 輕笑）。我想成為一個

遊戲節目主持人，並且在互聯網上有一個名為 “什麼是你冠冕堂皇的廢話”

的節目。（咯咯笑）是的。猜猜誰將成為參賽者？（有人說“我們”）是

的，你們！（Adamus 輕笑）是的。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遊戲，而且有各種

獎品、陷阱門和特殊的獎勵回合，並且誰擁有最出色的冠冕堂皇廢話，誰可

以放下它們。是的，哦，那會很有趣。     

  

證悟的前夕 

但是無論如何，在這十年的結束，我得了終身獎。我們正處在漫長、漫長旅

程的非常、非常尾聲，不僅是十年，而是你在地球上的旅程。我們即將進入

2020 年。對於這些一直被預測的日期上，我並不是很看重它。你可以記住

其中一些。諧和的 “混沌” （Adamus 咯咯笑）和所有其他日期，但 2020



 

 

年是很特殊的。命理學上它很特殊，因為它是最平衡的。這是你一生中要經

歷的－ 2-0、2-0 － 最平衡的一年，這在命理學上是最平衡的。2-0、2-0。

它是一個四，這也是一個絕對的平衡數。我並不是說你因為 2020 年而選擇

在這一年證悟。事情發生的方式是，很奇怪的是，當你選擇這會是那個時

候，它就變成 2020 年了。   

今年即將邁入 2020 年，我知道你證悟的日期，也就是你意識到你的證悟的

日期。我的意思是，你實際上都已經證悟了，但你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

是，當你意識到這一點時，你得到即一擊的時刻。在 2020 年，將有數百

個，可能大約 1200 多個 Shaumbra 意識到他們的證悟（幾個 Shaumbra

說 “哇” ，並鼓掌）。   

當我開始與你合作時，我會對有五位（有些輕笑）便感到滿意，並且由於你

的真實嚮往，你的洞見讓你被引導到此處，而使我們有了更多人證悟。從許

多方面來看，2020 年將是重要的一年。 

現在，我已經聽到人們說：“嗯，我是其中一名嗎？” 這無關緊要，無論你

是否是其中一名都無關緊要，因為證悟終究是自然的。你會達到的。我沒有

花很多時間談論它，因為我知道它就在那裡。我使用你的證悟來幫助我們調

整留在地球這個話題的步伐。你如何讓能量為你服務？現在這很關鍵。你怎

麼留在地球？這就是我們的 DocCe、FM 以及許多其他許多人正在努力、支

持你留在地球。你如何忍受一些困難的事情呢？這將是一個大問題。隨著世

界變得越來越瘋狂、技術越來越先進，你如何容忍它？ 

我們現在有點像在證悟的前一夜，無論你是在在線上與靈性大師一起觀看，

或是在這裡，我真的希望你們郜能感受一下今天。但是接下來的幾週，由於

假期，而且由於自然週期的發生，事情會變得有些安靜。利用這段時間真正

感受一下你如何到達這裏以及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接下來會發生的，將是非



 

 

常非常地不同。它減少了很多事情，例如恐懼。恐懼。它也消除了擔心和懷

疑。 

這可以追溯到我尚未寫的書，而且我了解書現在已經不那麼受歡迎。我是一

個喜歡書的靈性大師。我喜歡書。我喜歡紙的感覺和墨水的氣味，並且我喜

歡作標記，以便將來再回去看。我了解現在一切事情都是用視頻。你製作視

頻，因為你可以作得很快，但是，Cauldre，我仍然希望有一天那本書會完

成（有些笑聲）。 

因此，在《機械時代》，2020 年是關鍵的一年。當我在地球上最後一生的

最後幾個月中，不是有意的，但我突然發現自己投射到了未來，實際上也就

是到了這裡。但是我發現自己處於未來的情況中，突然之間，這很奇怪，非

常奇怪。但是突然之間，我在這裡，與你交談，但是，很奇怪，是經由這

個，我知道不是我的不同角色。但是當我聽到現在我知道是 Cauldre 的聲音

時，就像是，“嗯，那是我在說話。那是我的能量在出來。這裡發生了什麼

事？為什麼我突然被吸引到這個在未來的地方？” 我意識到那是 2020

年。     

當我聽到自己經由 Cauldre 來傳達訊息時 – 你能想像，這有點奇怪 – 當我聽

到自己經由 Cauldre 來傳達訊息時，我突然意識到什麼事發生了。今年這個

家庭中的很多人 – 你們 – 即將證悟。那也為許多其他的 Shaumbra 鋪了道

路，他們終於意識到這並不是那麼困難，他們最終從其他已經證悟者或者聽

過的人，那裡聽到了，接著世界各地的其他 Shaumbra 一個接著一個的，然

後是許多、許多、然後許多、許多人，突然允許了。它席捲了這個團體。那

就是將到來的這一年。    

現在，我必須很小心並說，證悟不是你以前所想的那樣，我認為你現在正在

了解了。這是非常不同的。我不想嘗試定義它，因為最終我希望由你來定義



 

 

它，無論是用視頻，還是用書，或者只是安靜地對某人，但我希望那是你的

話語來說，它是像什麼樣子。但是現在我們正處於前夕，一個重要的臨界

點，一個重要的周期變化點上，我並不是在談論這個星球。我是在說你。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我們做到了。我的意思是，我們確實做到了（有人

說“嗚嗚”和 Adamus 輕笑）。是的，在這裏有一聲嗚嗚（有些掌聲）。它

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它從來都不是很美麗（Adamus 輕笑），但是我們做到

了。我們到了這一個點上。 

  

沒有規定 

因此，前幾天我在靈性大師俱樂部談論所有這一切，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我

們所在的位置，我的確不是試著在吹牛，但我就是忍不住說：“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年。” 還有幾個人說：“我們也很快就會到的。” 但就像這

樣，我們現在就要在那裡了。就是這樣，不只是幾個，而是很多，而且它沒

有冠冕堂皇的藉口的迷惘。你到了你內在的真理。而且，甚至這不需要一些

大型組織和領導者來告訴大家該怎麼做。在 Crimson Circle 裏幾乎沒有規

則，這是非常不尋常的。 

當我與其他靈性大師交談時，他們在解釋他們必須遵循的規則，他們需要經

歷的等級和水平，必須遵循的飲食習慣和必須穿的衣服，我說， “那些我們

一點都不必做，那些我們一點都不用做。” 我們鼓勵壞習慣（笑聲）– 飲

酒、吸煙、無論任何其他的。不，這確實是真實的，否則我們提出一條規

則，比方說，你不能吃任何有南瓜的東西，而這與有些規則一樣荒謬。你不

能吃南瓜，因為早在地球形成之前，南瓜就被外星人濫用（有些輕笑），而

現在有些南瓜的反應還在繼續發生。 



 

 

突然間，你不再吃南瓜，不吃任何有南瓜的 – 派 ……還有什麼東西有南瓜

呢？我不知道（有人說“南瓜五香拿鐵”）南瓜香料拿鐵。再也不能喝了。

因此，現在你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在避免那個橙色南瓜的誘惑上，你確實

經歷了一些艱難。你已經經歷了所有這些。不再有南瓜湯了，不再有南瓜湯

了，你們中的一些人就經歷了戒癮症狀，但是再也沒有南瓜了。然後，你真

的為自己感到驕傲 –“我不再吃南瓜了。” （有些笑聲）“我曾經是一個癮

君子。我必須去其中一個……” ，他們把你送到中途之家或其他地方。“我

必須出去接受治療，但是我不再做那些事情了。” 突然，你為自己感到驕

傲，並認為自己很有靈性了，因為你不再吃南瓜了。你相信這個了，我一次

又一次地在團體中看到它 – 南瓜、素食、從不穿黑色、從不刮鬍子、從不用

除臭劑 －任何一種。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它，他們相信這些，他們認為自己

是靈性的，他們認為這是提升的途徑。    

可悲的是，但實際上這很有趣，可悲的是，他們遲早會意識到這與南瓜無

關。“我本可以吃到我所想要的南瓜，我本來可以喝拿鐵、湯、吃派，也可

以直接吃生的南瓜，我本來可以用南瓜子當零食。這些都無關。在這裡我經

歷了所有的苦難，我相信他們，認為我是靈性的，但這些都無關的。我可以

盡我所要的來吃。他只跟一件該死的事情有關。” 現在，這些人對他們的老

師教他們這些垃圾的行為感到非常生氣，這種反南瓜運動現在在宇宙中正在

進行。現在，到處都禁止南瓜，有些人非法種植它們，並不時吸著它們

（笑），但他們必須隱藏他們的南瓜癮。然後這些同樣有靈性的人對他們的

老師感到生氣，“他們為什麼要餵（給）我們這些？” 不是故意說雙關語。

“他們為什麼給我們這個？所有這些分心的事物，所有這些與證悟無關的事

物。” 在證悟中，你可以吃所有想要的南瓜，該死。是的，沒有任何控制。 



 

 

我們在這裡沒有規則。其他在地球上教學或與人類在一起的大師們，他們並

不真正理解這一切。我突然很想吃 –你們後面有南瓜派嗎？（更多笑聲）南

瓜子？我不在乎，任何東西（Adamus 輕笑）。 

因此，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種沒有任何規定的組織，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

如何做到這一點。我再次回到，“是參賽者。” 是你。是你的能力能夠記住

你為什麼在這裡，你想要什麼，你的洞見引導你進入證悟，而且又有我時不

時地必須踢你的屁股，讓你重回正軌。因為這是很容易分心，無論是反南瓜

或認為你必須吃某種形式的飲食或每天必須喝 12 加侖的水。 

有一個團體，這不是在開玩笑，我的意思是，我是認真的，而 Cauldre 不想

讓我說，但是如果他抵抗，我會把他趕出去。老實說，有一個團體，我可能

不應該說出名字，所以我不會說，他們……（Adamus 咯咯笑，一些觀眾的

笑聲）。等一下，我必須擺脫他。好了，當 Cauldre 不在時我可以說，那些

人說開悟的方法就是喝自己的尿。   

LINDA：噁！  

ADAMUS：我是…… 

LINDA：噁！  

ADAMUS：……絕對認真的。 

ADAMUS：好吧，Cauldre 現在可以回來了。這些奇怪的分心，它們是分

心。它們是權力的遊戲，它們是幻覺，這完全無關 –哦，他們試著想讓這說

法好像很有道理 “神性的光是在你所有的細胞中” ，而且你知道，有更好

的方法的。咬手指或其他東西，我不知道，但他們相信，他們以它為生活依

歸，真是太糟糕了 － 他們付費來成為喝尿團體的成員。  



 

 

ADAMUS：他們付錢，他們有必須支付的會費（有人說 “哦！” ）。他們

有公告，然後又得到通知：“你今天喝了嗎？” （更多 Shaumbra 說

“哦！”）嗯，實際上首先是“你付費了嗎？” 然後“今天喝了

嗎？” （笑聲）我是認真的，我是認真的。現在，我不在多説了。 

因此，靈性大師們想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你怎麼做得？沒有規定，沒

有會費，你現在正在與 Shaumbra 談論取消分組，甚至不在團體

中。” 嗯，偶而聚會，參加一個派對，一個月聚會，然後回到自己的方式行

事。“取消分組，你怎麼做得？” 是參賽者。這是我很久以前在你們所有人

中所感受到的承諾。最初，你就像厭惡地說 “這是最後一輩子”，現在你说 

“這是我的最後一輩子”，就像覺得很平和、整合了各個角色、過去輩子、

所有所經歷的。   

但是，現在我們來到這裡，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時刻，年底了、聖誕

節、假日，那是漫長、漫長、漫長、美麗而艱辛的通往證悟的道路的盡頭。

我們現在幹什麼？深吸一口氣，讓自己進入其中。允許自己進入吧。 

在這次談話中，其中一位靈性大師來到我身邊，對我說：“好吧，

Adamus，你的團隊，他們是不是有點瘋狂？” （有人咯咯地笑）我說：

“我真的不這麼認為，有時候很奇特，但並不瘋狂。另一位上前說：“是

的，我們聽說過你的團體，其他人類也在談論它，他們說這是邪教，這是一

種邪教。” 他們可以說他們想要說的，因為到底什麼是邪教？什麼是邪教？

一個你可以進去但無法出來的東西。在這裡，我把你扔出去（咯咯笑），很

高興地把你扔出去，所以這不會是邪教。 

因此，終於一位靈性大師對我說：“那麼，Adamus，你將如何解釋

Shaumbra？你將如何解釋正在發生的整個現象？你將如何解釋他們是哪種

類型的人？” 我說：“好吧，Shaumbra，他們住在主流大街的幾條街之



 

 

外。” （有些笑聲）“他們住在離主流大街的幾條街之外。” 有一些看起

來有點受到驚嚇的笨蛋靈性大師説，“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他們不

必穿特殊的制服，他們就是他們，他們可以穿任何衣服。他們可以穿著廚師

服裝、還是聖誕老人服來到聚會，我不在乎，都沒關係。 

他們經歷了，也做過了。他們在主流大街生活了很長時間，實際上他們非常

努力地試圖與其他人一起在主流生活，他們試圖跟大家一致，他們意識到這

根本行不通，他們在主流中就是不舒服。他們現在離遠了一點，這意味著他

們真的很了解，他們有同理心，哦，他們知道成為凡夫的感覺，他們知道在

大眾意識中是什麼感覺，他們有極大的同理心。他們並沒有遠離人群住到山

頂上，在公社中、在沙漠之中。他們距主流幾步之遙，他們住在自己的地

方，他們是有主權者。他們選擇留在星球上，留在主流大街附近。他們之所

以選擇留在周圍附近，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主流中有很多人有些迷路了和到處

徘徊，甚至徘徊到主流中或自己裡面的一些真的黑暗地方。他們意識到他們

對自己、對人類的承諾，要留在地球上一段時間，首先是要享受在這裡作為

一個自由人的感覺。 

“他們之所以選擇留下來，是因為他們知道主流中有很多人好像瘋了，他們

不知道該如何生活、他們想自殺、絕望、失去了希望。因此，他們居住在距

離主流不遠處，所以他們可以偶爾走到那邊。不是試圖要改變任何人，當然

也不是去宣道，而只是走在街上，進去主流大街上的咖啡店或麵包店，去一

下主流雜貨店，去主流體育館，就是在那裏，在自己的光中。大多數人將永

遠不會看到他們，但是少數人會，少數已經準備好了要有一些的不同、準備

好要改變他們的人類生活、準備好了進入自己的證悟，而不是那些迷失之

人。” 

我說：“ Shaumbra，你知道他們住在主流的幾條街之外。他們依靠自己，

他們可以照顧自己，他們不需要別人照顧他們，他們不需要喧囂，他們已經



 

 

經歷過，他們故意離開那裏，但他們仍然在附近，因為他們承諾過，證悟之

後會留在這個星球上一下子，為他人留在這裡。”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

裡。那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 

當你想到這時，它的確非常深奧。Shaumbra，你，距離主流幾步之遙，你

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並不去順應其他人，但是你又足夠地近而能保持

聯繫。你具有極大的同理心，即使是靈性大師也無法像你那樣地放光，因為

這需要仍然在人類的狀態來繼續做你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是的，描述得很

好。奇怪，瘋狂，怪異？我不知道。我想說的是距離主流大街僅幾條街之

遙。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 

（暫停） 

好的。現在，我想在這開始的時候做一個小的 Merabh。我們稍後再回到另

一點上。但是，再說一次，這是一年裏的特殊時間。 

你知道，當你進入證悟時，無論是 2020 年還是 2021 年，都沒有關係，但

是當你進入證悟時，你就會有些知道了，因為一切都變得非常安靜、真安

靜。一切都安定下來，甚至是頭腦，甚至連頭腦都真的安定下來。一切都變

得美好而安靜。你知道，那種安靜，就像年底的安靜一樣，一種滿足感，一

種非常滿足的感覺，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很多事情，但這只是你內在安靜的

美好時光。你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任何事物。所有的戰鬥都完成了，沒有衝

突，沒有什麼可戰的了。而且你意識到這些戰鬥，你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喜歡

它們，但是現在你已經完成了所有的戰鬥。 



 

 

因此，當你進入證悟時，一切都會變得安靜。我不知道，一天，一個星期，

一個月並不重要，但這是該週期的一部分。你知道得很清楚，“我與自己同

在，一切都會進行得很巧妙，一切都超棒的。” 那種安靜。 

  

聖誕節過去的 Merabh 

無論如何，讓我們來一些音樂，進入我們的第一個 Merabh。 

（音樂開始） 

讓我們一起作個深呼吸。 

我們今天不會很努力，我們將用 Merabh 來渡過今天的聚會。 

一年中的這個時候也有一些特別之處。我做了一點功課，我跟你們所有人、

所有在這裡、以及所有在線上觀看的人連接。一年中如此的特殊時間。這不

僅是關於聖誕節的禮品和禮物，也許是家庭中有一點更多的愛，即使家裡很

混亂，也可能有更多一點的愛。也許僅僅是因為一切都安定下來，我不知

道，但是如果你去感覺一下，大約是你還很小的時候，四、五、六歲左右，

當你仍然非常非常開放時，在這一年的特別時間裏。讓我們回去那時候拜訪

一下。  

你，非常小的時候，在一年的這個時候。 

（暫停） 

你就在那裡，也許為假期而特別打扮。 

尤其是如果外面很冷的時候，房子裡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一種特殊的溫暖。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尤其是在你小的時候，一年中的這個時候，不僅僅是在

陽光下，一切的光亮都呈現得更金色，事實上每一樣東西都變得更金黃色。 

大家都為聖誕節感到興奮。哦，是的，你的家人和事物還有很多其他事情在

發生，但是你就是那樣子。 

你現在真的在人體中，你已經在那身體中四、五、六年了，你知道你要留下

來，在此之前，有些時候你會感到懷疑，有些時候你幾乎要離開。 

你們中很多人小的時候曾經病得很重，你們中的許多人因為不確定自己是否

真的想留下，所以都跟死亡有很密切的接觸。但是你留下來了，現在你是一

個年輕在假期的孩子。 

（暫停） 

這個孩子在你內心深處，那個孩子知道這將是非常重要的一生。孩子也感覺

到了以後會發生的事情 － 挑戰，恐懼、不確定性。你能到那兒嗎？你能看

到自己走通嗎？你能渡過人類生活的混亂嗎？ 

你是否可以釋放家庭，這意味著放開你現在可以開始在體內感覺到的所有祖

先業力。你知道，當你真正進入你的身體，還是一個小孩時，你也可能會感

受到所有這些。 

你可能會覺得在不確定的世界裡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害怕著，“我會到達

那裡嗎？” 

在這裡，你是那個年輕，興奮，天真的孩子，但是你也開始感受到這世間的

重量，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重量。你們中的許多人在地球上真正恐懼的時代成

長 － 戰爭、核彈。 

你們中的一些人在甚至不知道第二天是否會有食物在餐桌上的國家長大。 



 

 

你知道在一個功能失調的家庭中長大，這將會對你的思想和身體造成巨大影

響。 

因此，在這裡，我們有這個非常興奮的小孩，但是他卻感覺到可能會發生什

麼。 

你此刻就在證悟的前夕。 

你做到了。很難，但是你做到了。 

現在，如果你願意的話，就和那個過去的小孩在一起，跟那個在假期的孩子

在一起，讓那個孩子知道一切都會沒問題的。一切都會沒問題的。 

真的，真的讓自己與那個年幼的你一樣在那裡，它需要立即聽到此訊息。 

（暫停） 

就像未來的聖誕節來拜訪過去的聖誕節，“我做到了。我們做到了。” 

你對這個小孩說：“我稍後再講給你講故事，它們是很棒的故事，但是我們

做到了。” 

你對那年幼的小孩說：“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想像 2020 年。那是未來 50

年，也許是 30 年，20 年，但這就是未來的某個時候。我不知道你現在是否

能夠想像得到，但那就是我來的地方。我來這裡告訴你我們做到了，不要放

棄，不要害怕，永遠不要感到孤獨，無論你現在是五歲，還是十歲，將成長

為 20 歲，只要記住我們就做到了。” 

讓那個你當年的小孩知道這一點。給它一個大大的擁抱。 

（暫停） 



 

 

隔天或幾天之內，那個孩子可能會跟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或朋友，然後說：

“那天我見到一位天使。一位天使來跟我說話。” 這個孩子可能會被它的朋

友或兄弟姐妹開玩笑和有點騷擾。他們會開玩笑說：“當然，天使從聖誕樹

上下來，並與你交談。” 

然後那個小的你會說：“不，它就在那裡。我躺在床上或在玩玩具時，突然

有位天使來找我。” 朋友或兄弟姐妹會說：“哦，天使怎麼說，説你很

蠢？” 

你說：“不。我真的不記得天使怎麼說。我只是知道一切都會沒問題的。我

不記得天使說的話，但我只知道我不必冉擔心了。” 

你嘗試告訴父母，“一位天使來拜訪我”，他們會輕拍你的頭部，就像說：

“當然。好的。” 也許會給你一個宗教性的演說，告訴你天使不是真實的，

那些都不是。但是你知道，你知道，因為來自未來的自己（Self）來拜訪

了。 

那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這不是一個遊戲，它確實正在發生。當這種情況發生時 － 這

很重要 － 它改變了你（那個孩子）將經歷的能量。他改變了能量，這小孩

知道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總會有那個天使在你身邊。   

之所以改變了能量，是因為那小孩現在感覺到了它在體內，感覺到了自己的

祖先部分，感覺到了大眾意識，感覺到了可能發生的事情，突然覺得自己可

以做到，突然意識到自己可以做到。然後能量改變，經驗本身也改變了。 

經驗改變了。即使你說：“嗯，不，不。某些事情在過去發生過了。” 不要

再那樣想了，經驗和思維認為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從來也不是鎖定的，從來不

是固定的，它會改變。 



 

 

未來就是被療癒了的過去。未來是有一位天使在身邊的過去。 

（暫停） 

我不經常使用 “ 療癒 ” 一詞。我不喜歡現在在社會中對它的用法。我不喜

歡在療癒周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詞句。我不喜歡任何人談論他們的療癒藥水

或他們的療癒之手，或者任何一個，所以我很少談論療癒。但是，我們現在

談的正是療癒。 

當你有意識地到你小時候對自己說：一切都沒問題，我們做到了我們進入了

證悟”，它改變了你的歷史。它改變了實際發生過的事情。它改變了你過去

對你的傷口、缺點和所有事物的認識。它改變了它。你可以就像從字面上的

意義，進入過去，無需嘗試改變經驗，而是你改變了看法。那是療癒，因為

那時你會意識到沒有任何東西需要戰鬥。從沒有真正有什麼大傷痕。 

（暫停） 

因此，拜訪大約五歲時聖誕節的你，會對能量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對你現

在自己的身心都有深遠的影響。這正是療癒。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 

所以現在，你在 2019 年 12 月底，你說：“現在我坐在這裡，我還是有點

不安。我人生中仍然有一些問題。未來、已證悟的自我（Self）會現在來拜

訪我嗎？” 

絕對。已經在這裡了 

我們開始這個 Merabh 的那一刻，真正的理由就是將其 －證悟的你自我 －

帶入，並說：“一切都成功了。從現在開始的六個月，從現在開始的十二個



 

 

月，從現在開始的三年，一切都解決了。你不是單獨一個人，一切都好

了。”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允許魔法。 

好的，深呼吸。 

（暫停） 

順便說一下，這就是現代梅林的實用魔法。不，實際上，當你意識到沒有時

空界限時，當你意識到你拜訪過去的自己時，一切都會改變。 

現在，你證悟的自己正在拜訪你，這會改變一切。這是實用魔法。沒有太多

的奇怪聲，沒有很多揮舞著魔杖或巫師的歌之類的東西。就是允許。 

讓我們好好地深呼吸。謝謝。 

（音樂結束） 

嗯 好的。現在讓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你準備好繼續向前了嗎？或者，你只

想在這裡閒晃一會兒，結束今天的聚會，喝一杯。 

讓我們好好的深呼吸。進入‘ 和 （And）‘。那不是很可愛的能量嗎？是

的，你仍然可以在這裡面。哦! 哦! 我要將它裝瓶並出售（一些笑聲），稱其

為“ 一些冠冕堂皇的話”（Adamus 笑聲）。美麗的能量，你仍然可以感覺

得到，留住它。你不需放手，因為你是大師，是一位真正的大師。   

只有一位大師才可以回去看看自己小時候。只有大師，你意識到現在你在

2019 年回去了並做了出色的工作。記住，我說過大師會把一切智慧化。那

就是你剛剛所做的。你剛剛作了成為大師後的第一個有意識的行為舉動，你

回到當你還是很小的時候，然後將迄今為止的一切智慧化了。如此而已，就



 

 

這麼簡單。回到那時後，“嘿，我愛你。一切都會沒事的，很棒

的。” （Adamus 輕笑）。好吧，讓我們繼續。 

  

Shaumbra 智慧 

在你身後的是許多開始在地球上覺醒的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多很多。宗教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少，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那樣一來，他們就不會陷入其

中。我不是真的反對教會。嗯，是的，我實際上是的（有些笑聲）。那可能

是一個陷阱，就像是南瓜陷阱，只是因為你不再沉迷於南瓜。宗教也是一

樣。你去教堂，你會想：“好吧，我是一個靈性存在。” 不，你不是。你是

愚蠢到去教堂，但是你不是一個靈性存在者（有些傻笑）。你是如此無知，

而去相信他們所發佈的垃圾。實際上你真的很傻。無論如何，我只是在表達

我的感受。  

所以，有一群人在你後面會進來，你可以分辨出來，因為這個星球越來越不

穩定，實際上這幾乎促使更多人覺醒。事物是如此令人困惑和混亂，以致於

內在發出了玫瑰之果的信號。還記得 Tobias 的玫瑰果實嗎？這是出路，這

是個活板門。這是為了，“哦，是的，對的。我在現實世界中植入了一些東

西，當時間合適的時候，它將會出現，它將使我擺脫這最後一輩子的瘋

狂。” 

因此，許多剛開始覺醒的人，實際上，其他一些靈性大師正在為他們的團隊

招募人員，像 “我們非常適合覺醒，我們有所有答案和一切” 。 

但是我想做的是，我想為那些即將醒來的人創造一個信息。你知道，他們前

面還有一段旅程。他們有點像我們剛剛 Merabh 中的那個小孩子，他們都很

興奮，“覺醒，哦，那不是好棒嘛，我現在很特別，因為我正在覺醒。”但



 

 

他們就像你一樣，在私底下會感覺到，“哦，我……我在覺醒，但是外面有

一個很大的大怪物，我要裝作忽略它，我只是要保持興奮。” 他們有點像正

要覺醒的樣子，但是他們知道，“哦！這裡也有些令人不安的地方。我不太

確定。” 

從今天開始我要做的是，這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的基礎點，我希望你

們能給他們一些信息，而我們今天就要給一些。我們將繼續，我們將在夏威

夷做一些，在其他地方做一些。我要讓你走到前面來，給一個信息，這將是

基於自願的。但是，如果沒有志願者，Linda 會很高興在你裏面找到志願者

的角色（有些笑聲）。  

LINDA：這裡有個志願者。 

ADAMUS：以下是給訊息的一些原則。不，還不要選任何人。首先，我們將

真正將其轉變為由大師給正在覺醒的人類的信息。好嗎？要保持簡潔。大師

不會持續不斷不斷地説自己所有的麻煩和痛苦。大師知道如何修飾一個故事

以使其有趣。有人會說： “哦，不，那不是事實。” 是的！這是看待事實

的一種方式。如果你要講一個故事，你是否想要它枯燥乏味，還是想要一點

點裝飾、一點點活力。 

我要你只給一件事、一條信息給那些即將覺醒的人。你會告訴他們什麼？你

會對他們說什麼？要像個大師。在這次交流中不要看著我。你將要來到這

裡，坐在這把椅子上，LINDA 要我確保告訴你不要把麥克風拿在這麼下面

（LINDA 咯咯地笑）。它將使你的胃部和整個的神經緊張，進入錄音的能量

中。不要把它放在那麼下面，你要像個大師一樣拿著它。像大師一樣對著麥

克風講話，大師不會尖叫和大喊，但大師會做出足夠的投射，以便其他人能

聽到。不要像這樣對著麥克風喃喃自語，因為……（Adamus 正在喃喃自

語） 



 

 

Linda 說道： “當你走上來的時候，要注意你的腳步，不要在家裡這樣做，

很危險” 這些都是專業人士在做的（Adamus 輕笑）。當你來到這裡時，坐

在椅子上。不要對我說話，在這裡對著觀眾説。因此，我將要求將燈調亮一

點，以便他們可以看到，而 Cauldre 看不到。對著觀眾講，保持簡潔，這是

你的信息，這將會是歷史上的紀錄，而且有一天晚上我們將在靈性大師俱樂

部觀看它。 

因此，請保持簡潔。你想分享什麼？你想與他們分享什麼？實際上，要使事

情變得更戲劇性，你所做的事還是會回到你身上，所以我實際上要請 Tad 做

我們的計時器。如果有人開始説得很長，那你就，“啊啊啊⋯” 發出的聲音

得到他們的注意力，你所做的事會回到你身上。曾經有人這樣對你做過。 

TAD：是的，你知道！ 

ADAMUS：是的！因此，現在你可以這樣做了（一些笑聲）。別人這樣對你

做過，現在你可以對他們做。因此，請確保它們保持簡短，否則，你將聽到 

“啊，啊” 

LINDA：什麼是短？ 

ADAMUS：嗯，大概二分鐘。二分鐘或更短的時間。可能只是一個簡短的聲

明而已。我們將繼續往下。 

因此，在我們這樣做之前，讓我們深呼吸，歡迎你閉上眼睛或作任何的。你

有什麼訊息？對於所有觀看的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因為有一天你可能會在

前面這裡。 

我們要製作一個視頻。我想這時代書不流行了。因此，通常我會說讓我們寫

一本書，但是天啊，這永遠都寫不出來，所以我們要製作一個視頻，“大師

的訊息”，副標題為“致剛覺醒的人類”。 



 

 

大師的話 

那麼，關於這個旅程，你將與他們分享什麼呢？關於進入證悟，你要給他們

什麼建議？你如何將其精練出來，使其簡潔明暸？ 

你想分享什麼訊息？這是對他們真正的禮物。我不知道我們最終會把多少個

訊息放在視頻中，然後我們可以將其編成一本書。嗯，那是個好主意。我們

會將其編成一本書。我不知道我們最終會有多少個訊息，但是我們可能會斷

斷續續做個一年，然後在適當的時候將其發佈，將其出版。 

深吸一口氣。你對剛覺醒的人有什麼信息？ 

好吧，親愛的 LINDA，志願者，舉手。 

LINDA：他舉起了手。 

ADAMUS：哦，我們已經有了。 

LINDA：他的手已經舉起來了。 

ADAMUS：好的，舉手，如果沒有手，我們會做一些。好。 

SART：你好，Shaumbra！ 

ADAMUS：請坐。 

SART：我們今天怎麼樣？很高興見到你。很高興與你在一起。我要告訴新

來的人的最大的事是，不要相信其他人想告訴你的廢話，堅持住自己，那你

會比較好，生活也會變得輕鬆一點。我喜歡和這群人在一起，如果你選擇來

加入我們，你的生活將會好得多（笑聲）。或許吧。與我們甘一起，彼此相

愛，在這裡享受生命的最後一段。盡享這裡的一切。謝謝。並得到所有你可

能得到的禮物（更多的笑聲）。 



 

 

ADAMUS：好。謝謝。謝謝（掌聲）。請。必須有人破冰。現在，你可能會

想， “大家對聖誕老人給這條訊息不知會怎麼想？” （對 Sart 的服裝的笑

聲）但是我有辦法解決。 

ALAYA：我一直都想這麼說。我是 Alaya，Heili nahe，Rolena，是一位有

著輕鬆優雅的能量意識大師，輕鬆而優雅，這真是多彩的一生。我會建議新

人去多買一些面紙 Kleenex，因為有很多的哭泣。我洗很多澡，就只是哭。

由於我的感覺，我有時覺得我的淚水，充滿了浴缸。我只是建議對自己忠

實。我一生中有很多的章節。 

（她停頓了） 

我已經有很多，而還會繼續有很多，只是允許它們展現出來。對自己誠實。

Heili nahe 在夏威夷語中意味著真實，意味著信任。信任自我，信任自我。

你可以擁有的最好、最重要的人、最好的朋友是自我。相信自己。謝謝。

Mahalo（掌聲）。 

JULIE：不管如何，繼續前進。繼續移動腳步，僅此而已。你會到達那裡。

而且你會為你自己到達那裡（鼓掌）。 

LUCRETIA：你好。有一天你醒來，想著： “還有其他東西嗎？這是怎麼回

事？” 然後你意識到它是更多的東西。然後，你將自己置身於正在發生的戲

劇性事件中，就像你在遭受痛苦，只是覺得自己不被他人所理解，因此你開

始搜索並尋找更多信息。然後突然間，你意識到自己就是你一生在尋找的，

你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一些幽默，你回頭，你意識到你是一部大戲劇，你的

犧牲根本沒有任何代價。因此，你將自己放在一點上，說：“我必須在此時

此刻我所發生的事情中找到幽默”，然後享受它並與之開懷大笑。那就是我

帶著我的生活、跳舞和歡笑。因此，享受這條路，因為這並不容易（她輕

笑）。謝謝（掌聲）。   



 

 

SUE：現在我無語了。我得到的對剛覺醒的人最重要的是去發掘你內在對自

我的愛，那個愛一直存在並且將繼續存在，而這種愛將維持你走過美好的時

光，是的，也有些 － 和經歷艱難的時期。但是它會的。只是愛自己。謝謝

（掌聲）。 

MARY SUE：我們有句諺語說玻璃杯是半滿的或者半空的，我們試圖使玻璃

一直保持半滿，換句話說，是積極的觀點。另一方面，我對半滿的杯子不滿

意，我必須使其完全充滿。因此，我發現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判斷發

生在我身上的每個事件是好或是壞。如此我發展出一種哲學，就是如果我身

上發生了壞事，那麼壞事的結果將會是有好事的發生，我會去尋找這個好

事。我會說，因此我錯過了一半的生命。有一天，我驚醒了，感到害怕，我

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是躺在那兒，我說： “我將享受這種恐懼感。” 我的

意思是，這是奇特的還是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害怕。憤怒會讓你前

進，就像我在享受那種憤怒的能量。因此，我的觀點是“不要批判，就是去

感受你所感受到的”。謝謝（掌聲）。 

JOEP：那裡也有一些男性（有些笑聲）。你不會在其中遇到很多男性，其中

大多數是女性，但當中是有一些男性。旅程是沒有太大的不同。只需知道你

已經設定了路徑，並且沿路放了一些結晶。你會遇到恰當的人，你將會遇到

你需要遇到的情況。只要保持呼吸。有時你會覺得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該去

向何方。只要維持呼吸……（他停下來），然後知道你會沒事的。謝謝（掌

聲）。 

JUAN JOSE：我成為 Shaumbra，在這個組織呆了五年。我只是待在這裡，

沒有規則，沒有協議，沒有租約。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我會用我的語

言來表達。 



 

 

（翻譯：對於那些在某個時候會聽到或看到此視頻的人，請確信這不是偶然

的，出於一個非常特殊的原因，在 5 年前我第一次發現了 Adamus 的視

頻。我在這裡。我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或追求什麼，但是現在，很淸楚

地，我在找尋簡單、不複雜的生活，就是接受生活，並學會快樂地生活。我

用了 2 年的時間，找到了這個美麗的組織。） 

（觀眾的掌聲） 

LESLIE：我可以分享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但是如果你能牢記在心，它將改

變你的生活，那就是你永遠不會做錯任何事情。無論你想什麼，無論你相信

什麼，無論你感覺如何，你從不會做錯任何事（掌聲）。   

JOANN：大家好。現在我的心充滿了愛。我給你的信息是不要為了小事情

而緊張。不要。每一件事情自己都會順利解決。我不是在開玩笑。而且我知

道你認為地球將像個垃圾，但是它有很多樂趣，玩得開心些。每天起床時，

無論周圍是誰，都要像有個爆炸一樣。誰在乎別人的想法？過得有樂趣。好

嗎？我愛你們（掌聲）。 

SHANG：好吧，我想告訴你，首先，停下來，轉身，跑開（有些輕笑），

但是你可能不會聽我的。所以，沒關係。嘗試盡可能地享受生活，因為如果

你真的選擇了這條路，那麼事情會以某種方式發生，也許從你現在的觀點來

看，你可能不會理解或發現，但如果你真的知道會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

肯定會拒絕。但是，只要允許自己並相信自己來向各種可能性開放。即使發

生了壞事，也可以從其中發現了智慧。即使你為了拯救兩個孩子而不得不跟

熊打架，而腿斷了，你結果還是會沒事的，順便說一句，這事發生在我身上

（有些笑聲和掌聲）。 



 

 

CECELIA：大家好。首先能與你們每個人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我要說的是相

信自己，並且讓它產生正面效益。而且，在過程中，它會變得越來越有趣。

因此，只要留在那兒，很高興能成為其中的一員，謝謝。謝謝（掌聲）。 

SILVIA：大家好，我想說這不是一條簡單的道路，但這也不是困難的，因為

你還可以意識到對自己有非常感恩的時刻。即使人們認為你瘋了，甚至你現

在可能不知道，而你也會相信它，但你不是瘋狂的。所以待在那裡。繼續前

進，因為最終就是證悟。你會覺得自己是完整的，就好像你以前在向外尋找

自己之外的人、或許找個天使。但是，你會發現自己是天使，而其實你一直

就是在尋找自己。人們會告訴你很多事情。只是微笑 － 這很難，相信我，

這很難 －並與你的真理同在。就是這樣（掌聲）。    

KRISTINA：大家好。我就是我是，Kristina，我希望你們每一位大師都深深

地呼吸著無限的你，因為現在你所在的是你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旅程。你覺醒

了，你在做什麼呢？實際上你在學習，你正在了解自己是誰，並正在理解自

己無論是是在現實世界還是超越這現實世界，你都是無限的，擁有難以置信

的夢想，並將你的熱情創造展現並活在這個難以置信的現實世界。這就是證

悟的道路，永遠不要說“我不知道”（有些笑聲）。就是這樣，非常感謝。

謝謝（掌聲）。 

AMBAYA：你好。在 1979 年，我從北印度教的傳統中學到了一個教義，它

說： “上帝活在你的裡面而成為你。去體驗吧，去發現那意味著什

麼。” 與 Adamus 的這種體驗就像是領導者，讓我能夠實際體驗到這一

點，而這些最後的能量對話就把整個事情打開來。非常感謝（掌聲）。 

LINDA：我就知道。 

SHAUMBRA 1（女士）：我就像是最害羞的人。 



 

 

LINDA：哦，你會做的很好。 

ADAMUS：啊，當你拿到麥克風時，這些總是要注意的。 

SHAUMBRA 1：你好。我想我一直在想什麼，要說的是要去覺知。覺知伴

隨著這種善良，並且能夠就是在當下，在當下接受一切、接受所有人。當我

在墨西哥待了很多個月時，我覺得我只想變得開放、覺知並且在當下。只是

在當下。我認為那是 –實際上，你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為了人們在當

下。所以謝謝。我在顫抖（掌聲）。 

ADAMUS：（對著 Tad）繼續（Adamus 在 Linda 的耳邊小聲說話）。我

告訴她我愛她。 

TAD：嗨（有人說， “她逃跑了” ，觀眾笑聲）。 

ADAMUS：（咯咯笑）重新開始。 

TAD：大家好。我有兩件事要說。一種是，當你知道自己正甘這條道路時，

這是我們大多數人當時都不知道的，因此，你開始得很辛苦，我想當你遇到

困難時、當你跌倒時、當你受到傷害時，只要允許它。沒關係的。你正陷入

垃圾的泥濘之中，只要將自己拉起來，沒問題的。 “我允許。” 而你繼續

前進。只要知道，這是這很棒的、神話般、恐怖、有趣、悲傷、有趣的證悟

旅程的一部分（掌聲）。 

MARC：你可以掙扎，可以思考，就像你不相信那樣。你的頭腦每小時會跑

一百萬英里，但請放下它。允許（掌聲）。 

ADAMUS：最後一位。哪一位？最後一次。 

LINDA：你必須上去。 



 

 

ADAMUS：是的，請。這是作秀（有些笑聲）。 

SHAUMBRA 2（女性）：凡事不要那麼認真看待（她輕笑著，掌聲）。 

ADAMUS：好。在結束此部份之前還有其他人嗎？還有誰？好。好。 

SART：Crash！ 

LINDA：等等，等等。這裡也有一位。 

ADAMUS：好的。 

DAVE（Crash）：這是 “學習指南 (Cliffs Notes)” 版本。這是關於什麼

呢？無需批判，就是體驗和擴展。如此而已。謝謝（掌聲）。 

HENRIETTE：我對我五歲的自己說，你是被愛的，而且你並不孤單。從始至

終，你總是被自己的自我擁抱著。你被愛著，永遠也不會孤單（掌聲）。   

ADAMUS：很好，感謝所有參與的人，以及所有其他把你的能量加進來的

人。我們將會做更多。我們將編譯一些實際上非常有趣的東西，以便在適當

的時候將其出版給那些即將進入覺醒的人。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這就是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的重要原因。 

當我今天想進行此部份時，我有點擔心。這與我們平常的做法有些不同。我

擔心我們會得到像學術獎演說：“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母親，父親

和……”，唸完一個名單，“當然，還有 Adamus ……”，但是我們沒有那

個。然後我擔心我們會有很多反流，就是說你把所聽到的陳腔爛詞吐出來。

但實際上，我們沒有拿到很多這類的。我在這裡感覺到的是，你所說的是你

非常非常衷心感受到的、非常真實、真實的東西。對於那些站到前面的人，

首先，你會驚訝於你在視頻上看起來很棒（有些笑聲）。不，真的。你會去



 

 

看，然後說，“那是我。” （更多笑聲）不，你在視頻上看起來真的很好。

是的，是的（Adamus 輕笑）。像那樣。 

其次，我知道幾乎你們所有人都會想：“哦！我說的話太愚蠢了，或者“我

不記得我說了什麼。” 稍後你會意識到，它聽起來並不愚蠢，而且不僅是言

語，你確實將你的能量、你的心投入其中，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 明年我們將在全球繼續開展更多此類活動 － 但

我們在此紮根，我們從這裡開始。   

  

致謝的 Merabh 

好。深呼吸，讓我們進入最後的 Merabh。我知道你們中的某些人只是想現

在就喝點飲料和食物，但是讓我們一起結束今年的聚會吧，讓我們以這個

Merabh 結束它。請讓我們有一點音樂。 

（音樂開始） 

我希望你也考慮到這樣做，對於那些到前面來或正在考慮的人– 很多人想，

“如果我到前面，我會說什麼？” –真的，對那些覺醒的人說是次要的，你

是在對自己說，你真的是在對自己說，記住你自己的話，採取你自己的建

議。    

就是允許。這是很大的 – 你知道，如果你將所有內容都進行精煉，最終就是

允許。放鬆的進入你的證悟。這將會發生的。一旦覺醒了，放鬆地進入自己

的證悟。並不是由凡夫來進入，也不必去做。實際上凡夫甚至不需要想要這

樣做，但現在你可以放鬆地進入。 



 

 

你走得很艱難。事實上，你走得確實很艱難。在你之後來的那些人將不會那

麼困難。 

你走到了自己邊緣的邊緣，思想的極限，以及你認為自己可能忍受的極限。 

你生命中的許多部分都被徹底粉碎了。人際關係，工作。你們中的許多人讓

它影響了你的健康。 

但是，接下來就是你的內心世界，它是如何被內外、上下顛倒，正如 Marc 

所說的那樣，不停的腦筋思維。腦子會胡扯、胡扯、再胡扯。頭腦在不斷地

攪動，你幾乎無法關掉它。它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並且永遠都不會關掉，

但是它會的，然後它就安靜了。   

然後它安靜了，你可以說它把自己耗盡了。 

也許它感覺到了，也許它感覺這個來自未來的已證悟的自我，它事實上就在

這裡。也許它感覺到證悟到來了，然後它就是安靜下來。 

哦，有時候，你就是希望自己能把腦筋拆開來，停止所有的思考，擔心。這

幾乎是強迫症的、成癮的。所有的喋喋不休、所有挖掘出來的過去回憶、所

有的幽靈。在所有這些事情的爭鬥中，思想不斷發展，試圖弄清楚，變得越

來越有強迫性。 

然後一切都變得安靜了，不是因為你試圖使其安靜，不是因為你的頭腦正在

試圖使其安靜，頭腦不知道該怎麼讓它安靜。它就是安靜下來了。 

幾乎就像是一種奇蹟，在空氣中的魔法。 

你們中的很多人都會在今年 2020 年達到。 



 

 

2020 年，就像願景之年，完美的願景、完美的平衡、和諧、對稱。再說一

次，不是因為那是 2020 年。我真的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你成就了 2020

年，不是 2020 年成就了你。   

那些在你之後來的人會輕鬆很多，他們會有你說的話，他們將會有你的意

識，他們將會更快、更輕鬆地走通。 

是的，他們仍然會遇到困難。從許多方面來看，它仍然很粗魯，但是沒有別

的群體 –我真的希望你現在感覺一下 –沒有其他群組、沒有其他個人，會像

你們所經歷的那樣艱難和粗魯。沒有其他人。 

（暫停） 

這是當你處於領先地位，當你是第一個進入意識、能量和經驗的人時，它總

是最困難的，但也是最有意義的。沒有其他人會像你們經歷這麼多困難。我

要你認可這一點。我希望你認可自己所做的一切，以真正給自己一個擁抱。 

（暫停） 

不用擔心 － 有些人在想 － “那不是有些自負嗎？” 不，這不是的。我認

為，在今年年底，即將進入 2020 年，去真的認可這一點。沒有其他團體會

遇到這樣的困難。  

你已經鋪好了道路。你已經突破了幾乎牢不可破的範式。 

你已經突破了陰幾乎無法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和靈性天花板。 

你已經擺脫了巨大的恐懼。 

一旦這樣做了，其他人就會隨後而來，即使他們有自己的道路，但這就會有

一個模式。有了一條已經被鋪好的可以超越的道路。 



 

 

我認為，當我們將結束這一年、這十年，當我們進入證悟的時候，請務必對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做的表示認可感謝，這確實很重要。 

沒有大獎給我們所做的，沒有經濟補償。當你最終到達靈性大師俱樂部時也

不會獲得一個額外的位置。但是你有自己內心的認可，有你幾年前從 Tobias

或是當我進來的時候的呼喚的認可，我們以一種無組織的、鬆散的形式聚集

在一起，有人會說這是一群散漫即將成為大師的人，你經歷了一些非常非常

艱難的過程。很多部分不是你的，但你還是帶進來了了。 

你一開始就打破不屬於你的牆，一路上又承擔不屬於你的東西。我真的很想

常常罵你。然後我意識到很多年前，實際上，你是選擇這個的，你想要的。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要讓事情變得艱難，而是你想突破甚至不是你的障礙，

以便你可以使其他所有人的路途輕鬆一點。 

因此，我就有點沒有責罵你。我向你指出了這一點，我說：“這些其中絕大

部分不是你的”， 92％不是你的，但是我不再為此而追逐你，因為我意識

到，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有障礙，有牆，有迷宮，有死胡同。進入證悟

過程中有很多事情。是的，這很自然，但是過程中有很多事情。 

你找到了突破它們、克服它們的方法。 

我希望你現在也為此讚揚自己。 

我當然還是會和自己辯論，而且我總是會贏，但我仍然和自己辯論：“我是

否應該因為你承擔真正不是你的事情，而來刁難你？我應該說：“這是秘

密，這些東西不是你的，不要拿取它們。還是我應該說，“看看他們在做什

麼。他們正在接受大眾意識中，他們正在接受祖先業力，他們正在接受卡住

的能量。他們正在接受國家、宗教和團體的傷痕。” 所以，對自己承擔了不

是你的東西，來給自己一個肯定。 



 

 

我猜我很高興我讓你帶入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而沒有刁難你，因為我知道

這將成為你離開地球時所有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 

這是你送給自己的真實禮物。 

讓我們一起深吸一口氣，去感受一下。沒有其他團體會比此更艱難。 

請認可感謝自己所做的一切，包括承擔不屬於你的事情。你們每個人都對此

感到內疚。即使你認為它是你的，即使你仍然要堅持認為它是你的，但事實

並非如此。你們每個人都是這樣。 

（暫停） 

讓我們來享受一下那種安靜，平靜的感覺。 

（暫停） 

2020 年即將到來，Shaumbra 們中有許多的證悟正在進行。 

當然，有關 Crimson Circle 的情況將會改變，我們如何做事，我們關注的重

點。我將繼續談論你與能量的新關係，很多有關物理學的，我的意思是關於

能量如何運作的真實物理學。順便看看你自己的星球，明年在能量方面將有

幾個重大突破。當然是利潤，但是是奧妙的新理論，要真正完成此過程需要

幾年的時間。   

但是，注意你在做什麼，在某種程度上與地球上發生的其他事情一起並行。

現在，他們認為能量就是力量、推進力、燃料那一類的，經由這些突破，將

會是未來幾十年它將如何徹底改變地球。 



 

 

觀察他們如何談論這個話題，並且你正在經歷自己的能量變化。關於你以及

能量和意識及其運作方式的急進發現。觀察你所正在經歷的，在地球上如何

具有平行或象徵性的表現。這不是巧合。 

就像這些新理論、突破被談論到，和你讀到這些東西時，你會自嘲地笑著

說：“嗯，它們才剛剛開始真正地理解能量。” 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我希望

你意識到，如果你不是在做自己在做的事情時，那麼在人類層面上，例如關

於能量的科學家或物理學家的發現，是不會存在的。就是如此。那應該給你

一些雞皮疙瘩。那應該給你，“哦，哇！”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 

今天的美麗，我們聚會的美麗，所有來的、還有正在靈性大師俱樂部觀看的

靈性大師們。讓我們為 Shaumbra 做個深呼吸。他們住在距離主流大街幾步

之遙的地方（Adamus 輕笑）。 

請記住所有創造中的一切都很好。謝謝。謝謝（觀眾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