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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聖日耳曼的 Adamus。 

啊! 讓我們好好地作個深呼吸。你剛剛在大約三分鐘內看到了你在地球上的

歷史（笑聲，請參閱此視頻）。  

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美麗的例子。Tobias 是第一位開始談論毛

毛蟲和蝴蝶的人，這就像你的經歷，在這個古老的人體中經過一世又一世，

然後進入繭中。就在你以為自己真的將要展現、發生變化時，不，你進入了

繭中。你變糊了。然後，當要開始展現時，你感到非常興奮，你一直期待著

它，但是一開始它是如此的令人不適和不自然。你會發現有一種傾向，你希

望回到毛毛蟲的思維，毛毛蟲的方式上，然而你沒有。你發現你擁有這套翅

膀，但它們仍然充滿糊狀物，非常彆扭，一陣微風就會把你吹倒了。 

但是隨後，你展現了。然後你自由了，飛翔，當你這樣做時，這整個很長一

段時間的孤獨感，自從當毛毛蟲時，然後肯定在繭中也是如此感覺，你突然

意識到還有很多其他展現的人，其他的 Shaumbra，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數

量不多，但足以提醒你你並不孤單。你從來不孤單， 你必須自己完成旅程的

一部分 － 繭，但是你展現了，周圍還有其他人。我有點感傷，因為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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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我們將看到全世界各地的 Shaumbra 與時俱進。想像一

下蝴蝶，蝴蝶園或很多很多很多人類現在終於允許他們的證悟。  

  

展現 

我喜歡 2 月，不是因為情人節。我喜歡 2 月，因為對我而言，它一直是展現

的月份。大自然進入了漫長、漫長、安靜而寒冷的冬天。它進入了深度休眠

狀態。但隨後在 2 月 – 幾乎如期地在二月一日在大自然裏、在樹木裏、甚至

在動物中開始了共鳴的產生。有個東西說： “現在是開始展現出現的時候

了。” 葉子還沒有從樹上生出來，草還沒有長出來，但是如果你深入去感

覺，在地底下有很多事情在發生，準備著最後的展現。  

這就是 Shaumbra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已經經歷了靈魂在這地球上漫長

的冬天，進入了繭中，而現在，如果你沒有感覺到，那內心深處隆隆正在發

生的一些事情。有時會有點恐懼，想知道會發生什麼。然後你只是去感受它

－ 對於蝴蝶來說，就是假想光碟 (Imaginal Disc) － 但我稱呼大家有的是透

明水晶火焰（Clear Crystal Flame）。它會引導你完成其餘部分，它引導你

進入，你不必計劃或執行，它就在那兒。  

現在是時候去登上它，享受它，去感受這種展現出現的方式。你不能去作什

麼，希望你到現在已經知道了，你不能做什麼，你無法學習，你甚至不能真

正去找另一個人說：“現在怎麼樣了？那最終的展現，情況如何了？” 因為

他們的經歷對他們是獨一無二的。當然，可以分享故事，但是最終，這是你

自己的故事，它是假想光碟的版本，是透明水晶火焰（Clear Crystal 

Flame）帶領你到達那裡的。 



 

 

那就是我們現在的所在。現在是二月。你靈魂中的二月。許多事情現在真的

隆隆作響。你開始突破那個繭，這是有一點挑戰性。也還有一點恐懼，想回

到繭中，想回到古老的毛毛蟲模式。我猜當毛毛蟲有些容易。你甚至試圖記

住，“哦，當我以前是毛毛蟲時，都做什麼呢？” 而且你不記得了，然後，

當然，你擔心自己的頭腦有問題。不是的，只是你不會回到那裡的。 

我真的喜歡二月，二月是心的月份。你會在板子畫上一個心嗎？ 

LINDA：一個大的還是一個小的？ 

ADAMUS：你決定要那一種。畫一個心（Linda 在屏幕上畫一個心）。那是

一顆心，這是本月的通常象徵，到處都有很多心。我甚至注意到你們這裡的

一些圖形，到處都是心。現在尤其是這個二月，2020 年二月，我很喜歡它

的原因是，它代表著一種降落到地球，來到這裡 － 愛也來到這裡，它代表

降落到地球，現在我們真的將黑桃付諸行動。Linda，在下一頁上你畫個黑

桃。它是提升。對我來說，它是提升的象徵，向上，向上，向上上升。這就

是為什麼我愛這個月。那是黑桃，那就是我們現在的所在。這就是為什麼我

喜歡黑桃的象徵，就像重新崛起展現一樣。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 

 

歡迎 

我想歡迎所有那些今天在線上聽的新人。也許是你的第一個，第二個或第三

個月聚會，但是有那麼多新人加入。今天當我在探查團體時，我對出現了許

多新人感到有些吃驚。我已經告訴老人們 － 就是你們這些成熟的

Shaumbra，那些已經在這裡待了一段時間的（有些笑聲）– 我將在這裡用



 

 

自己所說過的話語 – 我說過這將會發生，而它才剛剛開始。我的意思是，這

僅僅是開始。但是，對於新來的人，我想歡迎你。  

我是聖日耳曼的一個面相（facet）。我是一種意識行為。我創造了這個特質

角色 ...（Linda 搖晃了她充滿問題的文件夾，以引起 Adamus 的注意）什

麼？ 

LINDA：你要求所有這些問題。你還要聊多久？ 

ADAMUS：哦，今天我們不需要提問了（聽眾大喊 “哦！” 並大笑）這是

我的獨白，親愛的 Linda（更多笑聲）。我經由你們很多人在深夜看脫口

秀，經由主持人那裡學到了。他們沒有獨白嗎？他們沒有五分鐘嗎？（聽眾

說 “ 有的 ”）。好的。好的。我有五分鐘。 

新人們，這種情況一直都在發生，總是發生。這是 Linda of Eesa。請歡迎

Linda of Elsa（觀眾的掌聲）。她是我的引導燈，是的，嚇人的，……之一

（笑聲）Linda 在這裏讓事情持續運轉。 

LINDA：小心點。 

ADAMUS：所以，我想歡迎新人，這僅僅是個開始。在這些新人之後，將會

有更多的新人出現。他們的做法會有所不同。但我想歡迎大家。 

我是聖日耳曼（St. Germain）的一個面相 － 你以前可能聽說過聖日耳曼

（St. Germain），而 Adamus 是特別創造的。這就像一種行為，一種意識

行為。一般來說，它是由 Shaumbra 於幾年前創造的。這實在是他們和你的

反射影像，但這是要打破聖日耳曼（St. Germain）帶來的那種沈悶、陳

舊、新時代、靈性上，過於崇敬和無聊的性格。   



 

 

LINDA：我以為你是要說 Adamus 是一個應用程序，就像， “哦，是的！

他應該是！” 

ADAMUS：Adamus 將很快成為一個應用程序。我的意思是，我們已經在

作了。 

聖日耳曼（St. Germain）已有很長的歷史了，我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

但是我想比聖日耳曼更加豐富多彩，並且更及時，更在當下。 

要進行此更改並非易事。我必須諮詢 Kuthumi，以盡量減少一些沈悶，並且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用的。在某種程度上，我想有時我們還是有一些沈悶

感，但我想歡迎大家，並解釋一下我是誰。 

我喜歡利用二月份進行某種形式的重新組合，實際上是一個概述。因此，對

於那些剛參加的人，想知道這個叫做 Crimson Circle 的東西，首先不要從屬

靈性的角度來看它，因為你將會錯過很多東西。 

它有著靈性的背景。許多自稱 Shaumbra 的人已經是很長一段時間有靈性

了，但他們已經超越了（一些笑聲）。我們有點不同。如果你來這裡尋求靈

性，如果你來這裡尋求宗師、聖人、明智的建議、冥想以及所有其他內容，

那麼你來錯地方了。我們在這裡突破了許多障礙。 

現在，我喜歡不時地在 2 月份傳遞一些訊息，二月十四日，這很容易記住。

因此，我們將在這個二月十四日與 Cauldre 和 Linda 傳遞另一個訊息，哦，

我忘了告訴他們有關這件事情（有些笑聲）。  

LINDA：哈，哈，哈！哈哈！ 



 

 

ADAMUS：但是，你知道，他們將在夏威夷度假（Linda 喘著粗氣，因為他

們會做很多事），而且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所以我們就讓他們傳達一點信

息。 

我想再次重組，重塑我們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 Crimson Circle 在這裡，它

來自哪里以及我們要去哪裡。因此，這將在二月十四日傳達這訊息（有些掌

聲）。  

LINDA：直播還是錄製？ 

ADAMUS：現在不用擔心細節。你只需要把它放進你的行事曆裡。反正你沒

有別的事情可做（有些笑聲）。（現在可以在這裡獲取此錄音。）  

  

整合 

所以，有一件事我可以說的，我會在這個二月十四日那時段闡述更多，但是

-現在當我在談論的時候你試著去感覺它 － 這是一個巨大的整合時刻。那可

能是現在所有人的重要關鍵詞。現在是整合的時候了。    

你不是因為錯誤的原因而在這裡。正如我已經告訴過他們中很多人，並且我

也會告訴你這些新人，你可以在一、二個輩子前就已經證悟了，但是你沒

有。你選擇等到現在。這是一個整合的時期。你們擁有的技術正在以迅速、

令人難以置信地快速地改變著這個星球和人類的天性，以至於我們甚至無法

真正看到超過 2050 年之後。即使是靈性大師也無法看到超越那時候，因為

我們已經不是線性了。一切都已經超越圖表之外。它的移動速度如此之快，

以至於頭腦很難跟上它的步伐，這可能是個好消息。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from-awakening-to-realization.html


 

 

但是不必擔心，因為頭腦實際上 － 它開始的方式、它產生的方式 － 如果你

願意，它就有適應的能力。如果你願意的話。如果你退縮，你不願意改變，

那將會很痛。但是大腦是可以擺脫古老的神經元，這些古老的神經元已經存

在了一、二萬年了。你的大腦中大約有 1000 億個神經元，實際上它使一些

古老的神經元離開。它們真的不再有功用了。而且它將允許自己製造、創造

或適應一些可以處理某些快速變化的新神經元。 

因此，頭腦會適應。它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這樣做了。我的意思是，很長一段

時間以來，它一直保持著相同的基本神經元活動，因此有點陳舊。但是現在

它開始改變、適應和調整。那些新的神經元對於你如何重新連接能量至關重

要。 

現在，我不想說我們必須通過神經元來做到這一點。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

程。但是，如果你想知道，“那麼，我如何真正適應這種全新的能量觀

點？” 它會發生在神經元中，你不必做任何一點事情。 

現在，每秒有數百萬個神經元激活 一 小小神經元被觸發。你不在控制它，

你不必看管它。這是一個自然過程。因此，與神經元一樣，新的神經元將適

應完全不同的能量方式。  

因此，新來的人們，我們在這裏的目的是在最後整合來到這個星球的目的，

也就是在這地球上其他東西整合的時刻 － 就是來理解能量和意識。科技 – 

科技與意識融合，科技與它自身的融合。你採用幾種不同類型的科技，將它

們組合在一起，現在你們有了我猜想你們會稱呼地球上正在發生的科技為量

子科技。這很令人興奮，這有點嚇人，但這就是為什麼你們在這裡。現在是

融合的時刻。而且，對於你個人而言，這是證悟的時刻。   

  



 

 

變化 

在我們提出問題之前，我想指出兩點。如果你還沒有理解的話，這是一個巨

大的改變時期。你必須非常的沈睡才會不知道一切都在變化。有一些關鍵要

素，那些目前變化最大的要素，Linda，我要請你在一張新的紙上寫下這些

要素。 

LINDA：好的。電子的紙。 

ADAMUS：是的。我想我必須學習... 

LINDA：這不是紙！（舉起 iPad） 

ADAMUS：我必須學會適應。 

發生了許多不同的事情，這些事情與被提出的許多問題有關。首先這些變化

涉及到階級式的變化。  

〜階級式 

換句話說，地球上的生命向來是非常有階級層次的。你可以在企業、機構、

社會中看到，但在大自然也是如此。在科學中，在數學中，一切都有等級，

Linda，你會拼那個字嗎？很不錯。一切都具有層次結構的順序。無論是有

個老闆，還是有為你工作的下屬，無論你是富人還是窮人，你都習慣了。交

通也是有層級的，所有的東西都是。食物的生長方式也全都是有層級的，是

以下降的順序排列，並且相當地垂直。換句話說，在該層級列之外沒有太多

的變化。 

這些都會消失，它會嚇到你，並且會嚇到這個星球上的很多人。他們幾乎需

要那種層次結構。他們需要被告知他們適合在那個層級。這個階層正在迅速

消失中。 



 

 

科技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科技從根本上是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使世界民

主化，並為世界的豐裕提供了公平的競爭環境。在一段時間之內，你們仍然

會有底層的 10 億個人，這些在下面階層的人，因為他們選擇在那裡。不是

因為他們是可憐的混蛋，而是因為他們選擇在那裡。往往即是他們進入地球

的第一輩子，他們停留在被稱為最底層，世界上的窮人中。不要為他們感到

難過。事實上給他們機會，但還是他們自己來作決定。 

你已經習慣了階級層次，除了在最底層的十億人之外，它在快速變化中。你

自身的階層也正在發生變化。人體中的細胞、分子、DNA 和其他所有物質

的組織方式都通過我們稱為 anayatron  也就是人體的通訊網絡來進行。那

正在改變，你可能感覺到了。你可能會在體內感覺到這改變。在 Linda 手上

的一疊問題中，有很多是關於身體的，因為它正在發生變化。它正在脫離層

次結構。 

你會發現社會、企業、機構，甚至政府中也正在發生，這是一個巨大的量子

變化。人們對此嚇壞了。他們必須擁有他們的的階級結構。所以情況正在改

變。 

  

〜外在 

對你們中的許多人而言，另一件正在發生的變化，這涉及所有的問題，就是

你的世界自從你記憶所及已經是外在化了。每一件事都是由外在事物的觀

點，有時是拼命嘗試找尋什麼在內在，但始終是被外在事物所引用。你對自

己的感覺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你對別人對你的感覺的觀點。如果每個人都愛

你，那麼你就可以愛自己。但是，如果沒有人愛你，那麼你很難愛自己，因

為這觀點是向外的。 



 

 

當你觀察周圍的世界時，即使它來自你的眼睛和你的感受 － 你也將其視為

外在的，然而它不是的。要讓某些 Shaumbra 了解它，這將是一個艱難的過

程，因為他們將堅持認為它是外在的。我告訴你，請允許改變觀點，因為它

們都是從這裡來的（指向胸部）。這全是你的能量。即使還有其他人，這也

是你對他們的觀點。實際上，他們實際上不是在你的能量裡。你感覺他們在

那裏。它有點像虛擬世界。他們真的不在那兒。你感受到它們在那裡，但是

它們實際上是在你的能量範圍之外的。他們可以影響 － 你讓他們影響 － 你

的能量和觀點，但這實際上都是在內在的。 

通常人類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弄清楚這一點，但實際上量子物理學會首

先發現它，然後最終將其用於心理學中，說：“你一直都是向外的。進入內

在。” 你所感知的一切都來自於你。每個答案都在你裡面，但你想要相信它

就在外面。所有你需要的東西，以及你所需要的豐裕都在這裡（再次指向胸

部），它確實非常非常簡單，但是你要一直苦苦掙扎並假裝它是在外在或有

人阻止你得到它。   

它是如此簡單，因為它全就在那裡，但是該死的這是一個很難克服的概念，

尤其是當被洗腦並被催眠，認為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外在時。我認為所有你

所需要的任何東西 －包括愛或性愛在內的任何東西都不是在外在。沒有任何

東西。     

LINDA：啊! ！ 

ADAMUS：嗯，實際上，當你想你是在與某人做愛，從某種方式來說，你實

際上不是的。有點像 – 我以虛擬現實為例，因為這將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甚至 Cauldre 和 Linda 剛買了一些虛擬現實的東西。但是想像一下，你正在

與某人做愛 － 而我不會對此進行動畫（有些笑聲）。我會讓親愛的 Linda 

尷尬。你在與某人做愛，而那些新來在線上聽的人，現在他們會說， “哦，



 

 

是的！我喜歡這個團體！” （更多的笑聲）。我的問題是你真的嗎？你不是

真的在對自己做愛嗎？你不是真的嗎 –因為它們實際上並未向外化。他們在

你的能量之外。你只是與自己的能量做愛。現在，這難道不是要壞了很多人

好幾個晚上嗎（Adamus 輕笑）。但這是真的，你開始意識到 – 這實際上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使……（Linda 試圖引起他的注意）什麼？   

LINDA：你不能想出一個比這更好的例子嗎？ 

ADAMUS：不，我認為那是很有力的例子，我認為這真的很好。你是在和某

人做愛，這全是一種觀點，但實際上你仍在自己的能量中。現在，想像一下

當他們開始理解這點時，這對人類心理所產生的影響，不會將它歸咎於外界

事物，也不會感到整個世界都在外面而要尋求它們。當你意識到 “這全是我

的，全都是我的 “。 這是很嚇人的。 

它帶出了很多問題。我已經可以聽到問題來了。不，這不是假的或想像的，

而只是意識到它在你的能量領域中。在某種程度上有另一個靈魂存在參與，

但並不是在你的能量場裏，他們在自己的能量場，有著自己 － 關於什麼是

做愛的感覺 － 的體驗。當你真正了解時，它是很令人著迷。   

因此，向外將會消失。一切開始變得向內。你開始意識到這全是你的觀點，

因此，你可以輕鬆、優美地，照你要的模式重新創造它。順便說一句，這是

在證悟之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關鍵。 

  

〜地方性 

對於你和整個人類來說，另一件正在非常非常迅速改變，那就是本地問題。

當地的。你能把它寫下來嗎？ 



 

 

在人類歷史上 － 我要說的是亞特蘭蒂斯 （Atlantis）之後的人類 － 在後亞

特蘭蒂斯人類歷史上，一切都是地方性的。我之前曾經討論過。大多數人從

一世到另一世，大多數都留在他們上一世的家庭，而且與他們上一世的家庭

住處相距約 50 英里或更短。如果有任何要提升的理由，就在那個（有些笑

聲）。離開這裡。這是一個事實。在某些新時代圈子中，有一個錯誤觀念，

認為你在不同世裏會與很多不同的人在世界各地。不是的。你真的不是這

樣，你可能會比任何人都多，但是他們將生生世世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和相同

的家庭中。那真是可悲。 

現在，那種情況也正在迅速變化，因為現在網路將一切都帶到全球性。旅行 

– 我看到了地球上旅行的一些新潛力。你已經習慣了我通常所稱之為金屬

馬，鐵馬（汽車）。這種情況很快就會過時，不僅會被電池取代，還會被飛

行器所取代。你可以想像那裡的交通擁堵。飛行器，還有其他一些東西，磁

環，類似的東西。實際上，現在旅行的變化非常迅速，我的意思是，這不僅

是科幻小說，而是他們現在正在研究科技，大約在八年內你可以從，比如

說，紐約到洛杉磯大約 40 分鐘。這將永遠徹底摧毀地球上的本地化。它把

它摧毀了。現在仍然會有那些冬眠的人，不想去任何地方，只想呆在家裡，

我猜想在網路上玩，但是基本上，我們正在打破一些舊的範例。 

  

〜線性式 

另一個重要的就是線性式。線性式的。它與階級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所有

事物都是有一定次序。人類相信時間是線性的，它不是的，它不是的。在我

們未來的工作中最另人興奮的事情之一就是，當你意識到未來總是已經在那

裡拜訪你時，而且你實際上常常在夢中進入未來。但是，就有一個障礙譲你

的頭腦無法了解它，以至於一切都保持線性，就像軌道那樣。這種情況正在



 

 

迅速改變，尤其是在科技方面。它不再是線性的。當事情偏離線性軌道時，

人類將變得非常迷失方向。這就是為什麼我在 ProGnost 中說過，會有一些

自殺事件的原因。他們就是無法應付這快速的變化。 

對於 Shaumbra 和正在觀看的新人來說，我們從線性到 ‘和 （And ）’。

你知道，人類的思維是線性的。如果你沿著這條線前進，然後說：“好吧，

讓我們離開那條直線，”他們會畫一條新線。它會有些不同，也許傾斜度有

些不同，但這只是另一條線。我們正在超越那個而進入 ‘和 （And）‘ 。 

最近，我談論了很多關於允許的問題，因為我們只是在爬進入 ‘和 

（And）’。我們將到達那裡，而且越來會有越多關於它的討論，你可以是

人類，也可以同時是一個完全的光的存在。你不必只是其中一種。你可以是

男性的，同時也是女性的。這就是 ‘和（And ）’。     

你可以是你想要的任何東西。你可以是個音樂家，同時是個工程師。你可以

是個凡夫，同時是位大師。現在，你可能有些日子是比較多的凡夫，比較多

的抱怨，疼痛，酸痛和放屁的日子，或者有些日子你是位真正的大師，你就

只是在那公園的長椅上，或者有些天你可以絕對地二者都是，那就是當它變

得有趣的時候了，不再僅僅是令人厭煩的線性狀態了。你全都是了。你是多

重現實，並不是多次維的 － 你意識到並覺知到它，並且你會覺得，“今天

我是如此的‘’和（And）‘。我的意思是，我在這裡，我也在那裡。我睡

得如此熟了，我也非常地清醒。我是一位大師，我也是個儍蛋（有些笑

聲），同時存在所有這些狀態。那就是我們要達到的。       

這些事情現在將你們所有人都變得很分裂。實際上，這就是我們在這裡所做

的，最終是為人類所做的。而這些的縮寫是對現在一個很好的寫照（觀眾

說，“喔！”，因為他們意識到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 “Hierarchical”，



 

 

“ External”，“Local” 和“Linear” 拼寫為“Hell”）。我必須說，你

花了很長時間才注意到它。 

  

問題和答案 

因此，我們今天遇到的許多問題都與此有關。我已經準備好要進入問答時間

了。親愛的 Linda，你準備好了嗎？ 

LINDA：是的！ 

ADAMUS：好的。 

ADAMUS：你可以將其放在屏幕上。好的。當 Linda 在忙時，讓我們一起

深呼吸。 

LINDA：好的，所以有大量的問題。我們就回答我們所能回答的。

Adamus，我希望你會做得很棒（當 Adamus 做鬼臉的時候傳來笑聲）。 

ADAMUS： ‘和（And）’（Adamus 輕笑）。   

LINDA：好的。 

ADAMUS：好。開始吧。 

問題 1：你已經談到了一種令人著迷的熱情等待著我們，但更多的是大師只

是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熱情會在證悟之前和/或之後重返我們的生活嗎？在解

構過程中被清空後，在加上切斷了與祖先家庭的業力關係，辭掉了一份很有

利可圖的工作，走入谷底，就像 Kuthumi 這樣，與心理病房會合，跌到谷

底，現在只生存於另一項相似的工作，它自己找上我丶比較少錢、覺得很少

或幾乎沒有什麼興趣，更不用說熱情了，很難看出所有這些並且留在這裡的



 

 

理由。你真的會再次感到熱情嗎？如果是這樣，你能分享熱情會來自哪裡嗎 

－是從 IAm 來嗎？–以及它會像什麼樣和感覺什麼樣子。  

ADAMUS：的確如此。謝謝你。謝謝（有人喊 “是的！” 和有點掌聲）。

我認為這個總結了所有問題（眾笑）。 

熱情。你已經習慣了人類那使你有理由在早晨起床，直到一天結束的熱情。

這些熱情沒有什麼不對的，它可能是運動、創造力、業務、幫助他人或任何

其他的熱情。顯然，那些已經消失了。然後，你經歷了漫長的無熱情的時

期。我認為從覺醒到大師的過程中最難的部分是失去熱情。你就是不想再待

在這裡了。沒有什麼東西能真正讓你興奮; 這可以回到你們先前展示的繭中

的毛毛蟲視頻。 

現在的熱情已不是凡夫的熱情。它會是 － 因為缺少更好的詞句 － 靈魂的熱

情。它是的。我已經看到有人對此表示噓聲，“那不是熱情！” 不，實際

上，簡單地就是去感覺你的自我 （Self）、你的能量和意識的湧起。那就變

成了巨大的熱情。 

讓我們以另一種方式來看它。你一生都在工作、受苦和當能量的奴隸，你在

其中發現了一些熱情，我真的不稱其為熱情。突然，你意識到自己是魔術

師，你是梅林 （Merlin），能量為你效勞。“現在我想要能量做什麼？它如

何回應我的意識？不是回應我的頭腦，不是回應我的目標。” 這些變成了熱

情。我們在這裡沒有目標。那太老舊了。“如何” －因為缺少更好的用詞 

－“ 我的光、我的意識如何興奮起來並激發我的能量？” 

但是，如果你不認為這是你的能量 – 你認為它是外在的，在外面某個地方–

那麼你已經有些迷失了。只有當你意識到 “這是我的能量，這是我的光，我

的絕對” 時 – 有點難以有適當的言詞，但是 – “對生命的熱愛激發了這種能

量。”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想盡辦法。你嘗試思考，“這是我的目標。這是我



 

 

想要的。” 放掉它，放棄它，它是老舊的。 就像毛毛蟲正當它在變成蝴蝶

時，試圖往回走，試圖回到它是個毛毛蟲時。      

熱情會讓能量為你服務。就是如此。但是不要去想它，而是去感受它。不要

試圖在你的思想中將它組織分層次中。它會崩潰並且這行不通，然後你會變

得非常沮喪，然後問類似這樣的問題（有些笑聲）。 

開始來感覺 – 我不知道你想怎麼稱呼它 – 你的全我 （Self），你的存在，並

觀察能量是如何開始變化的。不關乎其他人的事 － 不要以如何來改變他人

來開始，你會遇到麻煩的 － 而是去感覺你周圍的能量如何變化。有時，這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樣。有時它會毁掉你的電腦，然後你會說：“ 看看發生了

什麼事，那該死的 Adamus 欠我一台電腦。” 不是這樣，但是隨後你意識

到，“哦！我只是成為全部的我，看看它做了什麼！哇，我影響能量。我現

在允許能量為我服務。”    

熱情是一項艱鉅的挑戰，我可以說的是不要試圖讓舊有的凡夫熱情重新燃

起。真正的熱情是成為大師，讓能量為你服務。對於我們中的某些人來說，

它是如此有趣且如此簡單。是的。我將需要更多，更熱一些的咖啡。 

KERRI ：（從廚房大喊）好的！（笑聲） 

SART： Kerri 在作了！ 

ADAMUS：這就是讓能量為你服務的例子。它是！你知道，這是一種熱情。

我就想喝咖啡，我不需要有一個理由。就是 我是，你知道嗎？現在你在另一

個房間聽到了什麼？咖啡豆研磨機響了，親愛的美麗的 Kerri 說： “老闆，

知道了！” 

LINDA：老闆？（Adamus 輕笑） 



 

 

ADAMUS：她叫我老闆。我的意思是，以一種另人喜歡的方式。是的。你知

道，Kerri 和我，我們認識非常久了。對嗎？ 

KERRI ：（再次從廚房大喊）是的！（更多的笑聲） 

ADAMUS：好的。請問下一個問題。 

問題 2：證悟意味著什麼？我怎麼知道我意識到自己已經證悟了？請給我一

些實際的例子。 

ADAMUS：好問題，我不真的會回答（有些笑聲）。不，原因很簡單。 

LINDA：令人震驚！ 

ADAMUS：我不想為你定義它。我可以告訴你一些有關它的信息，但是我不

想定義它。當你開始展現時將是我的喜悅，但那不是根據我所說的，因為否

則你的頭腦會認為它必須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你開始展現，我等不及了，也

許我必須想個辦法，讓在這種情況發生時你旁邊會有一些錄影機，例如視頻

之類的東西，因為，對此最常見的反應是 “天哪！” 然後你就說，“哦！

我了解它了！！” 我會説，“是的，我一直在試圖告訴你。” （有些笑

聲） 

你會說，“Adamus！” – 你將大聲叫喊，你將上社交媒體説 – “這很簡

單！可是我們一直都在把它弄得很難。” 我會説，“我知道。”  

然後你會說：“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允許！我一直以為我是在允許。現在我允

許了。” 突然之間，證悟 － 如果你想將它添加上教科書定義，那就是 － 一

切都已整合了。內部沒有對抗了，因為唯一一個你一直在對抗的，就是你自

己的能量，這沒有任何意義。 

LINDA：哦，老兄。你剛解決了大約一半的問題（有些笑聲）。 



 

 

ADAMUS：好，把它們扔出去！讓我們來開派對（Adamus 輕笑）。 

它是完全整合。它是你所有的角色、你的過去世、你未來世的整合。它們全

部整合在一起。整合意味著你不再是一個分裂的房子。你不再與自己作戰。

你意識到你已經很長的時間在攻擊假想敵了。為什麼？有一小段時間會很有

趣，但是 1000 輩子就很無趣了。讓我們繼續。 

你意識到沒有什麼可戰鬥的，沒什麼可擔心的，沒什麼可害怕的，那是一個

艱難的過程，因為我知道你們所有人都有恐懼。你知道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嗎？是失去理智。失去你的理智頭腦，你的平台和你頭腦中的階級。你擔心

會丟失它，因此你很小心地進入證悟，然後又想知道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

間來證悟。我想知道為什麼要花這麼長時間。 

新人們，我確實喜歡有點取笑人。我真的不是在侮辱人。你們中的一個剛剛

說過 － 實際上這裡有任何人認為我在侮辱人嗎？（觀眾回答包括 “是” 和 

“否”，還有一些笑聲）很高興，沒有記錄下來（Linda 笑）。不，我們有

一種辦法。當我們溝通時，我們有一種辦法。我故意刺激和更強調，只是為

了讓事情變得更加有趣，只是為了讓你擺脫自滿。 

那麼，我們談到哪裡？哦，我又自我表達了。 

因此，證悟是完全的整合。沒有戰鬥。沒有什麼需要戰鬥的了。它是完成

了。你在這個星球上有了大約一千個輩子。現在就結束了如何？讓我們繼

續。它是完成了。你們中某些人仍然會說，“我想讓再次轉世仍然是個選

項。” 好的，但是為什麼…（Kerri 拿著咖啡出來） 

LINDA：哦！大杯子，哥們。哇！ 

KERRI：給大老闆。 



 

 

ADAMUS：謝謝！ 

KERRI：就在那兒（她指著臉頰，Adamus 吻了一下；聽眾大笑）。 

ADAMUS：哇！等一下。哦，對了，你願意嗎 － 我這裡有一個髒的。杯

子！ 

LINDA：哦，你在說你的杯子！ 

ADAMUS：杯子！謝謝你。而且，是的，有時候我們的確有一點過分，但這

沒關係（更多的笑聲）。 

因此，它是完成，是在地球上的最後一輩子。而且你想保留該選項 － 這是

看你的意願 － 但是你將意識到自己並不想留下。我的意思是，這有點像夢

幻似的，甚至充滿詩意，“哦，我將要回來。” 你看了那個我很喜歡的開場

視頻。我不喜歡這裡大多數的東西（Adamus 輕笑），但我真的很喜歡那個

開場視頻。大多數情況下那音樂都不是我的風格，但是今天的視頻非常具有

指示性。就像，現在你在蝴蝶之地。你真的認為你想回到毛毛蟲繭嗎？（有

些笑聲）我不這麼認為！但是 – 嘗試維持該選項 – 你是可以這樣做。      

它是完成了，它是你的最後一生。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感覺到，在這裡完成之

後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是像受苦的某些 “需要做” 的事情；而是最好

的創作。 

順便說一下，這是熱情。創造是沒有任何預設議程的。那是真正的創造。並

不是說：“我要創造一份新工作，我要創造金錢，我將創造任何東西。” 不

是的，創造就是 “我創造，我創造” 。你不知道自己剛剛創造了什麼。你

不在乎，很重要的是你可以創造，然後你深入其中，看看你創造了什麼。這

就是有關地球的全部內容。科學的工作是去找到 “我們創造了什麼？” 然

後他們解剖了它，“那太酷了，讓我們繼續前進。” 



 

 

因此，對我來說，“我創造” 就是熱情。你將其放到你的能量中，而不是其

他任何人的能量中。“我創造”，然後跳進去。“我創造了什麼？” 那太令

人興奮了。要知道，有設定的創造並不是真正的創造。當你預先設定 “我需

要使它看起來像這樣，我需要像那樣創造，我需要創造一個更好的……”你

不是在創造，你在操縱，這有很大的不同。真正的創造是 “我創造。讓我們

跳進去看看我創造了什麼” 。 那是熱情。 

所以，哦，我們沒有回答很多問題，對嗎？好的。因此，證悟：完成，融

合，最終創造，無議程的有意識創造。 

LINDA：一個簡單的問題。 

ADAMUS：我應該簡單地回答那一個問題。 

問題 3：我可以搞砸我的證悟嗎？ 

ADAMUS：你要嗎？ 

LINDA：這不是我的問題！我只是在唸問題！ 

ADAMUS：我只是在回答問題。你可以搞砸證悟嗎？不會，你真的不會。 

LINDA：你聽起來很不情願。有什麼理由嗎？ 

ADAMUS：不。證悟是自然的。這一切都會發生的 － 覺醒、證悟 － 一切都

是自然的。看到人們認為經由自己的努力學習或者靜坐無數個小時就會讓他

們證悟，這總是讓我覺得很好玩，但有時感到沮喪。我不反對冥想，但是如

果你認為你將通過冥想進入證悟，只需在頭上放一個塑料袋並綁起來，就可

以知道（Linda 臉上有些笑意）。稍作呼吸，你會發現這不是真正的呼吸，

那是令人窒息的，那就是我的意思，你們這些古怪的人（有一些傻笑）。 



 

 

所以，重點是……重點是什麼？因此，事實是你是否會搞砸自己的證悟？不

會的。但是你可能會繞道而行，並且會有很多分心。但是毫無疑問，你將會

到達那裡。 

LINDA：嗯，這消除了大約一半的問題。 

ADAMUS：是的（他們咯咯笑）。你會到達那裡，但是我問過 Shaumbra

的問題 – 我現在正在與新人交談 – 我問了很長的時間，你想如何到達那裡？

你知道，它是不可避免的。無論你如何稱呼，你實際上已經提升，証悟到

了。你只是沒有經歷過到達那裡的感覺。你在那裡，但現在你要如何填寫上

空白？你希望故事情節如何？這些是你可以決定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繁瑣

詳述，而是像 “我想優雅地做” ， “我真的想帶著很多痛苦或戲劇來做

到” ， “我想靜靜地做” ，這都取決於你。你將到達那裡；你想如何到達

那裡？這全都是你的能量。你想要它如何為你服務？請。     

LINDA：這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問題。 

問題 4：在證悟中，我遇到的絆腳石之一是，我迫不及待地想著證悟，這些

經歷和結果對我的任何一個關係的影響都讓我有些擔心。Adamus 經常說，

獨自一人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們許多人與配偶，子女和朋友都有著承諾性的

關係。當我們從自己的繭中出來會有如此大的變化，以至於所有這些都消失

嗎？我們最終會將這些人趕出我們的生活嗎？你能否能明述一下未來可能發

生的情況？ 

ADAMUS：證悟中最大的干擾分心因素之一是關係，始終存在這種擔憂。這

裡有人有著承諾性的關係。好吧，取消承諾。我的意思是，什麼是承諾性的

關係？你們二人都應該承諾於那基於業力的關係嗎？所以就取消承諾。這聽

起來很刺耳 － 但你現在有一件事需要承諾：那就是你自己。就是這樣。確



 

 

實有些關係會離開，那是應當如此。一些新關係將會出現。這些都不重要，

因為重要的是你這一生的選擇。  

實際上，我必須將 Cauldre 趕出這裡。當你將不能證悟歸咎於你的人際關係

時，我稱它為一個非常虛弱和可悲的藉口。我認為這很可悲，因為你對那個

人的傷害比你可能知道的還要嚴重。你處於關係中，你說：“嗯，我無法證

悟，因為我必須照顧我的父母、丈夫、孩子、狗”，或無論那是什麼，上述

所有的，你是在傷害他們。你是真的在向他們散發一種心靈能量，即你沒有

完成你所想要的、你沒有得到你所想要的，是因為他們的錯。你設置了一個

非常非常糟糕的動態，這是一種廉價而懦弱的藉口。 

而且，我不是很了解。如果你允許自己的證悟，為什麼關係會變得糟糕？最

終，在你關係中的那個人不會真正欣賞它嗎？你不是為了在地球上成一個亮

光而留在這裡的嗎？而且那不是真的從家裡開始嗎？哦，可以肯定的是，他

們會感覺到一些變化，他們將試圖讓你保持在原來的狀態，但是他們會回

來，感謝你。他們之所以存在於你的生活中，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因

為他們為你提供了一種支持機制；另一方面，當你進入證悟時，他們想在你

的光中。 

所以，我責罵你們中的任何人 一 那些基本上使用關係來延誤你的證悟。這

是一個非常懦弱的藉口。我知道這些是很苛刻的字眼，但我認為這是非常真

實的字眼。允許你的證悟並觀察關係中發生了什麼變化。放開多少輩子的業

力包袱。它不僅影響一個人，而且還會波及整個祖先脈絡，也會波及未來。

我並不是說要離開你的家人；我是說現在就為自己服務。這不是自私。

Cauldre 提醒我他剛寫了一篇有關此的文章。現在為自己服務。這不是自

私。     



 

 

我就是不想听到你們中任何人以關係為藉口，就像你的愛人會生氣或失望，

或者你的孩子沒有你將不知道該如何辦。那些真的很懦弱。所以……哦！我

知道，哦，現在房間裡很暖和（有些輕笑）。 

LINDA：不，不。有很多與此相關的問題，並且與該問題相似。與之相關的

下一個問題是…… 

問題 5：有可能與伴侶一同證悟嗎？ 

ADAMUS：嗯，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它。你們兩個要用愛綁在一起，說： 

“我們倆要同時證悟嗎？” 親愛的姐妹們，你們三人，你們都必須同時證悟

嗎？ 

CHERYL：哦，是的！（Adamus 輕笑） 

ADAMUS：絕對不是。 

CHERYL：為什麼不呢？這樣我就可以知道它是如何完成的。 

ADAMUS：只要一個，對。將其中一個推進去，然後看看結果如何（有些笑

聲）。 

LINDA：恩，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説他們一起證悟。比較像是說如果你有一

個親密關係的時候你是否能夠證悟？ 

ADAMUS：如果你有親密關係？ 

LINDA：是的。 

ADAMUS：哦，絕對可以的。 

LINDA：哦。 



 

 

ADAMUS：哦，絕對的。 

LINDA：那是另一部分。 

ADAMUS：即使你的親密伴侶對這些沒有興趣？絕對地。當然是的。但是你

不必為此每天都去強迫他們。你不必告訴他們你正在經歷的所有細節，因為

他們並不會想聽到這些信息。只要允許證悟發生，然後等他們說： “你怎麼

了？你突然變得很好。” （笑聲） 

LINDA：那是測量嗎？ 

ADAMUS：是的，是的。 

LINDA：有趣。 

ADAMUS：（問 Linda ）面巾紙，面紙？（她伸到她身後，遞給他一張紙

巾）但是…… 

LINDA：我是從枕頭後面拿出來的，不是從我的……拿的。 

ADAMUS：好的，謝謝（更多笑聲）。 

但是，是的，我要說幾個你沒有證悟的藉口。第一，關係。有一些非常接近

的人。健康是另一種藉口，所以讓我們進入健康問題。 

LINDA：不，不。我先還有幾個其他的。 

問題 6：證悟（Realization）與體現的開悟（Embodied Enlightenment ）

有什麼區別？ 

ADAMUS：好的，證悟，你不必保持體現，不需要留在身體裡。你可以像蝴

蝶一樣飛走，再也不會回來。體現的證悟是有意識的選擇留在地球上。從字



 

 

面上看，Shaumbra 可以説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選擇留在地球的團體。在我們

的開放日活動時，你會了解到大多數的靈性大師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對你

感到敬畏。你要留下來的事實，其中有一些困難的部分，這些不應該輕忽

了。任何人都可以證悟 － 每個人都可以證悟 －很少人會繼續在地球上留在

肉體內。非常非常地少。     

LINDA：那麼，更具體地說，證悟（Realization）與開悟

（Enlightenment ）有什麼區別？ 

ADAMUS： “開悟（Enlightenment）” 是一個心靈上的名詞，我不太喜

歡。 “證悟（Realization）”是我的用語，我喜歡它（有些笑聲）。 

LINDA：（笑）是的，當然！ 

ADAMUS：開悟使人聯想起心靈大師和神秘的形象，耶穌他在周圍的各種光

中上升了，而事實並非像那樣的。我的意思是，它並不是這樣發生的。這就

像是一個很大的神話，然後人們對此不了解。其實，我喜歡看新人進入靈性

大師俱樂部。他們就像説， “天哪！我周圍甚至沒有任何火焰或煙霧，也沒

有巨大的光環圍繞著我。” 我就像説，“沒有。” 沒有，在大多數情況下

沒有。 

因此，整個開悟的概念 – 心靈上的開悟，即使你確實又留下一兩年，四處吟

誦，而且你比較神聖 – 我不知道這是誰發明的。可能是教堂，但我不知道是

誰發明的，因為正如我之前說過的，而且你也會意識到，真正的大師，體現

的大師是不寬容的。他們不會四處吟誦，他們到處吐口水（有些咯咯笑），

因為他們不會容忍試圖操縱它們的人。他們就是不會容忍。他們會隨時把他

們點出來。他們不會做像這樣好好地説，“讓我們來談一下，讓我們來處理

它。” 吐！立即離開我的能量！實際上，你知道有什麼好笑的嗎？人們對那

樣會比對所有這些溺愛、迎合和軟綿綿多餘的情感還尊敬。他們希望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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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當面打他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Adamus 輕笑）。是真

的。     

開悟幾乎就像一個證悟的好萊塢化版本，因為好萊塢很難製作一部有關證悟

的真實電影。並不是那麼耀眼吸引人的，它很難表達出來，所以每個人就會

像把開悟修飾化。看看你會發生什麼了！只要去 Sedona。我的意思是，算

了（更多笑聲）。 

好的。下一個問題，Linda。你把那些問題都扔掉了嗎？ 

LINDA：不，我根據你所說的，重新排列和啟動。你有點難相處。 

ADAMUS：在她重新排序時，證悟是很自然的。確實如此，你將會到達那

裡，沒什麼大不了的。如果嘗試過，你會發現，你無法因為努力學習而進

入。你無法計劃它，如果你計劃的話，計劃將會被打破。你要做的就是允

許。你會體驗到，進入 “證悟” 是像什麼樣子，並且你的其中一部分會

說： “什麼都沒發生。” 哦！你不會相信你所正在發生的事。你只是現在

看不到它。現在，你正在發生的事情真是驚人的，因此你將其呼吸入並允許

它。你真的不能把它弄壞。你可能會分心，但最終無法將其弄壞。就是如

此。 

還有問題？ 

問題 7：去年對我來說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因為我與龍的接觸是通過乳腺

癌表現出來的。就像同時有著詛咒和祝福。我學到並意識到了很多事情，現

在我知道，只有這樣的經歷，才是使我打破生活中非常沈舊的模式的最合適

的方法。你知道，我選擇了在這一輩子證悟，現在我相信我會得到的。但同

時，我選擇在地球上至少再待幾年作為體現的大師，最後過著我從未體驗過



 

 

的生活，即證悟者在人體內的生活。我也知道你在 Keahak 中所說的一切，

以及其他很棒的材料談到關於疾病以及我們與能量的關係和自由能量體…… 

ADAMUS：唸慢一點。 

問題 7（續）：……這對我很有幫助。 

ADAMUS：在那兒慢下來。 

問題 7（續）：但是我的頭腦有時會欺騙我，這就是為什麼我需要你的一種

確認來在這方面反映我。所以我的問題是…… 

ADAMUS：哦，很好。 

問題 7（續）：……我現在感覺良好，身體正在重新平衡。 

ADAMUS：好。 

問題 7（續）：但是我是否能夠留在地球上並過著證悟的生活？ 

ADAMUS：是的。 

LINDA：還有幾個關於癌症及其含義的問題。許多問題。 

ADAMUS：當你證悟時，體內有很多的變化。身體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它

正在脫離 DNA、細胞、染色體和其他的所有舊的層次。你體內所發生的事

情實際上是相當創傷性的。不知道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是一件好事，所以你的

頭腦不會受到創傷，但是你經歷了很多事情。你現在正在許多許多不同的層

次上重新定位自己的能量。 

你們中有些人會患上疾病 － 癌症。這很嚇人，但肯定會喚醒你。我的意思

是，你們中的一些人會患上其他身體疾病，來引起你內心的反思。我不建議



 

 

你那樣做，但是有些人只是為了引起自己的注意。我希望將來看到這些新來

的人不會走那條路。那條路有很多痛苦。 

對於那些正患有任何身體疾病的 Shaumbra，現在是時候了-（Adamus 嘆

氣）我知道這聽起來有些瘸腳，因為這就是 Cauldre 所說的 － 允許完全地

信任自己，甚至對自己的身體完全的信任，這是你在這個星球上幾乎任何一

輩子都不曾作的。它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否則，科技也會將其修復。在某

種程度內，使用科技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我講得太多了，是我故意讓自己這樣做的。所以……（Adamus 再次嘆了口

氣）請耐心等待一分鐘，我們在這裡進行一些內部討論。 

LINDA：誰贏了？ 

ADAMUS：我贏了。 

身體目前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即使你遭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創傷和很深的

身體失衡，它確實具有能夠自我療癒或恢復生命力的能力。那能力沒有丟

失。 

我們正在做的一件事 － 當人類正在走一條科技路線，就像，更換身體器官

部位，或者最終進入基因療法，回春或甚至是納米技術，我們將走一條有點

不同的道路。你具有重造身體的能力，但實際上它會比你現在擁有的身體更

好，更親密。它已經在你身體的模板之內，但是我們必須經過很多的改變才

能到達那裏。   

將來我們會有一座聖殿，不是聖殿創造療癒，而是它是為人們的療癒提供了

一個安全的空間。而且 Cauldre, “療癒” 不是一個好詞。這是再生，它是

進入新的身體。從字面上看，我們這一邊已經完成了它的體系結構，最終將

會在你們的星球上顯現出來。我想強調的是，創造它的不是寺廟，而是個



 

 

人。但是，我們將在神殿中創造一個如此神聖而又安全的空間。是的，你可

以在自己家中做，而不必去這個特定的地方 – 但這將是一個你可以去的地

方，讓你允許自己進入身體和心理的最深層。它會加速從當前的細胞溝通法

（Anayatron）和當前的身體層次，轉換為不同類型的更健康的生物體的過

程，同時也將與你的自由能量體 － 即所謂的光體整合在一起。這將會到

來，我知道這會引發很多問題，而 Cauldre 不想談論它，但是我們談到

了。   

因此，問題的底線。如果你現在有任何身體疾病，讓你的能量進來 － 你的

能量 － 並找到一種方法來清理它。而且你不必監督或管理它。你只是允許

它發生。有時它似乎會在變得更好之前變得更糟，但它會清理掉。它肯定會

清理。再說一次，我有點說太多了，但是我喜歡談論它。 

當你意識到你證悟了，你們大多數人都不會感到需要出去向世人談論這個。

你不會想要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它，也不會寫關於你是如何的證悟以及類似事

情的書。這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非常深刻，非常非常私人、個人化的，

並且會有一段時間很脆弱。你不會想要任何人搞亂它。這是很 …    

LINDA：嗯，這又回答了幾個問題。 

ADAMUS：非常脆弱。但是將要發生的是有人會注意到， “等一下。你不

是去年罹患末期癌症嗎？而且你還在到處走動？而且你看起來不錯，你看上

去比我更好？那是怎麼了？” 這實際上是一個有趣的好消息，但也有些令人

恐懼，因為它可能會引起人對 Crimson Circle 的錯誤關注，因為有些人只是

想在不了解其根本原因的情況下得到療癒。也會有那些想要耶穌奇蹟的人，

我們不會進入那個範圍。所有的奇蹟對耶穌並沒有多大幫助。因此，隨著我

們的腳步，這些將是我們所要處理的事情。 

LINDA：好的，所以…… 



 

 

問題 8：你能否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說明證悟後我們的身體將會如何變

化？ 

ADAMUS：一方面，它能夠非常迅速地消除不平衡。現在，它們會在體內停

留很長的時間，然後變成了疾病。你將能夠在幾個小時內清除它們，而這在

以前，如果它會被清理的話，可能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你將具有靈敏的生

物特性，這意味著它將迅速做出反應。任何感冒或流感，你都可能會被傳

染，但它會迅速反應並非常迅速地克服。 

它會清除許多會導致疾病的古老的祖先能量障礙，你將不需要連續八個小時

或某些人需要九個小時的連續睡眠。一、二個小時，就是這樣。你的身體將

變得非常非常有反應而且富有彈性。所以，我想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很有回

應的。   

LINDA：好的。 

ADAMUS：因為現在你的身體不是那麼有反應。例如，它需要很長的時間治

癒傷口。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手臂劃開了，它不應該需要兩週的時間來治

癒。它應該只花幾個小時，這就是你的身體將來的方式。   

LINDA：好的，所以這是重複那一個問題。 

問題 9：對於所有患有任何形式的慢性疼痛或疾病的人，“當一個人體現了

他們的證悟時，這種類型的東西就會自然地消失了，而不必特別去解決它

們 ”這個說法是適當的嗎？我發現在身體持續處於疼痛的狀態中要允許是具

有挑戰性的。也許你可以談談放下這個…… 

ADAMUS：當你身體在痛苦中時，那是允許的最佳時機，因為你的身體正在

痛苦中。如果它們現在不在痛苦中，那我會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在各個層面

上都在經歷了很多事情，特別是脫離了舊的 DNA，甚至是所有神經元連接



 

 

到你的能量的方式。你知道，神經元只是連接到你自己的能量場中的一種方

式。它們是連接到光的事物，而所有這些都在發生變化。如果你沒有察覺自

己體內發生的一切，那我會感到非常驚訝。實際上，我感到很驚訝，對於某

些人來說情況沒有更糟，因為巨大的轉變正在發生。因此，我敢肯定，有很

多問題是關於疼痛的。     

LINDA：哦，是的！ 

ADAMUS：現在是允許的最佳時間。你的身體處於疼痛之中，就像， 

“哦！我不能允許，我太痛苦了。” 不。允許你直接通過，允許痛苦，它會

在那裡是有原因的。基本上是所有神經元 – 你知道，實際上沒有疼痛之類的

東西，一切都是在頭腦裏。是大腦的……（Linda 嘆了口氣）它是……好吧，

有痛苦，但是……（有些笑聲）  

一切都在頭腦中。這是神經元發出的小信號，你允許它通過，也告訴那些神

經元，不要再以舊的方式為你服務。你允許自己通過痛苦。這是真正了解允

許的好方法。 

你不抗拒疼痛，你不推開它，例如，“哦，天哪！我身體好痛。” 我知道你

們中的一些人會說，“有些天疼得很厲害，我甚至不能做到那樣。” 做吧，

就是允許你通過它，然後你會意識到，一方面，這不是真實的。我的意思

是，這感覺起來很真實，但身體上的痛苦卻不是真實的。它是由大腦製造

的，真的沒有痛苦。   

然後，你意識到，好了，你的身體正在經歷著巨大的過程，也許你應該意識

到，要偶爾好好洗個長長的澡。有時，請放慢速度。偶爾更改你的飲食。你

們中許多人仍然在做你的特別飲食。在我們所想要達到的，你不會想要這樣

做，因為你的身體在不同的日子會要求不同的東西，所以把那些放了吧。 



 

 

相信自己，還有現在要允許自己的身體。它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然後你會

意識到有一天你的皮膚、手臂或腿上或任何部位有一個深的傷口，在數小時

之內它就會痊癒了。那裡可能仍然有一個小紅印記，但你再也不像以前那樣

了。 

這就是為什麼你要留在這個星球上，將這些新事物帶入地球。它們聽起來有

些不太可能嗎？一點也不。這是你身體自然的方式。目前它的狀態才是不自

然的。好的。我有點熱情。繼續。下一個問題。 

LINDA：現在，我知道你為什麼要讓我唸這些問題，而不是當場由他們提

問。 

ADAMUS：為什麼？ 

LINDA：有些人現在正在痛苦地尖叫，真的，真的很痛苦…… 

ADAMUS：克服它！（Linda 喘著粗氣，聽眾說： “哦！” ）不，真的。

或者，你就繼續留在痛苦裡面（有些笑聲）。如果你想要就允許走過它，或

者繼續留在其中。你知道，實際上 – 你有著這個痛苦，它是一種巨大的刺

激，這是你內心的一場艱鉅的戰鬥，你做了很多 “為什麼是我” 和 “可憐

的我” 和 “我老了”，和其他。然後，你深吸一口氣，然後你允許直接進

入痛苦之中，而它似乎……  

LINDA：背痛的時候可以這樣做嗎？ 

ADAMUS：是的。 

LINDA：真的嗎？ 

ADAMUS：絕對是最好的事情。 



 

 

LINDA：真的嗎？ 

ADAMUS：絕對會… 

LINDA：好的，謝謝。 

ADAMUS：…清除。要嘛這麼作要不然就是手術，而當你接受手術，或者接

受各種冶療時，你所做的就是認可疼痛和阻塞的能量。然後你進入所有這些

問題， “可憐的我” 和 “發生了什麼事？” 和 “現在我又遇到了背部的問

題” 以及任何其他的。你允許進入其中，你直接進入它裏面，它非常的疼

痛，你就像，“哦！我再也不能允許了。” 那時你就深吸一口氣，然後允

許，你會從它的另外一頭出來，突然間，你意識到，自己在那裏和其他地

方，有很多阻塞的能量，現在一切都在活動了，一切都在療癒了。你去脊椎

治療師，你去治療師，你可以服用藥物或進行手術。核心問題仍然存在 – 就

是能量卡住，能量阻塞和人類生物學的古老觀念。 

如果你要允許並且除了允許之外還需要做其他事情，我要你想像或記住身體

的神奇，那是當初你來到地球時，你和其他人放進去的，然後生物體就發展

出來了。那個透明的水晶火焰、虛幻的碟片在那兒，你只是看不到它們。你

允許，它們就會出來了。 

在我們做 merabh 之前 － 我們會再回答幾個問題。 

LINDA：不，我們至少還有 200 個問題（有些笑聲）。 

ADAMUS：我們將播放一下剛剛的視頻，你會感覺那毛毛蟲被繭吸入了，它

非常的痛苦。我的意思是，這是一個糟糕的經歷，甚至是一個展現 

(emerging) 的體驗。你幾乎可以感受到痛苦、懷疑、恐懼和不確定性，但

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即使毛毛蟲抵抗它，它仍然會發生，然後展現

(emergence) 就會發生。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允許自己通過痛苦。 



 

 

如果你有舊的記憶、創傷，又回來困擾你，允許自己通過它們。不要逃避它

們。不要抵抗它們，允許它們。這全都是你的能量；不要假裝它們不是。這

全是你的能量。你現在允許它們為你服務。而且你不必經由身體疾病、痛

苦、精神上的創傷和發瘋來經歷。你只需深吸一口氣，然後允許：“我就是

我是。” 

繼續。 

問題 10：你有人造的人體零件和植入物還能證悟嗎？ 

ADAMUS：是的。絕對地。如果你有髖關節置換，那麼即使是髖關節也可以

證悟。我的意思是，你不會進入靈性大師俱樂部說：“我在這裡，但我的臀

部尚未證悟，請原諒它所做的任何奇怪的事，但它並沒有像我其他部分那樣

證悟。” （笑聲和 Adamus 笑著）。是的。你可以證悟的，因為證悟最終

並不是一件身體的事情。這是意識和能量的事情。我並不是建議你大量植入

各種人造部位，但是…… 

LINDA：這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 

ADAMUS：好的。當然。 

LINDA：好的。下一個？ 

ADAMUS：是的。 

問題 11：你說我們最多可以同時有四個轉世正在進行。 

ADAMUS：是的。 

問題 11（續）：當我們到達證悟… 

ADAMUS：我沒有那麼說。 



 

 

LINDA：什麼？ 

ADAMUS：我沒有那麼說。 

LINDA：是的，你説了。 

ADAMUS：我沒有說 “四” ，我說你可以有不止一個。 

LINDA：我正在唸這個問題…… 

ADAMUS：人們錯誤地引用了我。 

LINDA：好的，他們錯誤引用你的話。好的。 

ADAMUS：好的，謝謝。 

LINDA：所以同時有不止一個的轉世。 

ADAMUS：謝謝。 

問題 11（續）：當我們達到證悟時，這些其他存在是否也會自動證悟，即使

他們沒有走在這條道路上？ 

ADAMUS：首先，Shaumbra 不會走那條路。我知道沒有一位 Shaumbra 

同時有幾個轉世。我說過，對於新來的人來說，具有多個同時存在的轉世變

得時尚。Shaumbra 沒有這樣。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在證悟之前，絕對需

要整合所有的轉世。我的意思是，你無法證悟而還有其他版本的自己在那兒

徘徊。我的意思是，那將是太糟糕了。就像是殭屍之夜那樣奇怪。 “我證悟

了，但是那一部分仍然在地球上行走。” 

Shaumbra，你沒有多個轉世同時存在。一些新到的人正在嘗試中。我不會

真的推薦它，但是他們正試著快速道。對我來說，這就是很奇怪的軌道。 



 

 

繼續。再幾個問題。 

LINDA：不，不。我還有數百個。 

ADAMUS：我知道你有。 

問題 12：你在最近的幾次聚會中多次提到催眠，並建議在將來會更廣泛地使

用它。你可以延伸這個題目嗎？請解釋一下真正的催眠是什麼，以及在我們

進入證悟然後繼續留在地球上時，它是如何影響我們的能量。一位大師會始

終清楚地意識到任何形式的操縱嗎？ 

ADAMUS：催眠就是允許一個建議、一種思想、一種信念進入並接受它作為

你自己的。因此，催眠無所不在 － 我的意思是，無論是網路上、電視還是

任何其他東西 － 而且它是傳染性的。在證悟中，你意識到什麼是你的，什

麼不是你的，什麼是你毫無疑問地接受的，就像是從你的家人、老師、電視

或其他任何東西。你會很清楚什麼是自己的，然後把其他一切都放掉。你意

識到了這一點，你意識到了來自各處的所有衝動，但你意識到什麼是自己

的。你切入正題。出於某種原因，即使是 Shaumbra，有時也會遇到困難， 

“我不知道什麼是我的。” 是的。你知道的，就是任何你不喜歡的東西都不

是你的。你喜歡的東西是你的。     

你知道，頭腦是一件很有趣的東西。它就像是一個活板門或敞開的門，任何

東西都可以毫無分別、毫無疑問地進入，不會說：“那是我的嗎？” 那就是

催眠的工作原理。正如我提到的，我與 Mesmer 在催眠方面有大量的合作，

我們從動物入手。甚至動物都可能受到催眠作用，但是人類甚至比那些跟我

們作過的動物更容易受到催眠。他們允許任何想法進入，而不會懷疑這是否

真的是他們的想法。 



 

 

因此，身為一個證悟的存在，你會非常覺知什麼是你的，什麼不是。這就是

為什麼你是個不寬容的混蛋，因為……（有些笑聲）。就像 “嘿，那不是我

的，不要把它放在我身上，那是你的，那全都是你的，我不會容忍你試圖把

它放在我身上。” 。 

問題 13：那麼，如果我們讓 Shaumbra 集體證悟，地球上是否會發生巨大

的動盪？因此，這是我們等待證悟的原因之一，因為我們中的許多人（至少

我）選擇仍然生活在這個次維中。 

ADAMUS：好吧，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的！我的意思是，你是第一批，

而且不需要很多。你知道，它不需要很多，不需要幾百萬甚至數十萬。因

此，證悟開始發生。這是非常個人的。同樣，我們很快將觀看那視頻，這是

非常個人的。你實際上並不是與許多其他人一起做。只是恰好有很多其他人

正在經歷他們個人的證悟。 

突然你出來，你穿過玫瑰之果實和蝴蝶而展現出來，突然間你意識到：

“哦，我的天哪！還有所有這些其他的存在” – 我的意思是，不是數十億或

數百萬之類的 －但現在許多 Shaumbra 也展現了，那對地球有如此巨大的

影響。這就是我所說的安靜的影響。除了靈性大師之外，你永遠不會為此而

得到認可。你永遠都不會因意識先鋒而獲得獎杯，你不會成為新聞，他們不

會在日曆上為你訂下特別的日子（有些笑聲）。不。他們甚至可能會繼

續……是的。抱歉，Sart（更多的咯咯笑聲）。是的。Sart 日，是的。13 號

星期五（笑聲）。   

因此，這有點是一個好消息，因為我不認為你真的想要那個。但是，所將要

發生的是，幾百個，也許幾千個或更多的人允許他們的證悟 － 這實際上不

是一個心靈過程 － 對地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就是它的樣子。想像一下，這個工作室大小的房間完全被隔絕任何光線，

使其變得非常非常非常地黑暗，一個微小的小燈，亮起。那對這房間產生了

很大的不同。仍然是很漆黑，但突然間有一盞燈，一整棵都開著燈的樹亮起

來了，然後是兩棵，三棵和五棵樹。仍然有很多的黑暗，但是現在有大量的

光了。 

光不是一個力量。它不會很侵略性地試著改變任何東西。它只是放光或照亮

別人從未見過的可能性。一個真正生生世世迷失，不知道出路的人，已經讓

自己陷入如此的黑暗中，他們有自殺傾向，而那光照亮了他們自己能量中的

可能。當我們進入機器時代的深處時，它為人類照亮了無限的可能性。我們

將如何處理人工智能？未來 30 年，地球將發生什麼變化？沒有那光，我確

實知道它會帶到哪裡去，那將不是一個好地方。 

只要一點點光照亮可能性 – Jean, 我想你能找出我在 2007 年 Quantum 

Leap 中的演講，基本上就是關於這一點。我不是説同樣的這些話，而是

說：“地球上正在發生許多變化，那些你甚至沒有意識到的變化” 。 沒有

從任何地方來的光，它可能會在地球和宇宙中帶來更大的額外的黑暗。只需

一點點光，它就會為在實驗室工作的工程師（例如，納米技術）照亮，突

然，光使他或她意識到他可以將正在做的東西用於非常有益的目的。它不需

要僅是為了牟利或軍事目的。  

它具有巨大的影響。沒有人會為你所做的事情而給你證書，但是你將會知

道。你將知道為什麼你選擇在這裡，以及為什麼你基本上延遲了自己的證

悟。 

因此，光 － 我稱之為光，但是是意識 － 現在是如此地重要。我的意思是，

不是像嚇人地重要，但這是必需的。它是融合科技、意識、人類，事實上是



 

 

下一階段的人類。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非常簡單（Adamus 輕

笑）。   

LINDA：那真是太甜美了。謝謝你。 

ADAMUS：是的。我就是那種傢伙（有些笑聲）。繼續。還有兩個問題。 

LINDA：好的。這是一個總結性的問題。因此，再次說明，我閱讀了所有這

些問題，然後…… 

ADAMUS：我想我已經全都回答了。 

LINDA：不，等，等等。這有點… 

ADAMUS：好的。 

LINDA：請讓我說完。 

問題 14：所以，我的問題是所有的問題都是不可避免地想要知道，他們想確

信自己被健康，人際關係，豐裕或自我價值的絆腳石困擾著 – 他們仍然可以

超越這些，而證悟嗎？ 

LINDA：這裏每一個問題都與遭遇到的困難有關。 

ADAMUS：當然可以。 

LINDA：幾乎所有這些，從遭遇到的困難，到證悟。 

ADAMUS：是的。 

LINDA：你的每一個回答都說有一個方法可以通過這些困難。 



 

 

ADAMUS：克服它（有人說， “哦！” ）。不，我的意思是 － 不，你誤解

我的意思了 – 要嘛你留在其中，要嘛你走過它。就是兩者之一。   

留在導致你痛苦的人際關係中。留在健康問題中，當我說 “留在裡面” 

時，我是在說進入裡面，試圖弄清楚它，與之對抗，半夜醒著，試圖弄清楚

它，“我該怎麼辦？” 還有 “哦，我不能離開這個關係，因為沒有我，他

們會很難過”或 “他們會從懸崖上跳下來” 或 “因為我生命中需要戲劇

性” 或任何其他東西。留在裡面或走過它。 

走過它意味著：“哦，好的。我釋放了所有這些東西。” 你無需做任何事

情。你不必去告訴你的伴侶搬出去，你只需釋放它，然後它就會發生。記

住，這全都是你的能量。如此而已，就這麼簡單。就是走過它。或者我們可

以在這裡再坐上十年，繼續談話，然後有更多的問題。或者我們集體走過

它。我相信你已經準備好要走過它了。我確實相信你不知道該如何……（一

兩位拍手，然後更多掌聲）是的，兩個應付式的掌聲！（現在更多的掌聲） 

你不確定是否得到允許去走過它，就像這麼簡單，例如，“哦，你是說，我

可以走遇它嗎？” 我就説，“是的！” 

“你確定嗎？” 是的！是的。或者你可以停留在裡面。但是我認為你所需要

的只是走過它的許可，然後它就會發生。然後人際關係會重新創建自己或取

消自己。健康問題，豐裕問題。你知道的，我對豐裕問題如此感到厭倦。如

果你是新人，請不要來這裡抱怨自己的生活豐裕問題。我現在已經對它厭倦

了。這全是你的能量。除非你接受舊的群眾意識概念，否則你怎麼可能會有

豐裕的問題？如果你相信群眾意識，那就走過它吧！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 走過它！ 

因此，讓我們回到 – 哦，你還有一個問題。   



 

 

LINDA：嗯，這是完全不同的看法。 

ADAMUS：好的。 

LINDA：好的。 

問題 15：身為大師，我們將如何與其他人互動？ 

ADAMUS：你的意思是大師對大師嗎？ 

LINDA：我不知道。我完全按照原樣讀了這個問題，因為我可以用兩種方式

來讀它。 

ADAMUS：再念一遍。 

LINDA：我們將如何以大師的身分與他人互動？ 

ADAMUS：好的，我覺得他的意思是 “與其他人互動” 。不是一直都很好

（有些笑聲）。不，你將對他們感到無聊和厭倦。現在，你將遇到絕對優

秀、有創造力、奇妙的人，而在此之前你可能沒有遇到過，因為這個星球上

有一些很棒、令人驚奇的存在。還有一些非常非常有天賦的藝術家，他們現

在在這個特殊的時間回來這裡。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 － 我不希望這聽起來

太難聽，特別是如果你是新人 － 但你就是不會與他們融洽相處。我的意思

是，沒有吵架，但是你怎麼說呢 － 很無聊？何苦？我不……（Adamus 輕

笑）   

LINDA：那將如何激勵別人？ 

ADAMUS：因為你將在 Shaumbra 和其他人中找到一些很出色的。但是–

恩，Cauldre 正在為此跟我抵抗，但是我想談這個，所以就走過它吧（有些

笑聲）。 



 

 

有些人就會讓你無聊到極點。他們會很入戲，沉迷於自己的痛苦中，而你們

中的一些人可能會從中發現一點幽默，例如：“嗯，他們只有 112 個輩子，

我已經有 1000 輩子了” （有些笑聲），但這很乏味。這真的很乏味。有時

候，你會在半夜醒著，“我為什麼要留下來？要照亮什麼？！”（幾聲咯咯

笑），然後你就會意識到，你在某種程度上做得很好。  

你將遇到一些令人驚訝、聰明、有創造力的人，他們可能甚至對我們所作的

或者對證悟一無所知，但他們就是令人驚嘆的存在，然後還有其他

Shaumbra。你將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我將再說一遍。 

  

靈性大師 

因此，當 Tobias 以 Sam 的身份回到地球時，他是大約 1500 多位靈性大師

中的第一位回來的。他說，他們回來只是為了享受生活，因為他們在他們的

最後一世時確實沒有享受生活。他們有點是經由受苦而進入證悟。他沒有說

出完整的故事。 

他們回來享受生活，但是…………（有點振作起來）……他們是回來和你在一

起的。來與你見面，與你建立聯繫，與你分享，向你展示自己，當你走過所

有其他這些東西、當你允許你的證悟時，他們就會這麼做了。他們不會在你

作到之前來的，你不會與他們在那之前見面的，但他們會成為你生活中的一

部分。  

因此，讓我們看一下…… 

LINDA：等等，等等！你要哭嗎？ 



 

 

ADAMUS：不，我不是。Linda（有些笑聲）。不，我不是。全都是

Cauldre。有時候他很敏感（咯咯笑）。請把燈放暗。讓我們再次放映毛毛

蟲的故事。他真是喜歡哭（有些輕笑）。燈放暗。 

（此視頻開始，顯示了毛毛蟲在樹枝上爬行）  

救命，我又做了一次， 

我已經來過這裡很多次了， 

今天又一次傷害了自己， 

而且，最糟糕的是沒有人可以怪罪 

成為我的朋友，抱緊我， 

包緊我，抱住我， 

我很小又有需要 

溫暖我，呼吸我 

（Adamus 發出信號以暫停視頻） 

好的，這就是人類的旅程 － 緩慢而艱苦 – 你會感到無聊和痛苦，並且，

“哦，拜託，讓我溫暖起來。感覺我，包住我，抱住我，安慰我。” （有些

咯咯笑）然後讓我們繼續。   

（視頻恢復，現在顯示了一個繭） 

哎喲! 我又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到處都找不到我， 

是的，我想我可能會破裂 

再次迷失自己。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youtu.be/PvmyKdi2EV0


 

 

（Adamus 再次打斷） 

好的。現在，這是人類進入證悟的過程，從覺醒到大師，仍然自言自語：

“扯，扯，扯！” ，“我迷失了自己，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幫助我，找到

我。” 這是允許的時刻了。 

現在是人類，我是說，是毛毛蟲在繭中，頭腦仍然是喋喋不休，而所有這些

都是在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發生的。人類認為他會以某種方式負責證悟，而

事實並非如此，並且人類以為他可以影響證悟，但卻不是。因此，它仍然喋

喋不休，忘記了只要允許並享受這自然的進入展現的過程。是的，如果你是

毛毛蟲，如果你一直在思考毛毛蟲的思想和在歌中唱著毛毛蟲的歌詞，這會

有點不舒服（有些笑聲），但這都是非常自然的過程。因此，現在讓我們真

正地去感覺到它開始展現，以及那展現帶來的一點尷尬，但後來它真正變成

了蝴蝶。請繼續。     

（視頻恢復，現在顯示蝴蝶正在出現並等待其翅膀成熟並展開） 

……我感到不安全 

成為我的朋友，抱緊我， 

包起我，抱住我， 

我很小又有需要 

溫暖我，呼吸我 

成為我的朋友，抱緊我， 

包起我，抱住我， 

我很小又有需要 

（Adamus 再次打斷） 



 

 

好的。你看，“我很小，我很有需要，抱著我，成為我的朋友，呼吸

我。” 閉嘴！（笑聲）走過它，讓事情繼續下去。請。 

（視頻播放，蝴蝶飛騰） 

溫暖我並呼吸我 

因此，對於所有新來者，歡迎來到 Crimson Circle（笑聲）。我們在這裡做

的事情有些不同，而且我們做得很有趣。這是一群正要進入證悟的很棒的天

使，是的，有時候會很痛，有時候是非常非常尷尬的，有時會有極大的恐

懼。當你達到這些點時，你會深吸一口氣，並允許，因為這是一個自然的過

程。 

你會看到，儘管有所有的焦慮，唱歌，歌曲，話語以及其他所有東西，還有

“抱住我” 和 “救我”，但毛毛蟲還是進入了繭中，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一

種它從未曾想到過的形式，這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當感到痛苦時，當出現

人際關係問題時，甚至當出現金錢問題時，當有舊的缺乏自我價值的時候，

吸入它並允許它，不要逃避它，不要退縮，不要試圖弄清楚，停止所有的噪

音，然後就是允許。然後，你將利用這種動態，在痛苦之中允許，並將你自

己從繭中彈射出來，成為你完整，真實的存在。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我認為我們今天解決了三個問題？（笑聲）讓我們一起

深呼吸，我衷心真誠地感謝那些提出問題的人，誠摯的謝謝你加入了你的能

量。無論你的問題是否被大聲地唸出，你知道你的問題以某種方式被問了。 

LINDA：能量是在那裡。 

ADAMUS：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深呼吸，進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美。 



 

 

我愛二月。我喜歡二月，因為它是展現的一個月份。現在是挺身而出的時候

了，我們到了 2020 年 2 月，真是太神奇了。 

你會遇到問題，而當你遇到問題時，請不要打電話給我；只要記住，一切創

造都是美好的。 

謝謝你，也謝謝親愛的 Linda。謝謝（觀眾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