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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聖日耳曼的 Adamus。 

當我們開始 2020 年 3 月的月聚會時，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嗯。聞聞空氣。

我在播放音樂的時候就這樣做了。啊! 這麼香的味道。（ 此聚會正在夏威夷

的 Ahmyo 別墅舉行。） 

您可能聽說過，我曾經以我的化身馬克·吐溫、塞繆爾·克萊門斯的身份來到

這裡，我喜歡島上的美麗。甚至在那個時候，當我在這個島上閒逛時，我對

自己說：“總有一天我必須回來。我得回來” ，我們在這裏了。我不在肉體

中，但我非常接近它。非常接近它，使用 Cauldre 的身體，你的全部。希望

你不要介意。 

我們今天開始時的一些注意事項。有很多新人在傾聽並會繼續如此，所以我

將每隔一段時間停下來解釋我們對 Shaumbra 這些老將所使用的一些術語。

我喜歡這個詞，“ Shaumbra 老將”。請不要感到無聊，[這是] 給新人，給

新手的。新手們，我會盡我所能解釋，以便你能趕上。讓你不會太困惑。 

https://www.crimsoncircle.com/


 

 

所以，另一個注意事項是，我們今天談論的，實際上可能是我們一直在談論

的，但特別是今天，可能看起來有點超過，有點牽強，就像科幻小說或一些

幻想。它真的不是的。你知道世界變化非常非常快，地球上正在發生很多事

情，速度比地球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快。但如果感覺不對，就放下它，放下它

吧，如果感覺不對，就放下它吧，你不必相信它，你不必相信它，感覺一下

什麼適合你，那永遠是最重要的。僅僅因為我這麼說，僅僅因為我是靈性大

師（Adamus 笑），僅僅因為我已經證悟了並不意味著你需要接受一切。但

我會提出警告，遲早你會回來說，“該死！他是對的，他是對的。” 

  

新冠病毒 

所以我們需要從討論這個星球上最熱門的話題開始。那是什麼？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冠狀病毒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樣子，在今天我們的聚會結束時，您

也許會看到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好吧，冠狀病毒現在這個星球上到處都播放著它的新聞。這是為什麼？嗯，

因為…… 

LINDA：戲劇。 

ADAMUS：戲劇性，但因為新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速。你會非常非常快地

得到新聞，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博客上以及其他一切，都非常非常快速。它

顯示了在地球上東西能以多快的速度進入意識，每個人都去注意它。它進展

得如此之快，消息傳播得如此之快，部分原因在於它是戲劇性的。它有很多

戲劇性，很多人都對戲劇投入注意力。他們喜歡發布一些不真實的東西。現

在有很多關於它的誤解，但有很多戲劇性。而且，我的經驗是，儘管人們說

他們不喜歡戲劇，但他們喜歡它。他們喜歡它，否則它不會出現在他們的生



 

 

活中。否則，他們會離開它。他們會遠離它。但他們喜歡它。他們的能量滋

養著它。這有點像一種奇怪的方式在提醒他們他們還活著。所以現在這個星

球上正在發生很多關於冠狀病毒的戲劇。 

這裡有人感染冠狀病毒嗎？我應該在開始之前就問一下。這裡有人感染過

嗎？沒有？在線上觀看的，任何 Shaumbra 有冠狀病毒嗎？ 嗯？如果你

有，你會承認嗎？如果你坐在這裡，你會承認嗎？ 

每個人都有了，每個人都有了，你裏面有了可能性，你的基因或染色體本質

上有它，只是它沒有表現出來，沒有被帶到表面來。就像你們每個人都有癌

症的基因和染色體，以及幾乎所有你能得到的令人討厭的東西。你不一定從

外面得到它，因為有人走過來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所以它突然來到，你知

道，就是面對面（Adamus 擁抱 Wim）。哦，對不起。我很抱歉（Adamus 

輕笑）。你內在俱有了可能性，它已經在那裡了，它只是被事物觸發，被注

意力觸發。新聞中對它的大量關注實際上可以觸發它。所以每個人都有了。 

所以將此深吸一口氣。你已經有了。別擔心。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會表現出

來。 

在我們最近的一次工作坊中，我談到了冠狀病毒，我說存在的每種病毒都有

其能量模式，它起源於某種東西，它不一定是它看起來的樣子。例如，冠狀

病毒是地球上經濟的能量。它是經濟失衡，所以病毒進來了。你知道性能量

病毒嗎？它是一種意識病毒。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身體和頭腦中，但冠狀

病毒是一種經濟病毒。 

看看發生了什麼。沒有那麼多人得到它。你認為現在有多少人受到它的困

擾？有任何猜測嗎？有任何好的猜測嗎？ 

SHAUMBRA 1（女）：五萬。 



 

 

ADAMUS：有多少？ 

SHAUMBRA 1：大約 50,000。 

ADAMUS：五萬。其他人呢？大概兩百萬，億？不是？現在實際感染的人數

大約為八萬。並非所有人都被診斷出來。 

有多少人因此喪生？（有人說 “三千” ） 四千。好的。是的。你要嘛看新

聞，要嘛非常有直覺（Adamus 笑）。大約 4,000。現在，這是很多人。但

在事情的計劃中，就病毒而言，這並不是很多。今年美國的正常流感，自從

流感季節開始以來 － 那是什麼時候，大約 10 月份 － 美國有 3900 萬人感

染了流感。那是好多啊。那比冠狀病毒要多得多，但它不在新聞報導中。其

中，大約有 30,000 人死於普通的流感。 

所以，你看到整個冠狀病毒事件發生的奇怪的動態、戲劇性和不平衡。它在

新聞中，它無處不在，每個人都在談論它，人們在恐慌，人們會到商店並買

光了 － 不是雙關語 －衛生紙和洗手液以及所有其他東西。到處恐慌。前幾

天 Cauldre 和 Linda 購物時我突然出現 － 新來的人，我順便說一下，

Cauldre 就是我所說的 Geoffrey － 那天 Cauldre 和 Linda 購物時，它真是

瘋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人們匆匆忙忙，互相推擠，從別人的手

推車上取下衛生紙，然後把它放在自己的推車上（有些笑）。那是 

Cauldre！（笑聲）太神奇了。我的意思是，我簡直不敢相信，他是我的傳

達訊息者！（更多的笑聲）     

因此，人們對冠狀病毒感到非常恐慌。在某種程度上，這很好，因為它帶來

了全球意識。現在世界上沒有其他東西能引起這種關注，將注意力集中在某

些事物上。但是，從本質上講，它實際上是關於經濟的。 



 

 

你知道，每一種病毒都有它的能量模式，它在其他方面的意義。這就是經濟

病毒。看看它在做什麼。看看它是如何影響地球的，它影響著一切。旅行 – 

人們停止制定旅行計劃，他們很害怕，他們得到這個的機會大約是 

0.002%。大約是 0.002%，不是很多，但人們正處於這種歇斯底里的狀態。

甚至如果他們想到 “機場” 這個詞，他們就會認為他們會感染到它了，就

只是想著 “機場” 這個詞。它造成了很多的干擾，並將繼續發生在與旅行

相關的任何事情上 － 航空公司、酒店、商務會議、去辦公室。實際上，任

何需要與團體進行交易的事物都會在這個星球上受到影響。 

它最終還將影響食品分配，因為例如，農民可能不想去市場，卡車司機不想

把貨物拖進來，沒有人想去雜貨店，因為他們害怕去那裡被感染。所以它真

的會對分銷和商品產生重大影響。 

現在，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它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大約 3 ½ 至 4 ½% 的經濟

影響。你說 － 好吧，你的錢包裡有多少錢？（對 Lydia）現在，你錢包裡有

多少錢？（微微停頓）你可以拿他的 － 拿她的錢……你口袋裡有多少錢？ 

WIM：現在？ 

ADAMUS：現在。 

WIM：兩百美元。 

ADAMUS：兩百美元。所以這就像輸了四美元之類的。你會過得去的。你知

道，你可能不會懷念那四元，你甚至不會想到它，你口袋裡就只有這些嗎？ 

WIM：是的，是的。 

ADAMUS：你來自波蘭？ 

WIM：是的。 



 

 

ADAMUS：你在這兒四處旅行？ 

WIM：因為我有一張卡。 

ADAMUS：你有一張卡片。哦，你有一張卡。好吧，我本來打算給你一些錢

來幫助你，因為這就是你的全部。 

WIM：謝謝。 

ADAMUS：不過沒關係。你有一張卡，但我還是會給你錢。只是（Wim 輕

笑），只是，只是……（Adamus 遞給他一些現金）好吧，幫你在這個島上

四處走走。是的（觀眾說 “哦！”還有一些掌聲）。 

我也想說明一點 － 讓豐裕來到你身旁。如果你擔心這整件事，讓富裕來

吧。他甚至沒有要求錢，他沒有想要，但他得到了。順便說一下，開始期待

吧。它就是會來到你身旁。你來這裡並不是想著坐在這裡會得到報酬。他

說，“我永遠不會花那個錢！” （一些笑聲）  

所以，它會產生影響，比方說，大約 3.5%，也許是全球經濟的 4.5%。現

在，這是很多錢。這是一大筆錢，但不是真的，因為在這整個可怕的事情結

束後，事情會恢復正常。人們需要回去補充他們的用品，然後他們會想，

“哦，天啊，我沒有足夠的衛生紙，我沒有足夠的應急食物，現在我最好也

儲備一下” ，所以他們會多買一點。 

但最終，它帶來了一個焦距，一個全世界的焦距。最終，它影響最大的是經

濟，但最終它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如果您在股票市場，如果您是投資者，請

在價格下跌時立即投資，因為價格會回升。我的意思是，有些航空公司，有

些可能會倒閉，但他們遲早會想辦法賺你的錢，他們很快就會恢復正常。 



 

 

但我想要你感受一下這個星球上真正發生的事情，它的恐懼，事實上真正被

傳染的人並不多。最壞的情況 － 我已經做了一些計算 － 最壞的情況是可能

會有 1 億 到 1.4 億的人得到它，那是很多人，那是很多人生病，那是很多躺

在床上。但最終死亡率其實並沒有那麼高。它類似於或略高於普通流感。 

所以，是的，很多人死了，我並沒有掩蓋這個事實，但這只是地球上的某種

東西，就像癌症一樣。它會發生。我不是掉以輕心，但我是說我們不要對此

反應過度。讓我們看看它到底是什麼。 

  

經濟平衡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希望 Shaumbra 能停下來看看自己的經濟平衡，他們

自己的經濟平衡。在與你們所有這些很棒的 Shaumbra 打交道時，我需要處

理的最令人沮喪的事情之一就是金錢議題，金錢議題，我們已經談論它到令

人作嘔，一遍又一遍。還有一些人仍然堅持他們的缺乏豐裕，然後他們是從

頭腦的角度來做。他們說，“嗯，我從來沒有過，我不知道如何得到它，它

是腐敗的，而且是大公司和大企業。” 所以你會繼續那樣子。我希望你就是

停下來說，“不，我很豐裕。我允許如此豐裕。” 你不需要知道任何關於賺

錢的事情。你不必有一份高薪工作。你甚至不必辭掉你現在的工作，我知道

你頭腦在說，“好吧，你説得很好，但現實是……”，現實是你所想要的，

不一定是你所認為的。所以你改變了你對豐裕和經濟的整個觀點。 

我聽到很多人抱怨說，所有這些大公司都在做這些對他們和對世界不好的、

破壞性的事情，你知道，那就是一個受害者。它確實如此。我不是在為大公

司辯護，但我所看到的是它們變得如此地大，最終會分崩離析。你知道，真

正讓世界動起來的是小公司，從農夫開始，然後是小商家、小企業家和小發

明家和創造者。這才是真正的運動。 



 

 

一旦事情進入大公司層面，它就會放緩。它變得低效。他們承擔的風險非常

非常少，最終他們會被破壞和取代。這幾乎是一種自然的節奏。他們變得如

此龐大，他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了，然後內部腐敗就會開始，最終他們

分崩離析。看看一些不再存在的大公司。我的意思是，在你的一生中很大的

公司。Cauldre 給了我一些關於這方面的信息 － 柯達。柯達是巨大的。你到

處都能看到柯達。他們現在在哪裡？沒有了。沒有了。 

所以我想讓你們停下來，在冠狀病毒的整個時期 － 它將持續大約六個月，

你會在這個星球上看到它，它會出現在新聞中，會有很多對此的恐懼和擔憂

－ 我希望你停下來，真正評估一下你自己的經濟。你需要一種病毒，這種病

毒已經在你體內，你需要它出來加入這場會影響你健康的戰鬥嗎？還是你願

意允許豐裕？不要擔心它來自哪裡，你不必創業或類似的事情，你實際上不

需要做任何事情，除了允許它然後它就會在那裡。看看 Wim，靈性大師給

了他錢，他甚至沒有要求他（Adamus 笑了）。   

所以現在發生了一場大恐慌，一場真正的大恐慌，人們被恐慌所傳染。但就

像 Tobias 說的那樣，站在矮牆後面。換句話說，你查覺它，但你並沒有參

與其中。站在矮牆後面，真正看看正在發生的事情，它是如何影響地球的。

實際上它是什麼並不重要。你知道，這是冠狀病毒，但它是什麼並不重要；

看看它如何影響人們，看看它如何影響經濟，特別是它如何影響地球。 

這個星球應該是進行經濟調整的時候了，我不是在談論市場崩盤。我說的是

調整。現在地球上幾乎每家公司都必須停下來，看看並說：“我們該怎麼

辦？我們是否讓所有員工都在家工作？如果我們無法從中國或印度獲得商品

該怎麼辦？如果我們的分銷系統發生疫情，我們無法獲得所需的成份，我們

該怎麼辦？如果我們其中的一名員工因此生病了怎麼辦？” 幾乎每家公司，

至少在西方世界，都必需停下來看一看，然後說：“如果呢？” 



 

 

所以這真的是，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點不可思議，因為它導致了這種意識

聚焦。大多數人不知道這與金錢或經濟有關，但他們知道他們必須停下來做

點什麼。它對企業的影響比什麼都大。 

所以，有幾件事。你要做什麼？首先，評估一下您自己的豐裕水平。是否需

要病毒進入才能改變現狀？你是真的允許豐裕，還是你還在扮演受害者的角

色？你真的開放並允許豐裕嗎？ 

然後接下來呢？整個病毒還發生了什麼？這有點有趣，真的很引人入勝的。

它將導致人們待在家裡，它已經在這樣做了，人們呆在家裡，取消旅行計

劃，不參加會議，甚至不想去商店、任何有聚會的地方、運動聚會或類似的

地方。所以你會發現更多的人坐在家裡看電視 － Cauldre 告訴我有一種叫做 

Netflix 的東西 －看 Netflix 或者只是坐在電腦前創造更多關于冠狀病毒的戲

劇。所以它導致人們不得不回家，有點像繭的時間。這有點有趣。 

你還會看到因為很多人待在家裡而產生的副作用，他們會做一些辦公室的工

作，但不像平常時那樣多。現在他們有了額外的時間，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會

感到無聊。與其利用這些額外的時間，為他們的健康或幸福，甚至他們的靈

性生活做點什麼，他們會坐在家裡真的很無聊，並創造更多的戲劇。所以這

就是從現在起到夏天結束或者更久一點這期間，你必須期待的。 

就你自己而言，你已經更多地待在家裡了。當我說家時，不僅僅是你的物質

的家，而是你多年來一直向內。當你進入你的證悟時，你一直待在內在。你

已經在避開人群。我的意思是，大多數 Shaumbra 真的沒有太大的願望去和

其他三、四萬人一起去看體育比賽。他們一想到就畏縮。甚至不到搖滾音樂

會，除非他們是真的非常棒的。你一直待在家裡。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你一

直有點像待在繭中。 



 

 

該作什麼？別擔心，Cauldre 只是問了我一個問題。我講，他傳達訊息，但

我們同時來回互動，然後我和 Linda 交談，當他在試著傳達訊息時，我和

Linda 交談，我們談論 Cauldre，他有點聽得到。但這真的沒有那麼令人困

惑。我的意思是，對他來說是，但對我來說不是。 

於是他問我，“那多吃點維他命 C 怎麼樣？” （Linda 咯咯笑）他真這樣

問，“多吃點維生素 C 如何？這樣有用嗎？” 我會說是的，有兩個方面。

維生素 C 無論如何都很好，根據 Linda 所說的，你不能服用太多，你的身體

會排除它，擺脫它。所以你不會因為吃橙汁或其他任何東西或維生素 C 而死

亡。維生素 C 真的很好，而且很快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新聞報導說維生素 C 是

一種很好的冠狀病毒預防劑. 

不過我覺得這很有趣。我將維他命 C 視為 “意識 （consciousness）” 中

的 “維他命 C”。 

LINDA：哦！ 

ADAMUS：哦！哦！因此，服用更多的維生素 C 和為了意識服用更多的 

“C”。允許自己更加覺知，更加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我對冠狀病毒的一點看法。在我們繼續或進入下一個級別之前，我會

回答有關此的任何問題。有關於當前冠狀病毒的任何問題，所有的影響？沒

有任何問題？ 

LINDA：哦！我猜你還不錯。 

ADAMUS：是的，是的，或者他們正在睡覺，但沒關係（Linda 輕笑）。好

的。 

  



 

 

中斷和分心 

因此，冠狀病毒肯定會發生的一件事是 － 實際上是兩件事。一是中斷。您

已經在從旅行到商店用品的各個方面看到它了。將會有很多中斷，並且會擴

展到幾乎各個方面。我不是說完全關閉，而是中斷，您已經習慣立即擁有的

東西可能無法立即擁有。住在島上的你們都習慣了，但在大陸的就不一定

了。他們現在想要，就要立刻得到。 

因此，它將對一切造成很多的中斷。我的意思是 － 只是一種掃描 － 像聽證

會。並不是說這是一個大問題，但它會打斷它。任何類型的會議，任何類型

的大型聚會，都會被打斷。它將在世界各地產生非常非常具有破壞性的影

響。但你已經習慣了。當你從覺醒中走出來並進入你的大師階段時，一切都

被打斷了。因此，處理這種程度的中斷對您來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我發現的另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那就是它會是很大的分散注意力。我的

意思是巨大的分散注意力，有些人事實上真的喜歡分心，像政客，因為那樣

他們就不需作事情，例如構建新的醫院或修道路或通過有道理而不是很愚蠢

的法案，或互相打架或類似的東西。所以他們將利用它來作一個巨大的分

心。   

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分心，因為它不是這個星球上的真正問題，這不是真正的

問題。這是目前地球上一個非常臨時且非常分散注意力、充滿戲劇性的問

題。但這不是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 

讓我們停下來感受一下真正的問題是什麼。在我們在感覺和檢視的時候，我

會要來一點音樂。 



 

 

所有關于冠狀病毒的這些事情都在發生，你會讀到越來越多關於它的消息，

並且會有很多關於它的假新聞。會有一些好的真實的東西，但這是一個正在

發生的巨大的分心。   

感受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音樂開始） 

在線觀看的所有人，在座的所有人，是的，我可以輕鬆地給你們答案，但我

希望你們先感受一下。 

（暫停） 

因此，這個冠狀病毒在新聞中，天哪，甚至在這裡聚會中我們也是在談論

它。我認為我們以前從未這樣做過。這是一個很大的分散注意力。這是真正

怎麼一回事？   

（暫停） 

好的，讓音樂停止一會兒。稍微停一下音樂。只是暫停。 

（音樂停止） 

好吧，你們都想太多了，那是一團糟。我的意思是，你們所有人，甚至坐在

家裡的你們，甚至那些睡著的人。這是一團糟。 

好的，讓我們再試一次。我們會讓音樂再次響起。深呼吸，真正感受一下現

在正在發生的事情，然後離開你的大腦。離開凡夫的一面。到底是怎麼回

事？ 

好的，深呼吸和音樂。 



 

 

（音樂開始，長時間的停頓） 

好的，請暫停。 

（音樂停止） 

那好一點了，但你仍然 － 你感到困惑還是感到清晰 － ……不，你沒有感到

清晰。我知道。 

好的。讓我們作個真正的好好的深呼吸，而且不要去想，只要去感受一下。

這是怎麼回事？地球上的冠狀病毒讓你分心和打斷了你的生活。它掩蓋了正

在發生的其他事情。掩蓋了別的東西。   

好的，再放上音樂。 

（音樂開始） 

讓自己超越。 

（長時間的停頓） 

好的，暫停。 

（音樂停止） 

好吧，我們變得好一點，我們仍然有點卡住了。你們中的一些人真的開始明

白了，但不是很多。好的，但我要請 Linda 拿著麥克風，我們會問一下你們

的感受。好的，Linda。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有這個巨大的分心，

但在那底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SHAUMBRA 2（女）：我認為這與主權有關。 

ADAMUS：主權。 



 

 

SHAUMBRA 2：是的。 

ADAMUS：是的，最終一切都是與它有關。是的。 

SHAUMBRA 2：自我價值。 

ADAMUS：自我價值。 

SHAUMBRA 2：尤其是在冠狀病毒開始的中國，人們不覺得他們應該獲得

自由。  

ADAMUS：嗯嗯。好的。 

SHAUMBRA 2：我認為這將是他們自由的開始。 

ADAMUS：好的。 

SHAUMBRA 2：無論如何，希望如此。 

ADAMUS：是的。好的。其實是對的。不完全是我的方向，但那是正確的。

但是我要去的方向，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夠搞清楚。 

SIGLINDE：我聽過 ProGnost。所以我在想一方面是技術革命，意識可以以

這種方式擴展，而在心靈方面，我們可以體現生命能量，然後這種在外面的

危險。因此，作為對星球覺醒的可能性的反應。 

ADAMUS：是的，確實如此。這和我們在 ProGnost 中談到的類似，所有的

科技都在改變。很好。是的，無論如何你都在正確的範圍內。好的。再來二

位。你有什麼感覺？只是瘋狂吧。 

LULU：嗯，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改變和深入的轉折點。 

ADAMUS：是的。誰的轉折點，你？ 



 

 

LULU：我認為這也可能是在科技方面。因此，現在科技將試圖找出它是什

麼。 

ADAMUS：對。 

LULU：有了它，它會隨著信息走得更遠，它會讓其他這些人開放意識。 

ADAMUS：很好。是的。非常接近了。好的。再來二位。你認為這一切到底

發生了什麼？ 

SHAUMBRA 3（女）：我覺得人們變成很誠實地說，“我不喜歡別人。” 

ADAMUS：（笑）沒錯。那是 － 是的。 

SHAUMBRA 3：其他人，是的。我想，是的，我們戴著口罩，所以。 

ADAMUS：是的，這有點像它的效果。但不是這個理由，但突然間你有一個

很好的理由不要與人交往，並告訴你不喜歡的某個人，“我只是想和你在一

起，” 你知道，你不必告訴他們你不喜歡他們，但你有一個很好的藉口。就

像，“呃 － 咳！咳！咳！– 我想我感染了什麼。也許我們不應該在一

起。” 好吧，還有幾位。     

RON：嗯，我一直看到政治環境和分離同時發生，每個人都在分離和分離。

我想知道它是否在一兩年前出現在星星中，但它是同樣該死的事情，我認為

一些自我發現確實發生了。 

ADAMUS：是的。是的。好的。這些都很好。不完全説到點，但他們都很

好。 

SHAUMBRA 4（女）：嗯，我想到的是可能人們在投射他們的困惑，焦慮

程度。 



 

 

ADAMUS：是的，他們是的。我的意思是，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的恐

懼 － 現在有很多的恐懼正在發生。如果你能讓人們為恐懼付費，你現在就

是百萬富翁，因為他們陷入了恐懼之中。但是是的。好的。再一位。再一

位。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 

SHAUMBRA 4（女）：我想也許是另一個 911 呼喚。 

ADAMUS：哦，有趣。恐怖分子？ 

SHAUMBRA 5：不。 

ADAMUS：哦。 

SHAUMBRA 5：叫醒的呼喚。 

ADAMUS：叫醒的呼喚。是的。 

SHAUMBRA 5：帶給人們更多 － 提醒人們。 

ADAMUS：是的。所以他們注意正在發生的這一切，但這最終將如何改變他

們的生活？ 

SHAUMBRA 5：覺醒。 

ADAMUS：覺醒。 

SHAUMBRA 5：覺醒。 

ADAMUS：好的。 

SHAUMBRA 5：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 

ADAMUS：好的。 



 

 

SHAUMBRA 5：你知道，喚醒沉睡的人。 

ADAMUS：好的。那挺好的。好的。 

所以我的回答 － 你們中的一些人真的很接近它 － 但我的回答是它真的分散

了我認為是地球上最大的病毒的注意力，而產生了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其他

影響。最大的病毒是科技。科技。有關它的去向、發展速度以及它對人類的

影響而言，這些並不是很多人在談論的。所以我們有其他的東西在這裡上

演，每個人都忘記了看看真正的病毒是在科技中發生的。這很有趣，因為軟

件會有病毒。每個人都害怕軟件病毒。設備能真的得到病毒，但科技本身就

像現在這個星球上的一個病毒。換句話說，它就在那裡。它有可能走這條路

或那條路。它可能會使地球上的事物變得非常糟糕，或者實際上它最終也可

能使地球上的事物變得非常好。但這是一個大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當你說 

ProGnost 時，是的，它都與那類型的事物有關。這是地球上發生的最大的

事情，但很少有人談論它。   

它不僅在改變人們和改變人類，它最終將改變所有的創造。在這個星球上科

技所做的事情最終將改變外面所有的一切。   

所以，如果你願意，再次感受一下，伴隨著再次感受音樂。讓我們感受一下

這個科技。我知道我經常談論它，因為它非常重要。 

（音樂開始） 

這就是你在這個機器時代、科技時代來到這裡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你將自

己的證悟推遲了好幾世以便你現在就可以在這裡。這是地球上發生的最大的

事情。 



 

 

但它有點，嗯，不是隱藏的，而是安靜的。人們更願意談論有關冠狀病毒，

它會在幾個月內或到年底消失。但他們並不是在談論真正的病毒，即最終會

影響人體的病毒，因為科技將使半人半機器人成為可能。 

他們不是在談論科技如何改變地球上的意識。他們認為科技是一些書呆子坐

著編寫軟件，然後最終用戶使用它來使事情變得更方便。 

你的智能手機上 － 也就是那我稱它為有智力的鏡子 － 有多少個應用程序？

有多少個應用程序，可能是 30、40、50 個？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事情變得

更方便一點。但是，您知道，這是病毒的滋生地。 

換句話說，人們並沒有停下來去真正了解科技的發展方向。我一點也不是說

這很不好。我喜歡很多科技，但它們的方向呢？那是真正的病毒，它還沒有

浮出水面。 

你說，“好吧，一個科技病毒是如何到表面來？” 嗯，兩種方式。當然是軟

件問題。有可能感染全球各地的軟件，這些軟件是您現在認為對日常生活必

不可缺的。20 年前你不會想到，但現在它是必不可缺的。 

但最終，就像冠狀病毒一樣，這種病毒有可能影響人體。它會出現在某種類

型的流感中，出現在一些實際上已經存在於體內的東西中，一些已經存在於

體內但尚未表現出來的潛在失衡。它可能是流感，也可能是別的東西。因

此，這種可能性就在那裡，相比之下，這將使冠狀病毒看起來很渺小。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真正的病毒都與科技有關。 

並且完全不用害怕。當你了解它時，當你有覺知和了解時，就沒有什麼可害

怕的。當你不害怕它時，你就不會吸引它，它永遠不會成為你生活中的一部

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現在它是完全的分散注意力 － 這整個冠狀病毒，對

一切事物 － 政治、企業、一切事物的完全分散注意力。  

（音樂結束） 

即使是毒販，他們也遇到了困難，因為他們必須將他們的非法毒品帶到市

場。這意味著人們互相觸摸，觸摸商品。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是普通企業，

而是所有企業。很抱歉，你們中的一些人對此感到沮喪（Adamus 輕笑），

但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未來六個月 

現在還有其他事情正在發生，我會說比地球上正在發生的科技更大。這有點

像有關科技的一切帶來的結果，但它現在正在發生。 

在我繼續之前，讓我們再放上音樂。我今天要把 Peter 逼瘋了。 

（音樂開始） 

我希望你首先感受一下接下來的六個月在個人層面，感受你生命中接下來的

六個月，那就會到九月，你生命中接下來的六個月，你能感覺到那麼遠嗎？

我不是在談論小細節，而是在你生命中接下來的六個月中的一般感受。 

（暫停） 

大多數人都能看到 － 感覺 － 接下來的兩週左右。我要你感覺大約六個月。

同樣的，不是感覺細節，也不是心靈預測，而是接下來六個月的總體感覺是

什麼？   

（暫停） 



 

 

當我說一般時，是不是感覺有一些焦慮？困惑？也許什麼都沒有？也許是巨

大的自由和快樂？但是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感覺如何？我剛剛從某人那裡聽

到的答案之一，非常簡單，非常明確，“哦，該死。” 

（暫停） 

六個月。那會有什麼？ 

現在，不僅要感覺你自己的個人層級，現在還要感覺一下接下來的六個月裡

全球層面。不僅僅是關于冠狀病毒。 

（暫停） 

不要試圖具體，而只是感覺，它的本質。感覺怎麼樣？ 

（更長的停頓） 

好的。好的。Linda，怎麼樣，拿起麥克風，我們將對觀眾進行一個真正快

速的調查。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你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感受，然後對這個星球的感覺？ 

（音樂漸弱） 

WIM：對我來說，這將是快樂的時光，快樂的日子。 

ADAMUS：歡樂時光。 

WIM：是的，絕對的。 

ADAMUS：每天的歡樂時光…… 

WIM：你知道，…… 



 

 

ADAMUS：……在 Wim 的地方。是的。 

WIM：是的，絕對的。但總的來說，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將有大規模的覺

醒。 

ADAMUS：大規模覺醒。 

WIM：大規模覺醒。 

ADAMUS：好的。 

WIM：大規模醒來…… 

ADAMUS：當你說大規模…… 

WIM：大規模的，完全是全球性的。 

ADAMUS：每一個人。 

WIM：不是每個人，而是很多人。 

ADAMUS：佔人口的百分之幾？ 

WIM：我甚至可以說有 30% 的人説 “夠了。我必須重新開始。” 

ADAMUS：對。 

WIM：這就是我在這期間的感受…… 

ADAMUS：哦，好的。 

WIM：好嗎？ 



 

 

ADAMUS：太好了。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將在靈性大師聚樂部為您舉辦一場

盛大的派對。是的。嗯，無論如何我們都會這樣做，但是…… 

WIM：絕對的。  

ADAMUS：（輕笑）很好。好吧。好的。謝謝你。 

WIM：謝謝。 

LINDA：更多人嗎？ 

ADAMUS：是的。對接下來的六個月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KATHLEEN：對我自己？ 

ADAMUS：嗯嗯。 

KATHLEEN：我的證悟紮根。 

ADAMUS：嗯嗯。那感覺如何？ 

KATHLEEN：能夠在這個現實中，舊能量和新能量。   

ADAMUS：好的。 

KATHLEEN：因為我現在正試圖把它呼吸進來。 

ADAMUS：是的。 

KATHLEEN：保持接地。 

ADAMUS：是的。你最近被禁足了嗎？ 



 

 

KATHLEEN：它經常變化。這裡，那裡，意識到我正在做這兩種事情並且變

得更加舒適。 

ADAMUS：好日子，壞日子？ 

KATHLEEN：是的。 

ADAMUS：是的。哪一個 … 

KATHLEEN：但是變得更舒服了。 

ADAMUS：是的。在糟糕的日子或美好的日子裡變得更自在？ 

KATHLEEN：我猜兩者都有。 

ADAMUS：兩者都有。好的。 

KATHLEEN：兩者都可行。 

ADAMUS：那在地球層面，六個月後，你感覺到了什麼？ 

KATHLEEN：我覺得在全球範圍內會有更多的機會和認可可以分享。 

ADAMUS：好的。好的。你不認為人們的貪婪會接管控制，而是分享他們所

正在竊取的？ 

KATHLEEN：希望它來自所有私人和政府的領域。 

ADAMUS：好的。好的。我們這裡有一些樂觀主義者。 

是的。個人的。當您從個人層面上感覺六個月以後，您感覺到了什麼？ 

NANCY：就我個人而言，我感覺很好。我感到幸福。我沒有感覺害怕。 



 

 

ADAMUS：好的。全球呢？ 

NANCY：就是害怕在讓我退縮。但在對全球的感覺，我並不那麼樂觀。 

ADAMUS：是的。你感覺怎麼樣？ 

NANCY：總感覺到可能是糾紛、爭議或者 － 我不知道為什麼。 

ADAMUS：是的。 

NANCY：但如果我們不想，我們不必處理那些類型。 

ADAMUS：是的。那像騷亂或類似的事情，大騷亂怎麼辦？ 

NANCY：我不知道，我得考慮一下那一個。我會回覆你。 

ADAMUS: 好吧，不過別想太多。 

NANCY：好的。 

ADAMUS：因為你不會得到你真正的…… 

NANCY：我認為聰明人會…… 

ADAMUS：……直覺，如果你想太多了。但是謝謝你。好的。再來幾位。再

來幾位，請。 

NOMI：嗯，在我個人我認為我會做更多的體力活動而不是設計類的腦部工

作，種植更多我自己的食物。 

ADAMUS：我了解你具體在作什麼，但感覺如何？是否流暢、優美？粗糙

嗎？焦慮嗎？是快樂嗎？當你去感覺生命中六個月後，你感覺如何？   

NOMI：就個人而言，輕鬆。 



 

 

ADAMUS：輕鬆，好的。 

NOMI：因為我個人喜歡獨自在內在做事情。 

ADAMUS：對。 

NOMI：你知道，我更喜歡獨自工作而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工作。 

ADAMUS：對對。 

NOMI：但是在六個月後，對於公眾，對於世界，我感覺更多的是學習...... 

ADAMUS：我要打斷一下，抱歉，但是…… 

NOMI：是的，先生。 

ADAMUS：……我在聽你說的話。而且你不必叫我先生。只要稱呼我靈性大

師就好（幾聲笑聲）。這和你所說的沒有關係，只是不要看起來那麼僵硬。

好的？就是停下來。你真的在尋找你自己。停止。停止你那不停地試著尋找

你自己。當你試圖找到你自己時，你總是會試圖找到你，而它就在那裡。但

是你有這個習慣，試圖做所有這些事情來試圖找到自己。停下來！深吸一口

氣，允許你自己，你永遠不會找到你自己；就是允許自己。好的？好的。  

現在，那整個星球呢？ 

NOMI：這個我很難說，但我想像這世界會變得不一樣，而且就像你之前說

的，大公司會倒閉。 

ADAMUS：不是全部。我的意思是，其中一些公司經由變大而倒閉了。好

的。 

NOMI：嗯嗯。 



 

 

ADAMUS：你對這個星球在接下來六個月有什麼感覺時，是一種好的感覺

嗎？像是一種破壞性的感覺嗎？感覺怎麼樣？ 

NOMI：就好像你知道 Kali 的能量是同時具有破壞性和生命力的？ 

ADAMUS：是的。 

NOMI：就像那樣，對一些人來說是充滿快樂的，而對其他人來說則是很多

功課要作。 

ADAMUS：好的。很好。 

NOMI：是的。 

ADAMUS：謝謝。再一位。 

SHAUMBRA 6（女）：謝謝。  

ADAMUS：是的。六個月。 

SHAUMBRA 6：個人的？ 

ADAMUS：是的，那感覺如何？ 

SHAUMBRA 6：我到處都是，而且很漂亮。 

ADAMUS：好的。 

SHAUMBRA 6：太完美了。我真的出來了，所以很漂亮。但在集體層面而

言，我覺得會有一個明顯的分離。將會發生兩個不同的分離塊。 

ADAMUS：很好。被分隔 － 是什麼將它們分開？  

SHAUMBRA 6：一切。是意識，是整個星球的能量。 



 

 

ADAMUS：我的意思是，是即將到來的選舉嗎？ 

SHAUMBRA 6：不，不，不。我覺得它與集體意識有關。 

ADAMUS: 看起來會不會很有趣？ 

SHAUMBRA 6：嗯，當然。 

ADAMUS：是的，從矮牆後面來看。 

SHAUMBRA 6：是的。它是集體意識之間的分離。 

ADAMUS：好的。好的。 

SHAUMBRA 6：是的。 

ADAMUS：好的，很好的答案。我真正想讓你做的是去感受它，而你們有一

種傾向會嘗試去思考它，而且你嘗試去思考細節。但你只要去感覺它。我要

再來一些音樂，Peter。今天我每次要音樂，他都將會向我收取一美元。他

會成為一個有錢人。 

（音樂開始） 

所以，讓我們再次感覺一下接下來的六個月，首先感受你自己。 

（暫停） 

考慮到所有因素，六個月是一段很短的時間。它將會是過了夏末，進入秋

天。那是什麼感覺？我不是在尋找細節，不是細節，而是你得到的整體感覺

是什麼？你知道，這是直覺的事情之一。它在你的直覺中，而不是在你的頭

腦中。 

（暫停） 



 

 

好了，現在是地球。接下來的六個月。 

（暫停） 

好的。 

（音樂停止） 

我將首先談論地球，接下來的六個月。“不安定”，但你不必成為靈性大師

才能弄清楚這一點。我的意思是，這種情況一直在發生，但比平常更不穩

定。我不是在說 “壞”，也不是說一定會發生騷亂或類似的事情，只是它會

非常不安。你知道那種不安的感覺，當你試圖控制事情，甚至在你的大腦中

的事情或者你試圖控制你的生活時，它只是一切都不穩定，甚至很不接地。

只是不安，你只想讓一切都停下來、安定下來。但地球接下來的六個月將特

別不穩定。 

對你個人來說，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我將在稍後回到這個話題並談論一些

事情。與此同時，還有其他事情正在發生，而這種事情會超越。 

  

Order of the Arc 的變化 

這些年來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關於 Order of the Arc 的事情。對於新來的人

來說，這很簡單。Tobias 在《天使之旅》中講了很多，但基本上是所有 

144,000 個天使家庭的集體。你就是從 144,000 個天使家庭中之一而來，早

在地球之前，早在物理宇宙之前，他們在理解能量方面遇到了這個小問題，

能量是如何在所有創造中發揮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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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量似乎全都停止了，就像它沒有擴展、移動一樣。它變得像焦油一

樣粘稠，並且擔心它最終會停止不動，如果停止，一切都會崩潰。順便說一

下，它不會崩潰，但當時有這麼一個擔心。 

所以 Order of the Arc 就被創建了，你們中的一些人，一些宗教將其稱為大

天使，但他們不是一群在旁坐著的有翼天使，它更像是宇宙的聯合國。   

於是 Order of the Arc 就被創建了，他們考慮了很多不同的計劃，“我們將

如何嘗試解決這個能量僵局？” 有人提出了創造物理宇宙和地球的好主意。

呵！我們應該讓它們得到懲罰。他們提出了一個好主意，“讓我們創造物質

地球，我們會從每個天使家庭派一些代表到那裡去”，Order of the Arc 將

成為任何來到地球的人的門，通往地球的大門。自從天使們開始來到地球，

然後穿戴上肉體以來，這就是它們通過的方式。 

這一切都是關於理解能量和意識之間的關係。這就是它的全部意義，說：

“有什麼重要的原因？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不是為你的罪而來受苦，不

是為了亞當或夏娃或因她吃了蘋果而懺悔，都不是。這完全是有關 “讓我們

發現能量和意識之間的關係”，因為兩者是如此有關連的，但它們並不具有

彼此的組成部分。你的意識和你的能量是相連的，但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它

們是兩個獨立的組件，但它們總是相互配合。   

所以最終，在很長一段時間，許多天使存在來到這個星球，一世又一世，許

多次的轉世，來了解能量和意識。 

所以我們現在是 2020 年，地球上有足夠多的人正在發展對能量和意識的理

解，來理解能量是他們的。意識沒有任何能量，但那讓你體驗生命的能量是

你的。其他團體的情況會有所不同，但對於 Shaumbra 來說，這是一種簡單

的説法。 



 

 

所以，有足夠多的人明白，Order of the Arc，這個門戶現在被解散、被拆

除，不再需要它了。新人仍然會來到地球，但它們會以不同的方式進來。

The Order of the Arc 的工作已經完成，有足夠的動力，對能量和意識有足

夠的理解，他們的工作現在已經完成。 

這真的只是最近才發生的，但它對你們所有人都有巨大的影響，因為它基本

上是在說你們一直在做的工作被證明是成功的。你用自己的意識所做的工作

正在產生巨大的影響。 

  

干擾者 

這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在地球歷史上的億萬年中，有你們和其他人來到這

個星球，穿戴上了肉體，你已加入了這團體，你已經成為人類的一部分。但

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力量在不斷地干擾著這個星球，不斷地干擾著。我對這些

力量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任何愛，甚至沒有任何喜歡。他們是，你稱之為，

外星生物。它們不一定像人類，他們甚至不一定有肉體，但他們一直在地球

的各種不同層次干擾。 

他們被允許這樣做的原因有很多，實際上，我們今天有兩位客人來自波蘭，

這很有趣，因為這是現代他們干擾最多的地方之一。感謝您們來到這裡（對 

Wim & Lydia），這是非常合適的。 

隨著 Order of the Arc 的關閉，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所有這些一直在地

球上與地球和人類玩遊戲的外面力量正在被召回到他們的天使家庭。他們被

召喚，幾乎是被要求回去。 

所以想像一下。你有這個星球，天使們來到這裡，承擔了人類的狀況，對此

有很多的爭扎，他們迷失在其中，然後最終，他們展現了。但同時，你也



 

 

有，你可以說，從其他次維、宇宙的其他部分，還有其他不是近地球次維而

來的各種層級、層次的干擾。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擾，我會說，因為貪

婪的緣故。他們不是來幫助這個星球的。他們真的不是。 

我會做一個非常明確的聲明：這裡沒有任何外面力量是來幫助這個星球，除

了你們自己的天使家庭，但他們不會干涉。沒有外星人存在，沒有銀河命

令，不要讓我開始談論昴宿星人 （Pleiadians），但他們都被召喚回家了。  

有句老話現在正在成為了現實，那句老話是 “龍來地球，回家的號角會響

起”。 

基本上，這意味著 － 我們最近在 ProGnost 2019 談到 － 說，“龍……” － 

龍，它的存在是為了確保你的所有議題都被提出和釋放，這就是龍的目的。

龍的字面意思是清晰。有些人認為它是一個噴火的怪物，但它的存在是為了

確保你或其他人甚至地球不會拖著很多舊的、舊的業力和議題。但俗話說 

“當龍出來時”  － 也就是現在，我們在一年半前 ProGnost 中談到過 － 

“當龍出來時，聲音、呼喚將出來，讓所有不是人類形式，不在這個星球上

的存在回家。”     

這是相當大的，它掩蓋了有關冠狀病毒的任何事情。它現在確實使任何事情

都黯然失色，即使是關於科技，也至少有一點，而且它將在接下來的六個月

內發生。 

想像一下：當所有的天使家族聚集在 Order of the Arc 要來到地球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需要一些志願者來這裡”，這真的是天使家族的領袖最先來

到這裏 － 也就是你們 － 據說 Gabriel 吹響了小號、號角或他當時吹奏的任

何東西，那就是來到地球的召喚。現在天使家族發出了另一個呼喚，要所有

干擾地球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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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在地球上引起一個非常有趣的轉變。很有意思。有很多來自其他次維的

干擾，基本上他們試圖做的只是吸取能量。簡單地說，他們只是為了吸取能

量而干擾。他們並不比人類更先進。這些干擾源中的大多數對你們在地球上

擁有的稱為愛的奇妙小東西沒有任何了解或經驗。他們認為愛是一種能量來

源，他們試圖吸取這能量，但他們對它並沒有理解或經驗。它不是一種能量

來源，它是一種體驗。 

有很多其他次維的生命喜歡干涉地球，沒有什麼特別原因。而且，正如我所

說的，在所有的創造中，沒有比人類更偉大的存在。人類有時認為自己處於

圖騰柱的低端，是一種軟弱和被誤導的存在，並認為在其他地方有一些偉大

的存在，沒有，沒有的。有一些相當有智力的生命形式，但它們沒有心，他

們沒有心。 

他們現在被呼喚回家。他們全都會離開嗎？不是全部，而是大部分。他們的

天使家庭，他們的來處在呼喚他們，“是時候回來了。現在不要在干擾地球

了。” 

它不僅對我稱之為干擾的無形力量有影響。曾經有過我們稱之為地球上的神

的戰爭，是這些神一般的存在，但它們不是真的。他們稱自己為神，他們將

這個星球用來彼此之間的戰爭。那些不是物質存在，但他們使用地球，他們

操縱這個星球，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億萬年之久了。他們正在被召回。 

所以，現在感受一下，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這些力量、這些外星力量 － 

非人類的，從未是人體的存在 － 被召回，它會對地球所產生的影響。   

  

行星的影響 

感受一下。這對地球有什麼影響？ 



 

 

（暫停） 

嗯，有幾件事。一段時間以來，人類已經習慣了這種外界干擾，沒有它會感

覺有點奇怪。就好像你的胳膊酸痛，而且已經痛了很多年，你只是習慣了，

突然它不痛了；只是感覺有點不同，有點奇怪。這就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人類，在某種程度上，必須為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承擔更多的責任，更多

的責任，因為這將是他們。他們不能將其歸咎於其他一些力量，或者他們不

能將這些力量歸因於試圖為地球做好事。現在只能靠人類了。 

它們被召回，因為這是機器的時間，這是地球上的科技時代。它們被叫回家

說，“那裡的工作已經完成了。Order of the Arc 即將關閉。你不再有干涉

的權利。或者，如果你要干涉，你必須下去並體現在肉體中，生生世世地活

著，有業力，有輪迴和其他一切” ，它們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它們要離開，這將導致一些力量的轉移。它會導致一些與這些力量有聯

繫的人突然失去他們所謂的力量基礎，並且會導致他們中的一些人離開這個

地球。這將導致一些甚至是作為觀察員而來到這裡的，回家了。 

地球成為人類不受外界干擾的星球。現在是由人類來決定在這個非常重要的

科技時代他們要做什麼。人類會使用科技來改善地球嗎？或者會產生一種病

毒，使當前的冠狀病毒相比之下顯得很渺小？ 

所以你會感覺得到。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你們會在行星層面上感受到一些

轉變和變化，當你們感受到一些力量的退出時，我將請你們每個人觀察新聞

中發生的事情。它可能是一種美妙的感覺。現在就像你的房子裡沒有那幽靈

了。因為那感覺很沈重，所以你不會有那種外界干擾的感覺，也沒有 “外面

有一些其他力量在干擾”。Wim 和 Lydia ，你們從波蘭來的就知道，正如我

們去那裡時所說的（指天使與外星人），波蘭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但它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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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眾神的戰場。長期以來，它一直被這些外來勢力用為自己的戰埸，深深

地、沈重地影響著那裡的所有人。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星球上正在發生的這一切。這將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時

間。但現在讓我們談談你。讓我們談談你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我將在這裡

給你一些矛盾點。 

  

個人影響 

首先，我已經一遍又一遍地問過你關於你對證悟的承諾。這不是一件小事，

因為它在你的生活中佔著首要地位 － 它的位置在家庭之前，在工作之前，

在任何事情之前。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很艱難的。他們不習慣把自己放

在第一位，他們對此感到內疚。但是你被一遍又一遍地問到，“你打算把你

的證悟放在首位嗎？” 

如果你把他人放在首位，你就無法進入開悟、證悟。它行不通的。它根本行

不通。然後這種內疚感 － “但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  － 就出現了。這就是

為什麼這些年來我一遍又一遍地問你，“你對自己的證悟的承諾如何？它在

嗎？你準備好了嗎？”    

所以這是關於正在發生的巨大承諾，但現在的矛盾是你會感到有史以來最大

的懷疑。有史以來最大的懷疑。這就是在證悟之前所會發生的。你內心的任

何疑問都會出現。所以我要你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當這種懷疑出現時，不

要與之抗爭。不要試圖在頭腦上為它辯解或擊敗它。只要意識到這是一個古

老的懷疑。這是大眾意識試圖把你拉回來。它是你自己的一部分，這個在星

球上已經習慣一千輩子的它在說：“我真的、真的準備好了嗎？” 



 

 

所以你會感到很多的懷疑。真正去感受它。不要逃避它。我的意思是，深入

其中，感受它，因為一切事物中，無論那是懷疑還是喜悅，無論那是快樂還

是恐懼，最終都會被帶到智慧。它最終會為你服務。不要害怕它。 

  

決定 

所以另一件看似矛盾的事情，我問你，我過去和你談了很多關於選擇的問題 

－ “做一個該死的選擇，做一些事，做個選擇。” 當我們剛開始一起作

時，我說，“只要選擇任何東西，就是一些東西 ” ，因為我要你記得你可

以做選擇，我的意思是，你人生中的重大抉擇，不是像穿什麼襪子或喝什麼

酒的小選擇，而是你可以作大選擇。    

但現在我要你，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不要在你的生活中做出任何重大決

定。沒有大決定。這就是我所說的 “滑動和滑行時間”。（Adamus 輕笑）

就像讓自己滑行吧，就讓自己滑行六個月吧。不要作大的決定。你們中的一

些人現在面臨著一些非常重大的決定，或者你認為你正在面臨重大的決定。

不要做任何大決定。我不是在談論小事，就像你去哪家餐館或類似的東西。

大事。什麼是大事？工作？關係？留在地球上？搬家？要去什麼地方？我並

不是說不要作；我只是說不要就此做出決定。 

現在是擁有絕對信任的時候了。在我們與 Shaumbra 合著的第一本書 在新

能量中的大師 中，我談到了很多關於信任的問題。我現在回過頭來說，現在

是時候完全信任自己，停止嘗試管理、操縱一切，而只是信任。只允許你的

神性。就讓你自己的那部分，你自己神聖的部分在那裡。不是做出一堆決

定，而只是允許。你會發現很多事情都會發生。你不會無聊地坐在那裡六個

月。你的生活中會發生很多事情。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masters-in-the-new-energy.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masters-in-the-new-energy.html


 

 

重大決定？等待。 

現在，剛剛通過網路提出了一個問題。有人說，“好吧，如果我懷孕了怎麼

辦？” 好吧，你並沒有做出懷孕的決定。它就是發生了，所以你很安全。你

沒有做出重大決定（咯咯笑）。 

如果你正在考慮 － 你不喜歡你的工作 － 你正在考慮改變，那就不要。它可

能會改變，你可能會在周一走進去被解僱。要求一個很好的遣散費，但你沒

有做出決定，它發生了。    

下週或下下週你回到家，走進去，你的房子被清光了，不再有家俱，你的銀

行賬戶也被清空了。你不在的時候，你的伴侶帶走了一切。好吧，你沒有做

出決定，他們做了。所以，你不要做結束關係的決定，就讓它發生。接下來

的六個月，沒有大的決定，只允許任何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想用它做一個 merabh。對新人解釋一下，merabh 是讓你離開大

腦，進入意識的轉變。這有點像 － 你聽音樂，讓意識轉變。你不會在大腦

中運作。那是一個 merabh。 

  

問題和答案 

但在我們做 merabh 之前，我要回答幾個問題，因為突然間 － 如果線上有

一個總機，它現在就會亮起來。我不知道在 Kona 的你是否有問題，但我會

回答幾個。我想澄清一下，我所說的 “六個月，沒有重大的決定” 。  

第一個問題應該是，“你所說的這六個月與被召喚回去有關係嗎？” 答案是

顯然是的。 

好的，下一個問題。 



 

 

SHAUMBRA 2：我正在考慮買個小房子，所以這算是一個重大決定嗎？ 

ADAMUS：是的（她輕笑）。是的。 

SHAUMBRA 2：好的。 

ADAMUS：是的。房子有多小？ 

SHAUMBRA 2：呃，一間臥室。 

ADAMUS：一間臥室。 

SHAUMBRA 2：是的。 

ADAMUS：嗯，對你來說，這是一個重大決定嗎？我是說 … 

SHAUMBRA 2：不是真的大決定。 

ADAMUS：不是真的大決定。 

SHAUMBRA 2：不是。 

ADAMUS：那就沒問題，但如果你真的需要考慮一下，“這樣好嗎？不好

嗎？我應該這樣做嗎？我不應該嗎？我有錢嗎？就不要。” 如果這不是一個

重大決定，如果它只是像你每天所做的事情…… 

SHAUMBRA 2：是的，就像有道理這樣做。 

ADAMUS：是的，是的。好的。是的，但是如果它感覺像是一個重大決定，

如果你真的對此感到壓力並需要考慮，那麼就不要做。就是等待。 

SHAUMBRA 2：好的。謝謝你。 

ADAMUS：還有什麼？你正在考慮另一個重大決定。 



 

 

SHAUMBRA 2：哦。也許你知道（Adamus 輕笑）。告訴我（她笑）。 

ADAMUS：我希望你能感受一下。還有什麼？ 

SHAUMBRA 2：關係，也許吧？ 

ADAMUS：是的。是啊是啊。 

SHAUMBRA 2：所以不要決定。繼續做任何奇怪的..... 

ADAMUS：是的，是的（笑聲） 

SHAUMBRA 2：……事。 

ADAMUS：你想告訴我們那件事嗎？ 

SHAUMBRA 2：我可以。 

ADAMUS：那個關係呢？ 

SHAUMBRA 2：哦，它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但它並不是很具體。 

ADAMUS：對對。是的。 

SHAUMBRA 2：我發現它實際上對我是可以的。  

ADAMUS：幾年了？ 

SHAUMBRA 2：七年。 

ADAMUS：哦。現在對那個不要做任何決定。 

SHAUMBRA 2：好的。 

ADAMUS：現在不是做這種事的好時機 － 這是一個重大決定。 



 

 

SHAUMBRA 2：好的。 

ADAMUS：是的，是的。 

SHAUMBRA 2：好的。謝謝你。 

ADAMUS：很好。是的。 

LULU：好的，所以在我生命的這個階段，我有點無家可歸。 

ADAMUS：嗯嗯。 

LULU：我沒有一個家。 

ADAMUS：對。 

LULU：所以我在想…… 

ADAMUS：你晚上睡在哪裡？ 

LULU：旅館。 

ADAMUS：旅館。那可能很好。 

LULU：是的，而且很貴（她笑了）。 

ADAMUS：是的，是的！好的旅館？ 

LULU ：好的旅館。 

ADAMUS：哦，好的，好的。 

LULU：實際上我給自己買了一輛特斯拉，我可以免費充電，我不用花一分

錢就可以四處旅行。 



 

 

ADAMUS：你可以把一輛露營車連接到特斯拉，那你就有了房子和汽車。 

LULU：我是有一輛露營車。 

ADAMUS：所以不是無家可歸。 

LULU：嗯，它在店裡。 

ADAMUS：所以你的問題是什麼？你要買房子嗎？ 

LULU：我正在一個買房子安定下來的過程。 

ADAMUS：是的。你看過嗎？ 

LULU：是的。 

ADAMUS：你對房子做出了決定嗎？ 

LULU：我已經放了定金，但是…… 

ADAMUS：哦，那你沒事。你已經做出了決定。是的。沒關係。是的。所以

不用擔心。 

LULU：但是貸款公司，他們還沒有做決定。 

ADAMUS：對。那就是我所說的，就允許事情發生吧。但是在此之前您已經

做出了決定，所以這已經完成了。現在就放下吧，看看會發生什麼。 

LULU：好的。 

ADAMUS：好嗎？ 

LULU：好的。  



 

 

ADAMUS：很好。是大露營車嗎？（輕笑幾聲） 

LULU：這是一輛 Mercedes Wind 5 ——你怎麼稱呼它？是的。 

ADAMUS：是的。相當大的。 

LULU：它真的很棒。 

ADAMUS：是的，很好。 

LULU：是的。 

ADAMUS：好的。還有幾個問題。 

JEAN：我只是想知道那些今天不在這裏的人，將來讀到這篇文章會發生什

麼。 

ADAMUS：是的，你會怎麼回答？ 

JEAN：就在當下。 

ADAMUS：在他們閱讀、觀看它時，它就適用了。 

JEAN：好的。謝謝你。 

ADAMUS：那時就適用。 

JEAN：謝謝。 

ADAMUS：所以對於現在或在不久的將來觀看的這些人，它現在就適用。如

果您以後才觀看此內容，則它適用於您正在觀看的時間範圍。是的，它將

是…… 

你不會嚇任何人吧？（一些笑聲） 



 

 

JESSICA：我真的很焦慮，但是…… 

ADAMUS：沒關係。 

JESSICA：……我必須站著嗎？ 

ADAMUS：我總是很好的。不，不。你可以坐著。 

JESSICA：我將在八月結婚，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決定。 

ADAMUS：那是一個重大的決定，是的。 

JESSICA：一個重大的決定。我的意思是，我覺得我永遠不會改變主意。 

ADAMUS：你認識那個人嗎？我的意思是，你見過他們嗎？（笑聲） 

JESSICA：我們在一起已經十年了。 

ADAMUS：哦，十年。 

JESSICA：是的。 

ADAMUS：不是一個大決定。而且你已經做出了結婚的決定。 

JESSICA：所以…… 

ADAMUS：對對對。 

JESSICA：好的。 

ADAMUS：是的。不，你沒問題的。 

JESSICA：好的！（她輕笑）。 

ADAMUS：你沒問題的。是的。哇！哇！是的。 



 

 

JESSICA：我的心跳得好快！ 

ADAMUS：不，如果你已經對某事做出了承諾 － 結婚、懷孕、買房或創業 

－ 如果你已經做出了決定，那就去作。我現在談論的是任何新的重大決定。 

JESSICA：好的。 

ADAMUS：很好。哦，我能感覺到，正當我們在這裡談論，Shaumbra 社

交媒體現在正在談論著這話題。好的。 

MICHELE：為什麼？ 

ADAMUS：為什麼？為什麼？哦，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哲學家的問題。 

MICHELE：（笑）不是！ 

ADAMUS：為什麼？因為。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 merabh，我會更加地解

釋，但你認為為什麼？ 

MICHELE：嗯，隨著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和變化，我們也在改變，我們今天

做出的決定，在六個月後會有所不同，因為六個月後我們將成為不一樣的

人。 

ADAMUS：完美。是的。 

MICHELE：好的。 

ADAMUS：是的。現在不是做出決定的好時機，因為你的內在在很多不同層

面發生了變化，如果你今天做出的決定，六個月後它就不真的會那麼適用

了。 



 

 

另外，我希望你現在習慣允許並相信自己。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允許並相

信一切對你都會很好。我們也將成為必需做出更少的決定。它就會自己出

現，那就是梅林，那是裡面的大師，在你需要它之前它就在那裡。你不必在

舊的人類決策過程中掙扎，反正也不經常。您可以整天忙著決定要吃什麼或

喝什麼或去哪裡散步，而重要的事情開始會照顧自己。這是一種了不起的生

活方式。奇怪的是，它也在呼喚回家的整個時段中發生了。不是你回家，而

是那些來到這裡作為地球干擾者正在被召喚回去。 

KATARINA：你像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因為我的問題是，此刻在我的生活

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覺得我必須做出很多決定。 

ADAMUS：那不是個負擔嗎？“我應該做些什麼？” 你能想像嗎？你就是

不需要。它就會有些像是自己解決了。 

KATARINA：是的，那就是你所說的，就像我的心就是這樣（打開），因為

我覺得我甚至無法做出那些決定，而事情就是發生了。所以我試著做的就是

跟隨我的心，就像順其自然，看看它會把我帶向何方。 

ADAMUS：是的。 

KATARINA：但在某些時候，人們需要 － 有點像人類生活現實 － 需要做些

決定。  

ADAMUS：對。 

KATARINA： 所以有關允許然後事情會發生，唯一的恐懼就像，“如果你不

做決定，我會為你做決定。” 

ADAMUS：是的，這適合大多數人，但不是我們現在的方向。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重要的是他們做出決定，他們經歷，承擔責任。但現在

我們真的換檔了，你會意識到你沒有很多決定需要做，事情就是發生了，那

是你，是你的神性，是大師，是梅林，不管你怎麼稱呼它，它就是發生了。

房子在那裡，工作在那裡，關係就在那裡。當你在用人類作決定時，有時你

會用頭腦 － 不，你幾乎一直都在用頭腦 － 你認為你是根據事實來做出決

定，但你是根據限制來作決定的。    

當你停止試圖在你的生活中做出重大決定時，它會打開你並釋放限制，突然

你意識到事情正在發生，而且它們非常合適，它們並不可怕，它對你來說是

完美的。你意識到你不再需要做出所有這些小決定，甚至是中等的決定。它

就會發生了，但它正在圓滿你的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我

已經做出了決定。我做出一個成為我的全部 （to be all that I Am）的決

定，”而現在它正在發生。 

KATARINA：是的，這很有道理。 

ADAMUS：所以一開始你說，哦，你就是需要做出所有這些決定 ！  

KATARINA：是的，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甚至沒有作決定。它就是發生了，

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比我想像的還要好。 

ADAMUS：是的。 

KATARINA：所以現在是一個很奇怪的時刻，但很棒…… 

ADAMUS：比你想像得還要好。這就是關鍵。這就是關鍵。 

KATARINA：是的！（她笑）是的。 

ADAMUS：很多時候，當一個人參與到他們生活中的決策制定時，它實際上

是基於限制性的。感受一下你在生活中所做的很多決定。它不是基於巨大



 

 

的，有點瘋狂的可能性，它是基於限制性的。我一直在說，每一個人類的決

定，每一個選擇 － 都是基於情緒，而不是智力，不是事實。人們用事實來

將其合理化，但每一個決定，甚至你今天下午要吃什麼，都是一個情緒性的

決定。然後你經由說 “但這對我來說更健康” 或其他什麼來將其合理化。

但每一個選擇，每一個決定都是基於情緒。  

事實是，我們正在超越必須做出所有那些真正有限制性的生活決定。這是時

候您真正與大師同行，真正與您內在的梅林同行的時候。很好。 

還有兩個問題，然後我們會做一個 merabh。 

HORACE：謝謝。我今年打算買房，不管是 condo，還是房子，甚至是一棟

建築物，但感覺我不能結束租房的循環。我又回來租房了。 

ADAMUS：對。 

HORACE：所以…… 

ADAMUS：但是你已經做出了決定。 

HORACE：我有，是的。 

ADAMUS：好的。現在，您甚至不必擔心它，事情就會發生。決定已經被做

出，所以你不是試圖做出決定。你不是現在站在這裡說，“我應該還是不應

該？” 你已經有了承諾。能量已經在動了。它已經在收集你所需要的來為你

自己顯化這個。 

你可以玩這個遊戲，假裝你正在決定它應該是公寓、房子、這個費用還是那

個費用。你可以玩那個遊戲，但我現在就放下它，然後看看能量是如何進入

並為你服務的，而不是所有這些決定、擔憂以及其他一切。有時它會感覺很



 

 

可怕，因為你是，“哦，我應該考慮這個，我應該要做決定，我應該要專注

於它。” 不，不。 

HORACE：嗯，這不是真的懷疑。更多的是煩惱和憤怒。我就是受夠了。 

ADAMUS：是的。 

HORACE：我只是想讓事情前進。 

ADAMUS：對。但你已經做出了決定。 

HORACE：是的。 

ADAMUS：所以你沒問題。我只是說從現在開始六個月內不要做出任何重大

決定。你已經決定這就是你所想要的，所以它正在進行中。 

HORACE：好的。 

ADAMUS：它正在向你走來。 

HORACE：謝謝。 

ADAMUS：我是認真的。而那不一定像您今天所期望的。 

HORACE：好的。我知道我在限制自己，我很高興聽到這個。所以，這很

好。謝謝你。 

ADAMUS：很好。再來一個問題。我知道這裡還有一個問題。也許沒有。 

SHAUMBRA 7（男）：我沒有問題。因為六個月後我想我證悟了（他笑

了）。 

ADAMUS：是的。好的。或者在六個月之前。 



 

 

SHAUMBRA 7：哦。嗯？ 

ADAMUS：也許你會在不到六個月就證悟了。 

SHAUMBRA 7：現在，六個月之前？ 

ADAMUS：是的。 

SHAUMBRA 7：哦。六個月，六個月之前，我只要證悟（他笑了）。 

ADAMUS：是的。好的。那挺好的。是的，但是您已經為此做出了選擇，因

此您甚至無需擔心。 

SHAUMBRA 7：謝謝。 

ADAMUS：謝謝。好的，現在讓我們播放音樂。 

  

Merabh 

好的。是 merabh 的時候了，是時候讓意識轉變了。 

（音樂開始） 

我將會說一點。這就是我在 merabh 時所做的，但是不多。是深呼吸的時候

了 － 哇！– 感受正在發生的一切。   

你有了這個冠狀病毒。這是一個很大的分散注意力。它擾亂了很多事情，但

它確實極大地分散了地球上正在發生的其他事情的注意力。我的意思是，這

是真的。這是關於經濟的。它讓每個人都感到擔憂和緊張。 



 

 

然後你有這個大多數人永遠不會意識到的另一件事。與此同時，Order of 

the Arc 正在關閉。它不再被需要了。地球上有足夠多的人真正開始了解他

們與自己的能量的主權關係。 

不需要 Order of the Arc 了。新的人將來到這個星球，但現在有許多新的地

球。他們也會去那裡。 

隨著 Order of the Arc 結束，所有地球干擾者都被呼喚返回。 

天使家庭在呼喚他們自己的成員，“現在該回家了”。 

它不僅會影響那些一直徘徊在這個星球的無形次維的人，它也將影響他們一

直一起合作的人類。而且它們也不全是險惡的。他們並不是都想在這個星球

上造成嚴重破壞。它們其中一些來這裡是為了他們的天使家庭學習東西。 

他們被召回，我要說 － （Adamus 輕笑）Cauldre 不想讓我這麼說，但我

要在這裡做一個瘋狂的聲明。我將昴宿星人與干擾者歸為一類。我對昴宿星

人沒有什麼好說的，那些說 “好吧，讓我們都擁有和平、愛和喜悅

吧。” 不，我不喜歡他們。他們說謊，他們欺騙。他們干擾這個星球太久

了。他們縱容原本非常好的人來傳達它們的訊息，他們是操縱性的，他們是

能量竊取者，將會有很多這些所謂的昴宿星傳達訊息者停止傳達，就是突然

覺得那裡什麼都沒有了，將有一些會繼續，這將會完全是假的，因為昴宿星

人正在被召回。你可以告訴他們我是這麼說的。 

是的，我被禁止進入 Sedona，我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我是唯一一個不被

允許回到 Sedona 的靈性大師嗎？（Adamus 輕笑）為了很好的理由。 

所以這一切都在發生。他們被召回家園，所以這個星球現在可以以它自己的

方式，由它自己的人們來前進。它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進入這個新的人



 

 

類物種，它可以在沒有這種外來干擾的情況下對能量和意識產生了全新的理

解。 

接下來的六個月將非常有趣。再說一次，不要只看標題，還要看標題下面的

內容，中間的內容，新聞的其他頁面上的內容，如果您還有報紙的話。它們

現在還存在嗎？ 

但只要去感受接下來六個月地球所正在發生的，更重要的是，感受你個人。 

沒有大的決定。這是有原因的。你會從目前無論是人際關係、房子、工作、

孩子還是生活方向，你都必須自己做決定，而現在開始你不需要這樣做了。

你會發現，真正在你心中的東西，真正在你心中的東西 － 不是頭腦中的決

定，而是你內心真正的東西 －開始在你的生活中顯現。 

過去，當你進入頭腦時，你實際上搞砸了你生活中的很多決定或機會。 

現在是真正去信任的時候了。 

你試圖認為你必須對所有事情做出決定。嗯，這有點不是信任。現在是時候

相信你 － 梅林，大師，你 － 會讓所有這些事情發生。  

它不是外力。事實上，當現在這些事情發生在你的生活中，隨著你內心的渴

望，開始發生，你會意識到它真的是你。只是你的那一部分被你鎖了很長的

時間。 

在過了六個月不做重大決定之後，我想你會開始意識到不再有很多重大決定

需要你去作。 

你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流程中。你正處於一種不同的恩典狀態，而這正在發

生。 



 

 

正在發生的是能量對你做出反應 － 你的能量對你的心做出反應。不是頭腦

在有限的狀態下試圖弄清楚所有事情，而是你突然意識到這就是能量的運作

方式。深入感覺內心，感受到真正的渴望，然後它就會發生了。 

能量為你服務。它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機會帶來合適的人。你不必為此工

作，對此感到壓力。 

所以，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沒有重大的決定。只是信任並允許並觀察事情

如何變化。 

這是一個有趣的融合時期。現在外星干擾者被召回家園，所有在地球上發生

的這些事情，冠狀病毒，科技的所有變化，看看一切是如何融合的。 

深吸一口氣，看看你現在所處的位置，超越雜音、困惑和混亂。 

好好地深呼吸。 

因此，您不必擔心重大決定，只需觀察能量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為您服務。 

（音樂停止） 

一如既往，我很高興和你在一起。我會隨時回到 Kona 參加月聚會或任何其

他活動。 

當我們結束本次聚會時，讓我們深吸一口氣，並提醒我們，所有的創造都很

美好。謝謝（觀眾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