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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I Am that I Am），主權領域的 Adamus。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系列《我是梅林》。嗯 

我花了一點時間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正在意識到的，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新系

列。從某方面來說，我是從我的書《機器的時代》中來回顧自己。這本書是

在回顧我，在 2020 年，這裡有一群已證悟的大師、體現的梅林在這地球

上，我們正在進入新時代。我們把所有舊的廢物都拋在了後面，凡夫終於意

識到證悟不是由他們決定的。凡夫已經意識到他們不必解決所有的問題，他

們不必經歷所有這些衛生紙、所有的眼淚、所有的遺憾和其他所有的。他們

已經允許龍進來，將他們撕裂，接受 我是 （I Am）的寬恕，這意味著，

嘿，我是，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沒什麼大不了的。然後，他們允許自己的證

悟，或者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證悟。因此，當我們進入這個星球的體現的梅林

之美時，我正在回顧數百年前的自己。 

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確定是否可以做到。畢竟那只是一本書，原本不需要

在字面上，全都是事實，那是一本書，但是我們做到了。我回頭看 2009 年

九月份，第一次我來到你們每一位的身邊，也是我與 Shaumbra 第一次的聚

會。我看著這個破爛的海盜隊伍。啊，我極想知道我們可能怎麼做。當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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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計劃，我設計了一個出色的計劃，這個計劃與戲劇性有關。我帶入了

我曾經身為莎士比亞的那一生，畢生致力於戲劇創作的一生，因為需要戲劇

性的效果。我帶入了震驚。是的，需要震驚，因為如果我們只是沿用舊的新

時代的做事方式，那麼你早就睡著了。因此，震驚，挑釁，大量挑釁使你無

法安坐在椅子上，並不斷提醒你為什麼在這裡。你來這裡不是當個業餘嗜

好。如果你當時是那樣子，那麼你將已經不在這裡了。你要麼已經在另一個

世界，要麼就去了其他團體。但是我不斷地提醒著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我認為，我也希望，我們在整個過程中都很開心。 

LINDA: 是有一些趣味。 

ADAMUS: 有一些樂趣。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挑戰。 

LINDA: 有一些挑戰。 

ADAMUS: 有很多挑戰（Linda 笑）。有些確實退出了，因為那不是他們想

要的、所希望的，那沒關係，因為正如我說過的那樣，只要五位就夠了。但

是我們現在有超過一千位已經意識到他們的證悟了。 

  

一個新時代 

因此，我們從今天開始與 Shaumbra 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必須說，親愛的

Linda，我需要休息一下（拍拍 Linda），就像你可能已經休息了那樣。在上

一個系列結束之後，我必須休息一下。我不得不休息一下，正如你所說的 9

月份的休假。當然，儘管我忙於一些事件，但是我必須採取不同的休息，即

反思的時間。我們將要從這裡去哪裡？在這個新時代，我們的下一步將會是



 

 

什麼？（他拿起一個裝飾舞台的南瓜）我保證不會把它掉在你或任何人身

上。 

LINDA: 謝謝。 

ADAMUS: 我們將如何與 Shaumbra 一起進入這個新時代？我們會做什麼？

我要如何改變？在這前進中，我, St. Germain 現在應該如何重新調整以配合

Shaumbra 的新意識？我問我自己，我可以減少挑釁嗎？一點點。不是很

多，而是一點點。我可以更有娛樂性嗎？ “我怎麼可能會更有娛樂性

呢？” （Linda 輕笑）。我可以更有娛樂性嗎？一點點。我應該更輕鬆更容

易嗎？ 

LINDA: 不。 

ADAMUS: 我也認為不是。我也覺得不是。 

LINDA:  不。 

ADAMUS: 我應該變得更加個人化並與 Shaumbra 進行更深層次、更感人的

互動嗎？（Adamus 的手臂繞在 Linda 的肩膀上） 

LINDA: 這要看情況。 

ADAMUS: 這要看情況。我認為目前這不是很好的社交距離（Linda 輕

笑）。我是否應與 Shaumbra 有更多的夜間聚會？哦，我不這麼認為。那是

–它有一個目的。那麼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方向？我該如何重新定義

Adamus，這實際上是你們每一個人？我要做些什麼不同？Linda，有什麼想

法嗎？ 

LINDA: 當我們的朋友。 



 

 

ADAMUS: 成為一個朋友。哦耶。你所有的朋友都過得怎麼樣？也許我不會

成為那個朋友。 

LINDA: 那就是為什麼我說當一個朋友。 

ADAMUS: 當個朋友。哦，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好的。 

LINDA: 好吧，我想要一個有你一樣的能量和水平。 

ADAMUS: 好的。 

LINDA: 是的。 

ADAMUS:  那麼，我該如何重新定義、更新？你們大家應該要不時更新一下

自己，我應該做些什麼不同？我應該有不一樣的穿著嗎？ 

LINDA: 不，你很帥了。 

ADAMUS: 我認為 Cauldre 應該有不同的穿著。我不知道我自己。 

LINDA: 哦，別說了！ 

ADAMUS: 什麼？ 

LINDA: 別對他卑鄙。 

ADAMUS: 有時候他看起來好像要去童子軍露營（Linda 喘著粗氣）。我喜

歡長袍。我喜歡優雅的衣服。 

LINDA: 那個有一些暱稱。 

ADAMUS: 在梅林的熱情聚會中你把我打扮得很好。我喜歡一件優雅的外

套。 



 

 

LINDA: 我們需要在證悟方面的護持。Adamus, 那是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的。 

ADAMUS: 你需要護持。 

LINDA: 是的。 

ADAMUS: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意識到自己已經證悟了。在那方面我該如何支

持你？ 

LINDA: 那就幫助我們意識到我們已經證悟了。 

ADAMUS: 是的。 

LINDA: 不，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界。你知道的。 

ADAMUS: 這是一個非常瘋狂的世界，但是你選擇在這個瘋狂的時刻來到這

裡。這就是我所能說的。 

所以，我考慮了一下。我反思了。我在靈性大師俱樂部裏優雅的環境中來回

走動。我還有許多其他房子，但我真的喜歡待在那兒。我來回走動。我該如

何對待 Shaumbra？我如何將自己重新定位以配合你現在的樣子？ 

LINDA: 嗯。 

ADAMUS: 我想出了答案。我將對你更直接（Linda 笑了）。什麼？我會更

直接一些。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你知道，我必須創造一個精心設計的方

案來吸引你的注意力，我想我已經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了，所以我可以更加直

接一點。 

LINDA: 好的。 

ADAMUS: 你會喜歡嗎？ 



 

 

LINDA: 希望如此。 

ADAMUS: 是的，是的。在我們所做的事情當中，只要在直接一點。換句話

說，讓我們直切入重點。我們現在不需要繞著重點轉。我們不需要的，是

的，必要時我將會挑釁。但其中之一就是，一切都會變得簡單一 l 些。 

LINDA: 嗯。 

ADAMUS: 簡單一點。 

現在，你們有些人可能不喜歡這樣，因為，凡夫的本性不是很簡單，但是梅

林是的，所以我會更直接一些，簡單一些，並且我會同樣地對你有娛樂性 －

同樣程度的娛樂性 － 也許對你的個人會更溫暖。因此，我必須重新定義自

己來繼續與你合作。 

我們將談論很多關於作為大師待在地球上的感覺。它有挑戰性，而且從來沒

有哪個團體這樣作過。一些個別的靈界大師作過，但是沒有人像我們與你討

論的時間那麼長。因此，我們將對此進行大量的討論。 

而且，正如我所宣布的，我不會在這裡超過五年，也許會少一點，但不會超

過五年。我會不時來拜訪，我會偶爾來娛樂一下，因為你將不需要了，所以

不會像這樣作常規的指引。 

不，你將不需要它。你們在世界各處都有很多真正體現的梅林，而不僅僅是

偶爾聚會，彼此詢問 －“進展如何？你在做什麼？成為 Merlin 的感覺如

何？你在此過程中學到了哪些要點？” – 你們不那麼需要我了，這我覺得很

好，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將永遠與你在一起，但我們只是將不會經歷我們

所曾有的強度。我了解到你和 Cauldre 以及 Crimson Circle 的其他工作人

員可能會有些疲憊。 



 

 

因此，五年時間裡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在那之後，就取決於你，就取決

於你了，因為人類真正想要看到的是真正的大師，不是一個滿口大話的大

師，不是一個浮誇或傲慢的大師或類似的，而是一個真正的大師。而且會有

一些絕對突出的屬性，這是你將體驗到的，也是我們將探索的。  

如果他們直接（而不是通過傳達訊息）聽到你的話，那就更好了，因為他們

中的很多人都認為這是魔法。他們將了解到，這只是溝通的藝術，但是最

初，很多人因此而關閉。所以，這將會是由你來接任、定義、領導以後來的

人，我不得不承認還有另一種理由，哦，我說，不超過五年的原因有些自

私，你想聽聽那是什麼嗎？ 

LINDA: 恐怕是的。 

ADAMUS: 你很害怕。除了你和我，你無需害怕任何東西。 

   

傳入波 

不，另一個原因很簡單。即將迎來新的一波浪潮，我無法確切地說出何時。

你已經看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這是一股新的浪潮。他們會被吸引到

此，因為目前有一些影響力：地球變得更加瘋狂，它並不一定會消退。當地

球變得瘋狂時，人們真的在尋找直接的答案，而不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

理。而且，當他們以某種方式找到 Crimson Circle 的道路時，他們不會見到

一位上師。他們甚至不會看到一位真正的靈性大師。他們會留下深刻的印

象，因為你們有靈性大師常來拜訪，但 Crimson Circle 的擔子不會放在其中

一位大師的肩膀上。不，他們會看到你們，這將對他們產生深遠的影響。他

們已經想過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是遇到一位真正的體現大師 – 而那將會是

你。 



 

 

他們將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出現。他們會在互聯網上找到一些東西，也許說，

在那即將在世界各地上映的電影中融入了一種動力，而這將給 Crimson 

Circle 帶來相當的全球性的注意力和關注。誰知道呢？它會來自各種不同的

方式，突然間將會是一個全新、全新的團體。我稱你們為創始人，一些已經

來了一段時間的你們，現在在這裡的人，就是創始人。你幫助了真正的把這

個能量接地。你為這個星球帶來了很多東西。如果你看看他們所說的 

Crimson Circle 的內容，所有來自 Adamus 和我以及 Kuthumi －現在甚至

有 Sart 也在其中－ 的所有訊息。這是很棒的一群，Sart 也在那裡，跟這些

大人物們在一起。     

LINDA: （低語）。 

ADAMUS: 我就要談到 Tobias。你在我耳邊低語，就好像我要忘記 Tobias

一樣。你提到誰了？ 哦！Tobias。是的，我們有 Tobias ，他的作品之美確

實會吸引很多早期的人。Adamus 起初的材料可能開始時並沒有真正吸引到

他們。他們可能認為這個 Adamus 有點傲慢而自大。你當然已經了解到了不

是這樣，但是一開始他們可能會認為，就像你有時會那樣想的。 

但是它們將會被這些大量的信息所吸引。目前，工作人員正在努力地對其進

行分類、索引、存檔、歸檔，如此才會利於尋找。他們將會進來，哦，你知

道新的人會怎麼樣。想像你在最糟糕的時候。想像一下，你不僅在晚上睡覺

時，而且每天起床時都在輾轉反側。你有些不平衡。你在靈性覺醒和還是只

想當一個凡夫，二者之間處於不平衡狀態。那很有意思。你覺醒了，但你仍

然試圖保持原來的凡夫自我。這真的不是很容易，不是嗎？ 

新人將進來，他們將充滿了冠冕堂皇的詞語。你知道的。你曾經是如此，我

並不是說你不是真誠的。真誠與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之間是有區別的。冠冕堂



 

 

皇的大道理通常是一種外在的表達，而每個人都是真誠的，但這僅取決於你

必須經由多少大道理廢話而達到真誠。每個人都是真誠的。 

因此，你將不得不面對大量的新人進來，所有那些問題，所有的冠冕堂皇的

大道理，所有的散焦和所有的自我分心 – 你知道那是像什麼樣子的，我想你

發明了其中的大多數 － 然後其他人也將跟隨。   

因此，當我說五年時，我現在正看這一群新人的加入，哦，他們很快就會進

來，然後會不斷壯大。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有大師的胃口再經歷一次。我想你

們所做的已讓我感到精疲力盡了。我只是在開玩笑。 

LINDA: 很可愛，對嗎？ 

ADAMUS: 可愛。 

LINDA: （低語）哦，謝謝。 

ADAMUS: 絕對的可愛。但是現在輪到你了。像我對待你們一樣地對待他們

是你的業力（Adamus 輕笑）。你可以更好地回答他們的問題。你可以成為

真正的體現大師為他們坐在那裡。並記住當你經歷所有這些時，大師確實可

能是很沒有忍耐力的（Linda 咯咯地笑）。這並不意味著你必須坐在那裡帶

著燦爛的笑容，並為所有東西塗上糖衣。有時你必須非常的明確，有時則必

須具有挑釁性，有時你必須有點震驚力。 

我真實希望你們所有人都做一件事。就是當我們進入這個新時代時，讓我們

把過去、把覺醒、把這整個搜索尋找一切都拋在腦後。你深吸一口氣，然後

意識到自己已經證悟了。如此而已。 

LINDA: 嗯。 

ADAMUS: 感覺不錯，不是嗎？ 



 

 

LINDA: 嗯。 

ADAMUS: 是的。就是這樣。因此，我們將所有這些都拋在了腦後。 

新來的人會帶著覺醒所帶來的所有噪音，會讓你有足夠的事情來做。但是其

中會有一定的回報和滿足感，有一定程度的回報和滿足感。但是對於你們所

有人，身為大師，我將向大家介紹一些我發現的內幕秘密，我甚至還沒有真

正與其他靈性大師分享。 

  

內幕提示 

當你與他們一起工作時，無論這是不是你新的職業生涯，對於你們某些人而

言，它將是你新的職業生涯，有些人可能只是業餘的偶爾做做，有些人會很

不情願地被拖入其中 ，但是無論你做什麼，都要加一點（說話緩慢而具戲劇

性）－如果不是很多 － 戲劇性（Linda 咯咯地笑）。  

什麼？我有說什麼嗎？ Linda，是妳在笑嗎？還是那個…… 

有點戲劇化！別那麼無聊。富有表現力，充滿生命力，即使你不覺得自己充

滿生命力。 

（短暫的停頓） 

在對的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LINDA: 嗯。 

ADAMUS: 改進你傳達訊息的方式，改進你的聲音（用深沈的聲音說話）。

作得開心。在帶著戲劇性時，請在自己內心大笑。但是戲劇性只是什麼，

Linda？只是什麼？ 



 

 

LINDA: 表演。 

ADAMUS: 表演。這是一種有意識的表演行為。是一種意識的行為！ 

LINDA: 它是一本完美的書。 

ADAMUS: 它是一本完美的書（在此），由一個完美的作者所撰寫的。在你

的生活中有一點表情，也許我在誇大，也許我不是。但是你知道與有一些

Shaumbra 一起工作有多困難（Linda 咯咯地笑著，Adamus 誇大了他的戲

劇化），而且我想知道，“他們是死的還是活的？” 

他們的嘴巴幾乎不能擠出話來。表情就是這樣（呆呆的臉）。什麼都沒有！

就像 Sam 曾經待過的那個軀殼一樣。就像這樣（像殭屍一樣行走）。 

帶有一些表情沒有錯，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認為，“哦，這太令人尷尬

了。” 真的？這看起來很尷尬嗎？你沒有笑嗎 ？也許微笑？想著：“哦，

Adamus 叔叔只是在誇大其詞。” 但是，這不只是比讓我閉著眼睛坐在那

裡，然後不斷地發出喃喃自語的聲音還好嗎？我們全都睡著了。 

因此，這是一個重要的提示。現在就開始改進。盡快改進。  

LINDA: （非常戲劇化）是的，Adamus！我們將會作的！我們將會作的！我

們將會作的！  

ADAMUS: 很好。 

LINDA: 是的！ 

ADAMUS: 謝謝。但是，Linda。多加一點表達，加多一點。 

LINDA: 我們會做的！（戲劇性地抓住 Adamus）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act-of-consciousness-book.html


 

 

ADAMUS: 但始終保持以家庭為中心，也許不會。你知道，震驚效果。不，

不…… 

LINDA: 我們會做的！  

ADAMUS: 不是感覺很好嗎？我的意思是在某種方式上… 

LINDA: 是的，確實如此。 

ADAMUS: 一部分的你會說： “哦，那太傻了” ，因為… 

LINDA:  不。 

ADAMUS: …你承受了所有這些壓抑，但這並不意味著你需要變得狂野，這

並不意味著你需要瘋狂，因為戲劇性也可以是如此的微妙（說話緩慢而生

動）。戲劇性可以是用眼睛的注視或是微妙的外觀。 

LINDA: 我很會使用眼睛。 

ADAMUS: 和用寂靜的聲音…… 

LINDA: （竊竊私語）我很會使用眼睛…… 

ADAMUS: …這在說， “別打擾我，Linda of Eesa。” （她咯咯地笑）“大

師現在在講話，永遠不要打斷大師。” 

LINDA: （低語）好的。 

ADAMUS: 我在和你開玩笑，但這實際上不是一個壞的建議。請加入一些戲

劇性表演，為你的生活增添些許趣味。 

我想要回到 Adamus 劇院。我們曾經那樣做，那對我來說很有趣。但這是大

師所作的事情之一。不要沉悶又不願意改變。不要單調。表演並不意味著你



 

 

必須很野而且瘋狂（很刻意而且很有感覺的說話）。這只是意味著你有覺

知。 

你覺知自己的溝通方式。你知道自己的每個部位都在說話（直接走到攝影

機）。這不僅是你嘴裡說的話，而且是手的手勢。這是眼睛的表情。這是外

觀。它不需要很多話語，不需要 25 個或更多的字。它只需要一個外觀（現

在非常靠近相機）。是演戲，還是你最終回到真正的不受壓迫的狀態？我不

知道。 

因此，Shaumbra（Adamus 回到他的椅子上）對此有點樂趣。你將需要

它，我不得不這麼做。過去，我必需得和 Shaumbra 用這個來一起做事 － 

我現在來這裡已經有多少年了 －似乎已經 11 年或更久了。有一點樂趣，好

嗎？對你的證悟有點樂趣。有點表現力。 

我從莎士比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還有一些是從馬克·吐溫，但是莎士比亞的

更深、更深、更深入靈魂。好的。微笑並有一點表演性。 

因此，我必需重新定義自己，而且我將變得更加直接。 

LINDA: 好的。 

ADAMUS: 是的，就是這樣。你想說： “新的 Adamus 會是什麼樣子

的？” 更直接。 

LINDA: 好的。 

ADAMUS: 我們正與 Shaumbra 進入一個新時代。2020 年，你們中的許多

人意識到了，你們中的許多人馬上就要意識到自己的證悟。我會在稍後談一

談，但是現在是該在 Crimson Circle、甚至它的組織進行下一個時代變革的

時候了。他們現在正在做一些調整，將還會做更多的調整。適應你，適應



 

 

Shaumbra，以及他們將如何與你合作，如何為你服務。我正在調整，當然

你現在正在進行大量的調整。這些並不是痛苦的調整。它們是一種釋放的調

整。你釋放了一些陳舊的東西，並讓真正的你向前走出來。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一個戲劇性的呼吸（他深深地吸一口長氣）。 

好的。我認為你了解我在說什麼了。開始有些樂趣。 

下一個。 

  

梅林出現 

即將證悟，成為 Merlin。讓我回到這方面的一些基本理念上。這都是一個自

然過程，真的是 。並且有新人將為此而與你抵抗。他們希望有流程和程序。

他們想要有系統。他們希望必須經過某些層次和階級架構。即使許多新來的

人也是如此，這就是人類被編程的方式，新來的人並不意味著年輕，有一些

新人可能是較老的。哦，他們真的會問：“你的系統是什麼？你的書在哪？

有什麼指引？規則是什麼？” 他們將要了解所有這一切。他們將會有一點難

理解這一切都是自然的。 

但最終，像你一樣，他們會接受，“哦，該死。這甚至都不由凡夫我來決

定。為什麼我可能必須擁有所有這些步驟才能到達那裡？你只是深吸一口

氣，然後允許，它就會發生。”  

什麼事發生了？大師一直在後台工作，清理你的垃圾，對不起，是你過去的

經歷。大師一直在整理過去輩子的經驗，並通過神奇的接觸 －兵一聲響，就

將他們帶入智慧中！－ 像那樣。你要我再做一次嗎？好的。用那魔術般的觸

感 – 兵！它把你所有的經驗都變成了智慧。大師把它們一一經歷了。     



 

 

現在，我可以輕鬆地預測你證悟的日期，因為它不是由你執行的。我正在觀

察著大師的經歷過程，凡夫的抵抗或允許的程度，以及發生的某種自然過

程，這確實很容易觀察到。好的，這是大師完成清理房子的過程，清理過去

所有的一切。我們會做某些事情來幫助大師。其中一個大事就是祖先自由，

亞當的傷口。我們做過的許多其他事情就是在協助大師。根本上是，你允許

大師通過你的經驗去作清理工作。   

當所有清理工作完成後，當你到達 – 這是一個融合點 – 當大師不再在回到你

的舊經驗中，整理你的過去時。現在大師已經清理了一切，大師現在正在與

凡夫作即時的工作，當你有經驗時，大師就會在那裡將其智慧化，它是同步

發生的，它是即時發生的。這就是梅林出現的時間點。大師回到了過去，清

理了過去的一切或將其變為智慧，即使凡夫可能直到後來才真正意識到這一

點。  

即使凡夫仍在對過去做出下意識的反應，並且凡夫仍舊認為過去存在著問

題。但是突然之間，有一天凡夫開始意識到，“哦，我不再拖著這個問題

了，這不是個問題，這只是一種體驗。” 但是有時候大師確實已經完成了所

有的工作，但凡夫仍然生活在過去的迴聲中。 

凡夫會自然的克服這一點。你不必為此而努力。但是現在我們有了梅林的出

現，因為一切都被帶到了智慧中，而智慧與凡夫的經驗同時發生。那就是證

悟。這決不取決於凡夫。我們在一些 Keahak 課程以及在《 Merlin 的激

情》中都廣泛討論了這一點。  

所以現在你有了證悟。換句話說，大師已經完成了他或她的工作，現在凡夫

只需要允許意識到這一點即可。這就是為什麼你們中的一些人仍然 – 你們中

的一些人現在真的很焦慮，例如 “哦！我不是 Adamus 所說的 1,012 之中

一位。” 好吧，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你可能只是還沒有意識到。你們中的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ancestral-freedom.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wound-of-adam.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passion-of-the-merlin-onl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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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就在那個點上，在大師完成的那個點上。也許他們有一些小細節需要

清理，所以龍進入並進行了深入，你認為自己的生活被顛覆了。但這只是龍

清理了最後的細節，然後你就在那裡了，可能一個星期或一個月，這真的沒

有關係。 

重要的是凡夫只是要意識到這一點。只要有時走出小盒子，頭腦這個小盒

子，讓自己假裝或表現出你知道大師已經作完了。並在這個假裝中發現一個

事實，那就是你已經完成了。有時，你必須假裝或想像，以便你真正了解什

麼已經發生了。 

你們中的有些人仍然非常非常地用頭腦，或者你對這一切應該是什麼樣子有

非常先入為主的觀念，你甚至沒有看到你眼前的－那就是你的證悟。 

我毫不懷疑，現在正在線上並會留到此次聚會結束的每個人，都將會証悟。

至於是什麼時候那並不重要，不要為此感到壓力，壓力越大，你就更不會意

識到它。它就在那裏。這是一個自然現象。這是自然發生的事情。 

深吸一口氣，讓它發生。 

你還在想著它。你仍然想著 “我需要作什麼？為什麼它沒發生在我身上？發

生在誰身上了呢？我能得到 1012 人的名單嗎？” 不要想，停止，閉嘴。 

我告訴過你我會變得更直接吧？那不是直接嗎？ 

LINDA: 非常直接！ 

ADAMUS: 好的。所以這是我的想法之一，我會更直接一些。但是停下一會

兒，讓自己去感覺並意識到大師已經完成或即將完成的，而且梅林出現了，

然後我們從那裡開始繼續進行。   



 

 

你們中的許多人都感到壓力很大，“哦，也許我正在編造所有這些。” 是

的，你編造了所有這些事情，那為什麼不把這個也編造出來呢？為什麼不編

造你的証悟？這是最棒的演出行為。 

因此，我感覺 Shaumbra 周圍有很多壓力，我不得不笑。我的意思是，真

的，我不應該嘲笑你，但是我真的，我必須笑， 我是在直接的，對吧？ 

LINDA: 嗯。 

ADAMUS: 好的。我如果我太直接了就告訴我。 

LINDA: 真的嗎？ 

ADAMUS: 不要（Linda 笑了）。不，我不想聽到這個。我知道 Shaumbra

的極限，哦，我跟他們處過。 

那我們正在談論什麼呢？我們在談論你的證悟，只要深吸一口氣，證悟就在

那裏了。好的？現在讓凡夫意識到它在那裡。你說：“好吧，我只是在編造

嗎？我需要在外相上發生一些事情，以表明它確實是……”不，你不需要，

一點也不需要。深吸一口氣 － 我喜歡 Kuthumi 所說的一句話 － “我証悟

了。” 這樣就會發生了。繼續你的事務，繼續你的生活，不管你在做什麼，

現在你都在 ‘行’ 了，而不是在‘想’了。你過分強調一個自然的過程。

一個過程 － 我可以看著你的眼睛 － 稍等片刻 － 要看著你的眼睛（Adamus

非常靠近相機），對你說你的證悟已經發生或者就在眼前。    

深吸一口氣。允許它。停止擔心。 

我知道我將不再為此擔心。我們將停止進行大量討論它，因為我們要往前進

行。我們有很多事要做。這是 Shaumbra 的新時代。我們正在為下一波新人



 

 

進來做準備，但是實際上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地球上當一個體現的

大師。 

現在的地球是一個邪惡的遊戲。哦，這是一個邪惡的遊戲，而且它需要你在

這裡，我需要你在這裡。這個星球需要你，靈界的大師，以及在你後面進來

的人、未來、過去的人，現在都需要你在這裡。除了留在這裡享受生活，享

受豐裕，享受感知之外，你無需做很多其他事情。 

  

時間衝突 

哦，這個星球涉及到這個邪惡的遊戲。而且，如果你真的深入的話 － 我在

Keahak 課程中談到過 － 這個遊戲其實是過去和未來的遊戲。他們現在是在

互相較量。過去和未來在競爭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為

它標誌著、它表明著這個星球上已經存在了數十萬年的巨大周期已經準備結

束了。你可能從自己的生活中回想起，過去和未來現在正在碰撞和競爭，而

當它發生在以星球為基礎時，那將會是很難經歷的。但這是一個好跡象，表

明該星球正在真正地進化並清理自己。  

因此，你現在有這整個時間的衝突。哦，我喜歡時間，我喜歡沒有時間，我

喜歡自由時間，但是我喜歡時間的整個理論和概念。它是將所有這些粘合在

一起的膠。它就是創造引力的原因。它就是創造物理學的原因。它創造了一

切。這是令人著迷的題目，我們在 Keahak 中談論了很多，並且在一定程度

上，我們在每月聚會中也談論它。 

我們有過去和未來彼此的衝突。你現在可以看到。看看地球上發生的一切，

基本上涉及抵觸、戰鬥、衝突的事物，在能量上你都可以追朔到時間，追朔

到過去和未來。兩者都不會贏。那真是太神奇了。你已經知道兩者都不會



 

 

贏。但是發生了什麼，對過去和未來以及對時間本身的看法，卻發生了巨大

的變化。 

這就是現在關於時間在你身上所發生的。這整個觀感，這讓你如此執著，這

真正使你堅持著你的感覺的，就是你的業力，使罪惡感和羞恥感一直存在的

事物是時間。正如真正的梅林一樣，我們將成為時間探索者。 

證悟。你將意識到，你將會回頭來說：“哦，Adamus！Adamus，我應該

聽的。我過去太強調證悟。我仍然覺得凡夫必須這樣做，然後有一天有一些

事發生了，我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經證悟了。” 凡夫開始意識到已經發生了的

證悟。然後你會說：“為什麼你讓我浪費這麼多時間來擔心自己的証

悟？” 是的，很好，我們將等待這一刻的到來。 

  

支持證悟 

但是我想在此時做一些事情，只是為了幫助和支持你覺知你的證悟。我想做

一個證悟的 DreamWalk。  

LINDA: 啊！ 

ADAMUS: 不是今天，不是今天。不，我想將這 DreamWalk 作個特別的設

置，要做到這一點，我必須與其他一些靈性大師合作，然後與地球上一些已

經意識到或會意識到，他們的證悟的大師們合作。我們必須進行安排。有很

多要編排的部分。其實不是真的，但是... 

LINDA: （低語）好吧。 

ADAMUS: ……聽起來不錯。 



 

 

LINDA: （低語）是的。 

ADAMUS: 好的，所以我們要這樣做。我們將做一個證悟的 DreamWalk，

尤其是如果你感到自己沒有意識到或不確定 － 就像有一天覺得自己已經證

悟，隔天就覺得自己很愚笨沒有價值 – 我們將作此證悟的 DreamWalk，以

便你可以深入你的證悟，了解它是什麼，然後決定是否將其隨身帶回來。換

句話說，當一個凡夫來意識到它。    

我們將啟動它，將消息發布，這是一個很好的戰略日期。這將會非常好玩。 

LINDA: 那一天？ 

ADAMUS: 萬聖節。 

LINDA: 哇！ 

ADAMUS: 萬聖節。 

LINDA: 哇！ 

ADAMUS: 死人的日子。 

LINDA: 哇！ 

ADAMUS: 嗯，實際上是死亡的前一天，但是是死者的日子，因為你的一部

份已經死了。你只是還沒有埋葬它。 

LINDA: 哦！ 

ADAMUS: 我是直接的。 

LINDA: 我聽到了！ 



 

 

ADAMUS: 是的，是的。 

LINDA: 我聽到了！ 

ADAMUS: 是的。不，你其中的一部分已經死了，但是你正在嘗試著讓它活

著。你將其用人工系統（即所謂的）支撐系統，你的情緒。你知道，對於醫

學而言，就是用氧氣、藥物、嗎啡和其他所有東西。 

LINDA: 維生系統。 

ADAMUS: 維生系統。謝謝。而且你保留了一些舊的東西。我不知道為什

麼，但是我們要殺死它們（Adamus 輕笑）。 不，我是好意。用一種更好的

表達方式，就是在證悟的 DreamWalk 中，我們將讓這些舊東西休息，所以

你可以意識到它們是過去式了，你不需要再抓住它們了，我們將把未來帶進

來，那就是你已經證悟的自己，那其實已經在這裡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們會在萬聖節那天做這 DreamWalk ，還有一點，我相信今年的萬聖節是

非常特別，因為它是滿月。這是聚集成果的時候。也是藍月亮。因此在藍月

亮的時刻，你允許自己證悟。   

藍月亮就是這個時刻了。它並不經常發生。上一次是在大約 76 年前你有藍

色豐收月在萬聖節，哦，準確一點就是在 1944 年，那是另一次地球上發生

了巨大的變化。 

LINDA: 嗯。 

ADAMUS: 讓我們就這麼作吧。我們將在 2020 年萬聖節的藍色月亮聚集成

果日一起來作 DreamWalk。這是一個不吉利的標題。 

LINDA: 哇。 



 

 

ADAMUS: 2020 年雖然夠艱難，但是萬聖節與 “藍色月亮” （説得很生

動）是證悟的絕佳時機。 

好的。深呼吸。 

你一定要玩得開心。你知道我在此過程中學到的一件事是，很容易會變得很

嚴肅並且自大。我並不是說我曾經是這樣，Linda，但是很容易變得嚴肅自

大，很自以為是。但是在那底下，你知道那是什麼？是一堆廢話。但是，你

變得如此費力，無聊和乏味。你放開自己，就會意識到自己的心靈是真正有

多自由。那就是我喜歡表演的原因。這像自由的小鳥。這是自由的能量。這

是我存在（Linda 鼓掌）的自由時間。所以要開心。謝謝。謝謝。你可以保

留一點，等一下在鼓掌。   

LINDA: 我很興奮！你這 DreamWalk 真是個好主意。哇！ 

LINDA：是的！ 

ADAMUS: 我也認為如此。是的，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LINDA: 哦，天哪。這麼棒的護持。 

ADAMUS: 是的。這會很好玩的。 

LINDA: 是的。 

ADAMUS: 而且，你知道讓它在某個⋯發生。 

LINDA: 是的！ 

ADAMUS: …日曆上的日期，是一個有趣的東西，或者是一個命理日期，在

大多數情況下，這並不意味著什麼，但是萬聖節，滿月，走入證悟（非常戲

劇化）。你會回來嗎？    



 

 

我會確保你會的（Linda 咯咯地笑）。這是一個保證，哦，這也將是一個付

費事件。我的意思是，為什麼會是免費？你將付多少錢來證悟 – 你要為此收

費多少？– 25 美元。你將證悟。   

LINDA: 哇！真划得來。 

ADAMUS: 這是本世紀最棒的事。 

LINDA: 哇！ 

ADAMUS: 太神奇了。要知道，它由 2700 萬美元打折下來。現在你只需 25

美元即可獲得它。 

LINDA: 哇！ 

ADAMUS: 但是現在就行動，有無限制的位置。 

LINDA: 但是等等！ 

ADAMUS: …還有更多！（他們咯咯笑）還有什麼？ 

LINDA: （低語）我不知道。 

ADAMUS: 哦，你會有音樂（Linda 輕笑）。如果你不太喜歡

DreamWalk，但你喜歡音樂，那可以將音樂與之搭配。你將獲得免費的音

樂來搭配。開心一點…… 

LINDA: 那太令人興奮了。 

ADAMUS: 我要編出一個字。如果我覺得你既乏味又無聊，並且基本上像一

堆不動的木頭，那我將編出一個好的新字來形容。我會把你點出來。而且，



 

 

不，我會想出一個字。不會很討厭的字， 它不會像 “屁股” 之類的東西，

但是每個人都會 － 有點像 “makyo” ，那不是我編的。 

LINDA: 好的 

ADAMUS: 但這就會像 makyo，但這絕對是，肯定地說你真是繁瑣的、乏味

的。要有一點樂趣！表現出來！ 

好的，我相信就這麼作。那麼你是否喜歡 DreamWalk 的想法？ 

LINDA: 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太棒了。 

ADAMUS: 很好。很好。我喜歡。因此，繼續進行。 

  

證悟手冊 

我們要做的另一件事是編寫一種像手冊、指南。這不是一本規則手冊，但是

對於那些即將證悟的人來說，這些都是有用的建議。但這也像是記錄你的歷

史、你所發現的。 

我已經知道有些事情會進到這本冊子，但是有些內容是你將會發現的一些事

情。我真的很想編譯它，然後將其放在 Crimson Circle 中來追蹤紀錄。換句

話說，Linda 和 Jean Tinder 是這內容的經理人，來協調紀錄。不必立即發

行。當它有足夠的份量來真正發佈時，我們就將會做。但這就是一些像是，

我們稱之為“ 梅林體現的生存指南”。 

LINDA: 那很好。 

ADAMUS: 是的。 



 

 

LINDA: 一切都會在軌道上。 

ADAMUS: 是的，我已經可以看到…… 

LINDA: 它可以繼續發展。是的 

ADAMUS: …封面上的圖形。 

LINDA: 當然。 

ADAMUS: 認為他會做。但是，不，我想我會做的。它會是直接的。 

LINDA: 他會說他的意見。 

ADAMUS: 這會是很直接的。 

LINDA: 他會說他的意見。 

ADAMUS: 但當個梅林，它將會是有點挑戰 － 我用的是 “有點” 這詞太輕

了 －有時是會充滿挑戰的。僅僅因為你證悟了，並不意味著世界突然間會改

變了來適應你。實際上，世界在某些方面會變得有些醜陋，而在其他方面則

變得更加美麗。但這並不容易。這就是像 Sart 之類的人，他只是說： 

“恩！不，我要過去了。” 而 FM（John Kuderka ）他們碰到了“為什麼

留下？為什麼留下？” 我認為 Sart 一開始對此有些遺憾。他覺得自己也許

沒有達到自己的或者你們的期望，但是很難留下來。      

我猜你可以說，現在，能量是以一種盡可能地令人愉悅的方式存在。我們正

在與 Shaumbra 合作；特別是 Crimson 委員會，他們無法代你作到，但他

們可以幫助建立一個動態機制，使你留在地球能更舒適。你知道，就是豐

裕。我們必須克服這個豐裕，並感謝大部分的工作都已作完。那些不豐裕的



 

 

人離開了，或者你已經意識到豐裕是自然的。這是你的能量。為什麼你不豐

裕呢？   

因此，留下來，以確保你是豐裕的。確保你不必擔心所有的金錢問題。那是

其中一件大事。確保你的健康是平衡的。再次聲明，我們無法代你做，但我

們確定可以幫你們設置好一個餐桌，我們可以拿出所有餐具、刀叉以及杯子

和玻璃杯，為你準備好，而你只是必須放上食物。換句話說，你是最終要做

的人，但我們當然可以幫助你建立動能機制。 

身為體現大師，你們中應該沒有一個人必需擔心一些舊的需求。同樣，我們

可以幫助你設置好餐桌；你必須過來坐下來吃飯。 

我現在不想過多地談論這個問題，Cauldre 看到了很多事情，而他感到困惑 

– 我們在 Crimson 委員會中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與選擇留下來的你們緊

密合作，但你在某些問題（尤其像健康問題）上仍然會很艱難。我們有一個

群體，你可以稱之為一個醫療團隊，一個將直接與你合作的醫療隊。他們不

能為你做，但是他們可以向你展示一些你可能還未見過的能量動力，因為你

仍然傾向於陷入於頭腦中，並嘗試著以舊的方式弄清楚問題。  

他們將與你一起來作豐裕的問題。他們將真的與你合作，來知道你何時可以

離開，何時你獨自避開，如果你選擇的話，他們將與你一起在你的常規房屋

外找到一個你可以靜居的某個地方。你真的需要這個。無論你擁有它，或者

租它都沒關係，只要你能夠到的地方。    

因此，我們將在這些事情上與你合作，以確保你可以留在這裡，並且儘可能

地快樂或充實。仍然會有一些艱難的時刻，因為你仍然在與周圍的世界打交

道。 



 

 

讓我們來談談將會先被列入指南－也就是“梅林體現的生存指南”的一些事

情。一些主要的事情。 

   

梅林準則 1：站在短牆後面 

第一個 ，這可以追溯到 Tobias － “站在短牆後面。” 

LINDA: 是的。 

ADAMUS: 你知道，這是第一個，因為有充分的理由。當你陷入政治，或試

圖拯救世界，或陷入男性的或女性的，神聖的女神或狗屎男性或其他任何事

物的那一刻；當你到達 － 光明與黑暗以及所有其他一切，它就會把你拖

入、將你吸入。即使你是一位體現的大師，你說： “是的，但是我已經超越

了” ，它將至少會抓住你的一隻腿，將你拉入，甚至可能拉到你的胸部。它

可能不會完全把你拉入，但那是沒用的！被捲入其中，完全是在浪費能

量。     

我現在就告訴你，任何一方都不會贏。無論是光明還是黑暗，好或壞，男性

還是女性，唐納德·特朗普或喬·拜登，沒有人贏過。你說： “嗯，但是總會

有人贏得選舉。” 哦，真的嗎？哦，真的嘛。 

LINDA: 嗯。 

ADAMUS: 我只是直接。即使需要一段時間來確定誰將要擔任總統，他們也

不會贏（Linda 笑）。不，雙方都不會…… 

LINDA: 不，我明白了！這很酷！ 



 

 

ADAMUS: …曾經贏了。只要存在二元性，就只要存在這些衝突 －人類似乎

會喜歡這些；他們沉迷於 －將會發生的這些戰鬥。沒有人贏。遠離它們。那

不是你在這裡的原因。因為我現在很直接，我只說到這裡。我將會 …  

LINDA: 好的。好的。 

ADAMUS: 我要穿... 

LINDA: 我們得給你一件新的 T 卹。 

ADAMUS: …一件 T 卹： “我很直接的。” 

LINDA:  “我很直接的。” 好的。 

ADAMUS: 如果你仍然覺得需要參與這些事情，請現在就離開。離開

Crimson Circle，因為你最終還是要離開，你將在六個月或一年內離開，因

為你仍然沉迷於原因。這個星球上不需要原因。真的不需要。只有人類為了

原因而抗爭。 

如果人們停止為原因而戰，那麼這個星球將解決它們的許多問題 － 飢餓、

環境與戰爭。是抗爭，是人們使這些原因永存。這些每一個問題中的解決方

案都已經存在了 － 環境、汽油引擎的能源危機，貨幣問題 － 解決方案就在

那裡。但是，只要人們在抗爭，選邊站，不會聽進別人的話，不會向內，這

些抗爭就會繼續。而且你不能責怪其他的人，而且我知道你們現在有些人真

的對我很不高興，那很好。  

你確實需要考慮你是否會堅持我們所做的事情，因為只要我在這裡，我就不

會容忍那種二元的成癮行為。 

你現在說的是：“哦，Adamus，你不明白。這個世界是一個可怕的地

方。” 不，這不是的。你不了解，如果你稱它為一個可怕的地方，如果你沒



 

 

有慈悲心讓其他人擁有他們自己的經歷－不管他們想要怎樣的經歷。你不明

白這個星球的解決方案是相對的簡單，它始於一些允許自己證悟的人。他們

不再抗爭了。如果你還在抗爭，那麼你還沒有證悟。如果你在抗爭或為了某

個原因，這並不意味著你就不能擁有自己的見解，而是應將其留在該死的矮

牆後面。留在牆後面，待在那裡。     

現在，地球上那些喜愛抗爭的人現在正瘋狂著。你知道，這提供了一種情

感。這給了他們一個想要生存的理由。這給了他們一些抗爭的機會。你們都

知道，你們中有些人來自喜歡抗爭的家庭（當他指著著 Linda 時，她咯咯地

笑），並且你知道那就是他們存在的原因。哦，他們對此感到抱怨。他們怪

罪其他所有人，但他們喜歡抗爭。 

因此，手冊上第一名就是站在矮牆後面。 

 

梅林準則 2：在這個世界，但並非屬於這個世界 

第二，要了解你存在這世界上，但你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了。這很困難，因

為你想同時做到這兩個。你想存在這個世界上，但你仍然想要屬於這個世

界。在某些時候，你將會感到孤獨、分離和非常地不同。你會感到非常，非

常不同，我知道當你年輕的時候你曾經有這種感覺，但我的意思是，這是完

全不同的不同。小時候，你想知道自己是否與眾不同。現在，你將會知道自

己是真的與眾不同。   

因此，你將會在這個地球上，但你已經不屬於它了，你會感到一種悲傷，因

為你愛這個地球。這並不意味著你不能愛它，但是你卻有一種幾乎憂鬱的感

覺。請理解你已經超越了，你已經超越了線性世界。你仍然可以執行 和

（And ），這意味著你可以存在於其中，但是它不再擁有你。這地球（星



 

 

球，無論你想稱呼它什麼）擁有大多數的人類。它不再擁有你。你可以愛

它，你可以欣賞大自然，你可以欣賞優美的音樂。你可以隨心所欲地享受幽

默、舞蹈、藝術以及商業活動，但這些現在已不再屬於你。不再是你的。    

讓我們把這個深吸一口氣進來。 

  

梅林準則 3：溝通變更 

手冊中的下一條，溝通。請注意，對於體現的大師而言，溝通會發生巨大的

變化。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幾件事。 

首先是內在溝通。你一直在腦海裡自言自語不知道多久、多少輩子了。你有

完美的腦海裡聊天，完美的頭腦廢話，並且在腦海中來來回回，並且已經在

腦海中創建了不同的部分可以反覆的自我對話。這仍然是你該死的頭腦。大

師超越了那一點，他們不必為此而作什麼，它會自然發生。但是要覺知它正

在發生。這是重點。要覺知它正在發生。   

你內在有一種新的交流意識，它不是你的靈性導師在與你交談，也不是我在

跟你說話。你可以確實地說那是你的本質。那真的是你，是真實的你自己在

說話。它不一定用人類的語言說話，但它也可能是那樣。剛開始時，你可能

會以為只是你的腦筋又在胡扯而已。但隨後你意識到它的深刻含義，並意識

到了簡單性。這就是你如何知道它們的不同，是否這是你的大腦在說話。你

的內在溝通會變得非常清晰，也變得非常真實，當你是在與自己內在溝通

時，你會毫無疑問地。 

你的身體與自己，不是用語言進行溝通交流，而是通過被稱為“速乘”

（anayatron）的能量脈衝進行交流，而這種能量流正在逐漸消失。你與自

己進行的交流，從大腦中的一個細胞塔到其緊閉循環系統中的另一個細胞



 

 

塔。但是現在你有了另一種類型的交流進來。它很簡單，有效，而且是在大

腦之外。覺知它。你不必為它工作，而是去意識到它。 

稍作呼吸，你就會開始感覺到它。這是你，但不僅限於你的大腦。這就是你

會稱之為面相（Facet）通訊系統。是你內在的點的連接或你內在網絡的點

（不是分離），一直到 我是、梅林、大師、凡夫、過去輩子，過去和未來，

現在這些都結合在一起，而且是非常簡單的東西。它並不會複雜。如果那需

要一頁又一頁，幾個小時又幾個小時，那就是你的大腦在說話。如果很簡單

–（一聲響！）– 就像那樣，那就是你。  

你與他人的溝通交流也發生了變化。你們中有些人是很好的溝通者，但你會

用很多話語。你使用大腦，這意味著你從大腦與其他人交談。你所使用的單

詞很平淡、很無聊而且很沒有能量。 

你會注意到你與他人的溝通突然發生變化。你只需要很少的話語，這就是真

正的大師或真正的梅林所做的。很少的話語，因為你不需要它。所有的訊息

都在你的存在裏。頭腦可能會說：“嗯，我們必須非常詳細地解釋讓人們厭

煩。” 不，你不需要。大師可以對某人說幾句話，而那背後就蘊藏著大量的

能量交流，雖然他們不一定會馬上了解。他們可能會當走在街上或晚上睡覺

時了解了，但那訊息就在那裡。 

開始意識到這種新的與其他人的溝通方式不需要很多話語。也許它可以使用

一些戲劇化，也許可以用一點好的時機，時機非常重要，也許可以只使用一

點點表達，但是開始意識到與他人之間的溝通有了新的高度。 

現在的溝通就像大腦到大腦一樣，這會引起很多的混亂和誤解。開始意識到

正在發生的新溝通方式。你可能會和一些人坐在一起說很少的話語，但是你

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交流。不要害怕打開自己的那一部分。你們很多人已經

被關閉了，你不想暴露自己的那一部分。現在克服它，打開自己是沒問題



 

 

的。他們不會竊取你的能量。我們花了很多年很多的時間在性能量上，真正

地發展了那種能量。除非你願意，否則他們現在不會竊取你的能量。 

因此，整個溝通系統會發生變化，但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變化，但這就是事

實，它是體現的梅林生存指南的一部分。他們開始意識到整個溝通方式發生

了變化。 

  

梅林準則 4：簡單性 

接下來就是簡單性。人的頭腦使一切變得複雜，盡其可能的複雜。你可以給

凡夫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或簡單的任務，而他們會使它變得複雜。那就是大

腦喜歡做的事情。它證明了大腦的存在。大腦感覺好像正在擴展。它賦予它

身份。但是事實是，這全是腦筋的廢物，而且很複雜，非常的複雜。 

順便說一句，我能看到 Jean 在尋找一些摘引，來放在你們的 Crimson 

Circle 網站主頁上。那是一個很好的摘引。 

它將會吸引新人。他們會喜歡這種廢話。我的意思是，他們會意識到這個團

體是真實的或者是瘋狂的，他們可能會因為你們是瘋狂的而被吸引。 

LINDA: 或者兩者都是。 

ADAMUS: 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因此，簡單是事情的關鍵。 

大師的生活很簡單。大師不需要讓生活變得複雜。在這種簡單之中，生活並

不是無聊，而實際上是一種能夠感知到他們以前從未能感知到事物的能力。 

你仍然傾向於使事情變得複雜化，而我會大聲指出：“為什麼使事情變得如

此複雜？這真的很簡單，”然後你會為此跟我抗爭。“哦，Adamus，你不



 

 

明白。” 我明白。你喜歡使事情複雜化。你想簡化它們嗎？那就是大師所做

的。 

因此，你開始簡化生活。這是什麼意思，簡化你的生活？我們將進一步討論

它，但這意味著要從 A 點到達 B 點，你走直線，而不是 – 我忘記了我們怎麼

稱它 – 搖擺不穩或做一些無足輕重的事，這是凡夫的傾向 – 混亂不清楚，不

管它是什麼。要走直接的路線。無論是從創造到顯現，都應採用直接路線。 

為什麼在森林中徘徊，為什麼從靈感到顯現不走直接路線，卻裝作迷路？從

意識或感知的變化上，為什麼要花很多時間思考呢？你就是 –（一聲響！）–

做了。你簡化它。這將是該生存手冊的前面條款之一。 

然後在生存手冊中……讓我們將此深呼吸一下。真的去感受它片刻。 

（暫停） 

簡化。 

溝通。 

存在這世界上，但已不再屬於它。不是你的了。 

並站在短牆後面。非常非常重要 

再來兩位，然後我們繼續往下。還有兩位。 

  

梅林準則 5：美 

美。美是另一件事。 



 

 

隨著你簡化你的能量，你現在會比以往任何時候覺知到更多的美。不是胡說

八道的美，不是你編造的東西，而是真正的感性深刻的美。在什麼地方？在

什麼地方？ 

它可能在任何地方。在你自己，這會是一個很好的起始點。你將真正的看到

自己的美。美是我們所謂的天使感知之一。它是你本有的，但是作為地球上

的人類，你實際上並沒有經常使用它。因此，現在你的生活中有了美。你能

想像嗎？你會在雲裏看到美，你會在音樂中聽到它，這是更加感性的生活。

我們將會回到這一點上。 

我想要跳回到溝通的題目一下。 

你將學會與自己進行不同方式的溝通。這是很大的一步。然後，你將學習與

他人進行不同方式的溝通。話語不多，但是那就在那裡。然後，你可以與所

有事物進行溝通，無論是樹還是你的汽車，或是一隻鳥還是你的狗。溝通變

得非常容易和流暢。它們不再受思想的制約。溝通就在那裡。溝通並不意味

著必須使用話語。  

溝通是一種能量的接收，又或者是你所說的 – 不是投射便是接收。傳送或接

收。因此，你可以與一切溝通。 

有些人可能認為你與汽車進行溝通是很愚蠢的。你不必大聲地說話，但世界

上最自然的事情就是與萬物進行溝通 – 無生命的物體、咖啡杯、南瓜 – 溝

通，並且這是完全自然的，因為這都是你的。全都是你的。 

我還有一件事。因此，我們擁有這種美，這是手冊中的內容之一，因為大師

開始真正了解到在所有事物中的簡單的美。 

我們暫時先停在那裡。我有很多其他項目，但我們將以後再討論。 



 

 

讓我們開始建構它。無論是通過社交媒體還是通過連接 Crimson Circle 來加

入你的內容。首先，讓我們開始建構此手冊，以便你了解在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點，當那些新來的人來找你，尤其是當他們變得非常瑣碎時，尤其是當

他們試圖吸收你的能量時，但這實際上是他們做不到的。你只需給他們這本

手冊（Adamus 輕笑），並告訴他們好好地閱讀。我有點稍微滑稽了。   

  

能量動力 

下一個。這是一個大的。我想花一些時間在它上面，而且我們將在以後的聚

會中討論它。下一個。這是一個大的話題，對許多人來說都是敏感的話題。

你可能會說，有時甚至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你想知道自己是如何陷入其

中的。我們將謹慎處理這個主題，以免讓任何人不知所措。而現在與你們大

多數人真正相關的話題是 ED （Adamus 輕笑）。  

LINDA: 教育的喜悅。 

ADAMUS: 無論那是什麼。ED，那是能量動力（Linda 的咯咯笑聲）。 

到目前為止，你的生活一直是非常實用的。你從實用的角度來看事情，這很

好。你說：“我割傷了手指，它在流血了，我割傷是因為我用刀子不小

心。” 然後你去看醫生，他們縫了你幾針，也許還給了一些藥。這是用實用

的觀點來看手指的情況。其中有一個能量事件發生了。一旦你了解了能量，

你就能真正的影響變化。那就是梅林。 

假設你發生了一場輕微的車禍，你生自己的氣，你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一位

梅林，並且對這個人很生氣，因為他們的車在你撞擊他們時不應該在你的面

前，你進入了所有實用有關的事情。也許你睡眠不足，他們開車不小心，或

者你心情不好，或者你在做白日夢。那是真正的實用面，而且實際上，你的



 

 

車撞到了他們的車，現在你遇到了麻煩。現在你遇到了保險問題和書面工

作，警察也開始懷疑你是否喝酒了，所有這些實際問題。 

停止。讓我們停止這樣的生活。讓我們看一下事物背後的能量。仍然有實際

的事情發生，但讓我們開始看看 ED，也就是所發生的一切，它們背後的能

量動力。 

例如，回到衝突和政治，你們中的許多人都在看著美國這次選舉的實際性

質，而你們中的某些人確實處於戰鬥狀態。從中脫出吧。真是的，我的意思

是，你只是在浪費你的時間和我的時間。擺脫它。逃離它，因為它沒有用

處。能有用的是，你成為一位體現的大師，並且了解 ED，就是能量動力。 

因此，你有了這整個動態。假設你不喜歡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並且對此感到憤慨和抱怨。後退。看著能量，但不是從實際角度

來看。我並不是說這就是你應該如何看著這事情，但是如果我看著能量動

力，美利堅合眾國需要一個改變，他們需要做一些重大改變，以使人們脫離

他們的舒適區，因為很多事情都沒做，而他們需要一個說話的理由，他們需

要一個理由來生氣。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他們選出一位只做，這一點的總統。他達到他們的

目的了。這就是能量動力。無論他是否再次獲勝，不要再用線性的凡夫實際

的角度來看事情；看著能量動力。停止看著哪一黨是比較好或者任何類似的

事。 

看著所發生的事情的能量動力。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現在對政治感到厭惡，

這很好。但是，後退一步，看看地球上的能量到底發生了什麼。 



 

 

環境。現在真的很容易陷入我稱之為碳足跡成癮的地步，突然間你有了好人

和壞人。你有石油公司，也有綠色的工人，對此你感到正義。後退一步。看

看所發生的事情的能量動力。   

從能量動態的角度來看，現在所發生的就是蓋亞（Gaia）即將離開。現在該

是人類承擔起對地球的責任的時候了，因此對此有很多的關注。你們肯定會

談論極地冰蓋融化之類的東西，地球變暖是環境或是碳的結果？好吧，當

然。但是，除了這個星球所發生的，還有超出此之外的事情。這就是把責任

移交給人類的過程。 

承擔責任意味著了解生物如何在地球上運作，生物的運作節奏，能量如何在

地球上運作。因此，人類才真正可以讓蓋亞服務他們，而他們也可以服務蓋

亞。但是，你們全都陷入了誰丟棄了多餘紙張的爭鬥中（像這樣的小事，控

制的問題），你們已經失去了重點。你們又回到了實用的觀點，而不是能量

動力。  

例如，你的家族，如果你與家人陷入某種爭論，那個可能消失好久了。你是

從實際的角度來看的，“那個人撒了謊，那個人偷了錢，這個人正試圖把我

們所有人都排除在遺囑之外，那人是墮落的。” 是的，也許是這樣，但是停

下來。看一下能量動力機制。現在家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許正在發生的

事情是其中一些人試圖擺脫那個古老的家庭業力模式，而其他人則並不真正

願意讓他們離開。也許其中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正試圖掙脫，但你知道，

因為你是從能量動力機制的角度來看 。 

我的意思是，我們稍後會在這裡做一個 Merabh。我的重點是開始從能量動

力的角度來看事情，而不是從實際的、線性的、頭腦的角度來看。當你這樣

做時，一切都會具有不同的含義和外觀，你不再陷入所有細節中。你正在簡

化事情，因此答案就在那裡。對你來說，它們變得非常非常地清晰。 



 

 

關於能源動力，這將需要一些討論，不僅是在本聚會中，而且也在其他的聚

會。如何識別能量，而不僅僅是在細節上。但是現在，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讓我們把今天這一切帶入一個 Merabh，但現在重點在能量動力觀點。 

  

能量動力 Merabh 

讓我們隨著音樂來做一個深呼吸。 

(音樂開始） 

基本上，人們被訓練成只看實用性 － 手指上的傷口，身體上的不平衡。也

許就像糖尿病，他們研究的是葡萄糖標準和食物攝取以及所有這些類型的實

際事物，但這只是在實物層次上。 

當然，了解它們是件好事，但是一旦你了解了糖尿病的能量動力，那就很簡

單了。我想你會說這是象徵性的。對甜蜜或者愛的渴望。渴望一些甜蜜的愛

和注意力，也許你小時候沒有得到，也許是從另一輩子來的，也許你沒有把

它給自己。 

這就是能量動力，其隨後會導致生物上的失衡，可能被標記為糖尿病。你真

的認為只是吃少一點蛋糕就能幫助解決這一個問題嗎？不會的。 

它可能會稍微減慢它的速度，但是你正試圖經由蛋糕來渴望那種甜蜜、那種

愛。然後你必須拒絕讓自己得到，因為醫生說你的糖尿病數據（無論是什麼

數據）；你將在其他地方尋找甜蜜。不一定從餅乾或冰淇淋，而是生活中的

某個地方。 

也許你控制了糖尿病，但現在你情緒某方面失衡了。突然，你變得很有需

要，過度依賴他人。你把它換個地方，你把那個需要放在別的地方了。 



 

 

如何解決能量動力問題呢？為什麼它會出現在這裡？ 

隨著溝通的改善，你可以直截了當地問：“為什麼會在這裡？” 然後你會得

到答案。不是當你全用大腦溝通時，而是真正的梅林溝通。 

一切都有能量動力。一切都有。  

不僅是你的生活或者你周圍的世界，失衡的事物中才有能量，而是一切都有

能量。 

當你了解了能量動力之後，你便真正開始了過梅林的生活。我要得到

Cauldre 的允許來説一點他的故事，一個最近的事。他說可以。 

Cauldre 剛買了一輛新車。差不多該買車了，嘿，這是一輛漂亮的汽車，但

是他會想念他的舊車。舊車還很好用，帶著他到處去，沒有意外，幾乎沒有

撞傷或擦傷，只有一些小刻痕。他的舊車可以帶他四處去。 

但是他決定買一輛新車，然後出現了那整個問題，你知道的，他是在遺棄他

的舊車嗎？不，不。完全不需要遺棄它。 

與其用實際的觀點來看，你賣給他一塊金屬然後拿回來另外一塊有輪子的金

屬，而是看一下能量動力。 

因此，他所做的就是拿了他所愛的另一輛汽車的能量、本質，並將其轉移到

新車上。就這麼簡單。 

現在，如果他去告訴街上的人們，他們可能會覺得他頭腦有點問題。但是，

你知道，你將到達這樣的地步，“好吧，是的，當然。” 不了解這一點的人

會有點瘋狂。 



 

 

新來的人，他們可能一開始看你們有點奇怪，但是後來他們會覺得，“我了

解。我一直都這麼認為，但我從來都不能告訴任何人。” 

因此，他所做的只是拿了他汽車的能量本質，然後有一個新的車身。相同的

本質，相同的能量動力，現在已經有一個新的車體。你不喜歡那樣嗎？ 

你不喜歡早上醒來，有了一個全新的身體，即 2021 年款式？在某個時刻是

有可能的，是的。 

看著一切事物中的能量動力 － 環境、政治、人際關係和你的身體。   

一切都是你的能量。一切。但是到目前為止，你們大多數人實際上還沒有看

著那個部分。你看著其中的實物部分。 

你看著實物部分。你看著你的銀行帳戶，然後說：“哦，我有 927 美元和

42 分，或者歐元。” 那就是實物的部分。但是，請看看你的銀行帳戶的能

量動力。  

好的，它可能有點缺乏，但看看它的能量動力。為什麼？因為你一直在將它

給其他人，因為你不認為自己值得。 

你去感受你的銀行帳戶的能量動力，而不是全然得沮喪，說：“我該怎麼做

才能賺更多的錢？” 去感受動力，然後允許能量改變。允許它為你服務。 

意識到你正在看著動態，“哦，我的天，我只是一直沒有讓它為我服務，現

在我要去這麼作。” 那就是能量動力。銀行中的金額，是什麼銀行，這些都

是實物問題。這些不是核心。這些都不是你來影響改變的地方。你無需看著

銀行帳戶的存額，而認為這是開始變化的地方。不，變化是在能量動態中，

也就是你與能量的關係。   



 

 

一切都有能量動力，例如你的房子，你知道，它有能量，它具有個性，你所

給予的個性。 

去感受能量動態，而不是一些實際情況像燈泡不亮了和水管可能會有問題，

以及在大風天風從某些窗戶吹進來的事實，或者是在嘈雜的社區，都不是看

這些。這些很實物，你不是在這層次來進行改變。就是這樣。 

是的，你可以在漏風的窗戶上放一些膠帶。你可以更換燈泡，但是你仍然是

在使用舊的能量動力。你有 ED （能量動力）。 

你要做的就是超越那個。你去感受你的現實、你的次維的整個問題。 

你去體會那個能量動力，然後你會大膽地說：“我希望它為我用不同的方式

服務，我的能量用不同的方式來為我服務。” 不要懦弱。不要妥協，這是你

自己的能量，為什麼需要進行妥協？它正坐在那裡，想為你服務。 

因此，親愛的大師，親愛的梅林，我們將認可生命在現實中的實用性，但是

現在我們將要著重在能量動力，這就是會發生改變的地方。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感受一下。 

梅林的生活。實際上，是確實存在一些挑戰。身在一些繼續喜歡肥皂劇和對

衝突成癮的人之中的挑戰。 

與那些幾乎沒有創造力的人一起解決問題，那將會是一個挑戰。他們寧願爭

鬥也不願意解決。有時這將是困難、令人沮喪的。 

那時你就需要退到一個僻靜的地方，避開來，獨自一人，因為一開始時都很

容易被捲入。 

還要站在短牆後面。不要進去，真的。 



 

 

我還要在這個火上加一點汽油，這會很有趣。 

嘿，看看 Crimson Circle 社交媒體的能量動態！– 它不是政治場所，也不是

拯救地球的地方，它是一個與其他大師溝通交流、分享的地方。  

我會丟掉任何人 － 任何人的張貼 － Cauldre 在這裡糾正我。我不是真實的 

– 我今天經由 Cauldre 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用他的手指打字，

但這是我的張貼文。我以前從未做過。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歡，但我今天做

了。 

我發布了– Cauldre 實際上進行了更改，但是我要發布的是，“站在那該死

的矮牆後面。” 他只是張貼了“站在短牆後面”，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把那

個詞刪掉。我認為這很合適。但這是我的第一次發佈，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那是一種令人振奮的感覺。我覺得它由那裏進入了互聯網，我覺得它降落在

那個地方，我感覺到其他人到那裡去看它。 

我當時就決定，我有點喜歡這種社交媒體。 

但我將限制自己在五個字以內，也許是六個字。六個字 – “Stand behind 

the fucking short wall (站在那該死的短牆後面)。” 那是我要發布的唯一內

容。站在那該死的矮牆後面。我喜歡那樣做。是的。 

現在，我必須警告你，Cauldre 可能會更改它。它可能會變成：“站在短牆

後面。” 但是在閱讀時你會知道，站在該死的矮牆後面。 

回到重點。 

我們將關注的是能量動力，而不是現實面。我不想看到一堆政治性的或任何

這類貼文，讓你陷於人性的好鬥本性。這不是那樣一個地方。 



 

 

我們的社交媒體是來讓內在的梅林不斷地發展。你陷入選邊站，陷入衝突，

沒有地方來讓梅林發展。 

因此，在深入能量動力時，讓我們深呼吸。這將是整個 “梅林的體現生存指

南” 的核心。 

在這地球上 “我是梅林 （Merlin I Am）” 系列第一次聚會的美當中，讓我

們來深呼吸一下 。我希望你能體會到我將變得越來越直接。   

讓我們從 A 點到 B 點，輕鬆地從想像力到顯現的方式，而不必四處閃避。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還會回來討論，尤其是我們的萬聖節證悟 

DreamWalk。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 

我從《機器的時代；2020 年》這本書中，以 Adamus 的身份回望自己。梅

林可以做的事情真是太神奇了。  

親愛的 Shaumbra，謝謝你。 

我就是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