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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I Am that I Am），有主權領域的 Adamus。 

歡迎來到我是梅林系列第三次月聚會，住在這個美麗的地方 – 夏威夷的科納

（Kona），我曾經有一輩子住在這裡，這是一個不同的一世，我是用馬克·

吐溫（Mark Twain），塞繆爾·克萊門斯（Samuel Clemens）來表達。正如

我告訴過一些以前來過這裡的人，我走過這條被稱為 Mamalahoa 的公路。

當喝了幾杯后，就會嘗試把那個說三遍。但是當我身為馬克·吐溫－塞繆爾·

克萊門斯走過這裏，實際上我曾經抬頭看著這裡，不知道有一天會成為 Villa 

Ahmyo 別墅的這一個驚人的祝福，這是世界各地 Shaumbra 聚集的地方。 

我知道你現在看不到它，但可以想像一下，當我望向海洋，美麗的樹葉以及

空氣中的溫柔時，你可以通過我的眼睛和 Cauldre 的眼睛想像一下。哦，對

於 Shaumbra 來說這是個多棒的地方，即使你從未來過這裡，即使你從未親

自到過這裡，也可以在此感受到 Shaumbra 所做的一切的能量。真是個多大

的祝福，真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地方，也充滿了我們的 Shaumbra 狗－Belle

的能量。我說，“我們的”，無論 Belle 在哪裡，今天，她將在我們的聚會

中到處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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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能量呼吸進來 

讓我們從把豐裕（abundant）深呼吸進來開始吧。啊! 有個親愛的女孩。讓

我們從深呼吸入豐裕開始－ 豐裕－因為它是自然的。你不需要為它努力，不

是銀行家能給你，你的老闆也不能給你的。豐裕是自然的。讓我們開始……

（Adamus 深吸一口氣）……深呼吸。Linda，深吸一口豐裕。你的生活很豐

裕，但你總是可以吸入更多。你總是可以呼吸入更多的豐裕（他們一起深呼

吸）。 

LINDA：啊！ 

ADAMUS：哦，不要呼得太快，品嚐一下。 

LINDA：哦，哦。屏住呼吸！ 

ADAMUS：看著。 

LINDA：好的。 

ADAMUS：（他慢慢地深呼吸，屏住一會兒，然後輕輕地吐出）啊！就像這

樣子，試一次。 

LINDA：我的呼吸不能像你那麼大。 

ADAMUS：只要品嚐一下，品嚐一下，試一下，嘗試一下 。（Linda 做了

一個短短僵硬的呼吸。）嗯，那裡有點緊張，有點緊張。正常唄 … 

LINDA：我在表演。 

ADAMUS：（咯咯笑）通常我會和觀眾一起玩，但是現在我只有 Linda 可

以找。如此的新冠病毒。好的。 



 

 

讓我們一起做。讓我們作個深呼吸，了解到 Cauldre 有這充滿煙霧的肺。但

是，即使他和我也可以一起真正的深呼吸入豐裕（Adamus 深呼吸），然後

品嚐一下，感受一下。在你的存在內擴展。不要立即將其呼出。繼續，深深

呼吸入豐裕（Linda 再次深吸一口氣）。然後啊！好。 

現在，來一個巨大的死亡怎麼樣……（ Adamus 咯咯笑）我正在想著死亡，

因為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是親愛的 Linda Farrell。多年來，Linda 在科羅拉

多州都是月聚會團隊的重要成員之一。她今天是我們的特別嘉賓，所以我想

這在我的……嗯，你知道，我必須在這個聚會開始時就坦白承認。我想把它

放在腦海中，這很難做到。換句話說，我正在嘗試思考，以便在下面的討論

中，我可以與大家一起都會作的事 －思考 －聯繫起來。所以我現在想嘗試

思考一下，這很困擾我，所以我將停止思考而不去擔心它。 

來個偉大的深呼吸，將你的自由能量體誒進來（ Adamus 作了個深呼吸）。

並在你的體內感受它、去感覺它。啊！現在，作一個豐裕和自由能量體的呼

吸（他深吸一口氣）怎麼樣。啊！做同時吸入二種的深呼吸。    

豐裕，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為這是你的能量。就是如此。我們已經討論了

這些物理學，現在我們將開始應用它們，你將開始應用它們，不再有藉口。

一點也不再用藉口。你吸入豐裕。這全是你的能量。你深吸一口氣，吸入自

由能量體。你可以毫無恐懼地呼吸入你的能量。   

開始做， 你沒有任何害怕地吸入所有你的能量。 

（暫停，因為 Linda 再次深呼吸）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便秘，但讓我們再做一次。就像……不，不…… 

LINDA：我在游泳池會做得比較好。 



 

 

ADAMUS：好的。我們上去游泳池。你能把攝影機帶到那裡嗎？我們只是做

Linda 的呼吸…… 

LINDA：那裡會更自然。 

ADAMUS：…在游泳池裡。 

LINDA：是的，是的。 

ADAMUS：好的。 

LINDA：那對我來說更容易。 

ADAMUS：現在，這是一個承諾。我們將作視頻…… 

LINDA：不，我們不會。 

ADAMUS：Linda…… 

LINDA：不，我們不會。 

ADAMUS：……呼吸…… 

LINDA：（笑）不，我們不會。 

ADAMUS：…游泳池（Adamus 輕笑）。Cauldre，你必須弄清楚。 

LINDA：我們不會那樣做！ 

ADAMUS：是的，我們將在下一個聚會中展示。 

LINDA：好的。 



 

 

ADAMUS：你的呼吸應該是自然的。你的呼吸顯示著你到底是如何讓能量流

入你的體內。我並不是說這是唯一的顯示方式，但是，如果你的呼吸像這樣

斷斷續續（Adamus 表現出斷斷續續地呼吸），則表明你只是在壓抑、你在

限制。而且，如果你馬上將其呼出，它只是表示你不在品嚐，你沒有讓它浸

入。那麼，現在來深呼吸一下你的能量吧。為所有的 Shaumbra， 開始

吧。   

LINDA：為全部 Shaumbra？ 

ADAMUS：好，不，只是一個例子。 

LINDA：哦，哦，哦，哦，好的。 

ADAMUS：給所有 Shaumbra 作個示範。 

（暫停，當 Linda 再次深呼吸）。 

ADAMUS：好多了。還是有點緊張。 

LINDA：我有點過敏。 

ADAMUS：一點過敏不是藉口（Linda 喘著粗氣）。沒有任何藉口。過敏，

糟糕的工作，不良的家庭 － 我不在乎它是什麼 － 沒有藉口。你深吸一口氣

（Adamus 深吸一口氣），這一切都是你的。你品嚐一下。你會感覺到它很

快地流過你的身體，很快地流過你的思想，很快地流過你整個的存在。 

你知道，所有的能量都是你的。你知道的，不是嗎？ 

LINDA：當然是的。 

ADAMUS：頭腦知道。 



 

 

LINDA：當然，我知道。 

ADAMUS：是的，但是當將其應用到你的生活中，讓它進入你的生活，這是

另一回事，因為存在著壓抑的模式。有一種模式相信它是別人的、是別人

的。因此，有一種真正限制它的模式，但是我們現在就要將其開放，沒有任

何藉口，沒有不做，不要等到明天，我們現在就要做了。 

深呼吸，（Adamus 深呼吸），然後讓能量，你的能量進入你的存在。就是

如此，就是如此而已。就這麼簡單，而且沒有任何藉口。沒有 “我今天真的

很累” 或 “我很累……”。 

LINDA：難道必需僅僅是鼻呼吸嗎？還是可以從你的鼻子和嘴裡呼吸進來

嗎？ 

ADAMUS：它可以是你想要的任何東西。我比較喜歡用鼻子呼吸，但是它可

以是走任何你想要的路徑。你可以經由嘴來呼吸。試試看（Linda 經由嘴來

深呼吸）。不，放鬆的呼吸、放鬆的呼吸。讓我從後面來…… 

LINDA：哦，不。 

ADAMUS：……並幫助你…… 

LINDA：哦，不。 

ADAMUS：…呼吸。好的。現在，只是放鬆。你在這裡代表著所有

Shaumbra 顯示他們的壓抑問題。你知道，你已經聽過我談論－所有能量都

是你的－很長時間了，然後你想了一下，但是你沒有這樣做。現在我們要做

了。因此，讓我們一起呼吸，數到三，一、二、三……（他們一起深呼吸） 

LINDA：（屏住呼吸說話）我的短一點。 



 

 

ADAMUS：啊！那感覺不好嗎？ 

LINDA：大致上。 

ADAMUS：大致上。胸部會痛嗎？（Adamus 的手在 Linda 的胸部上方）

你不介意我這樣做嗎？你丈夫這樣做，所以我可以做。靈性大師（Linda 咯

咯笑）的廉價刺激。 

好吧，讓我們再作一個深……（Adamus 輕笑）Cauldre，他對我不滿意，但

是沒關係。讓我們一起作個深呼吸（他們一起深呼吸）。啊！然後放鬆。 

吸入你的豐裕，開始。 

吸入你的能量、你的豐裕、 吸入你的美好。 

呼吸入你所是的一切。 

呼吸入你所擁有的每一次經驗。 

有時會有阻力 – 呼吸是你如何對能量開放的良好指標，你是否自由和開放地

呼吸？還是在找藉口？你是否只是在限制性地呼吸，所以你只有幾乎足夠的

氧氣進來？  

你做個很好的深呼吸（Adamus 深呼吸），一個圓滿的呼吸入你的能量、你

的豐裕、你的自由能量體，是的，起初會有點難，因為會有一個自然的阻

力。而且大多數人不會作深吸一口氣把自己的能量吸入。 

進行大量的呼吸練習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仍然相信這是一個外在的能量，

嗯，它就沒有多大用處。但是，當你呼吸入你自己（your Self）、呼吸入全

部的你 – 凡夫、我是、大師（Adamus 作個深呼吸），你呼吸入全部的你 －



 

 

你真正在做的是在喚起你的感覺。你正在喚起你的感覺和覺知。你在打開

來；你終於讓它進來了。  

由於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這會存在很大的阻力。因此，地球上的每個人現

在都以某種方式限制自己。我們將超越此限制。實際上，現在別無選擇。我

並不是說你可以做或不做。你別無選擇對於你是否要一起參加，因為這一切

都是與你、你的豐裕、你的能量，你的創造力、你的喜悅和你的身體息息相

關。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 Shaumbra 在抱怨身體，“哦，我的身體會痛。” 當

然，因為你現在不允許。你在對抗，你正在對抗你身體的問題，然後你真正

想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深呼吸，因為那樣一來，無論那是你的膝蓋、心臟、

臀部、手臂、頭部或其他部位，都會更痛一點，因此會有抵抗的存在。實際

上，因為它會感到疼痛，你會減少呼吸量。  

活著會感到痛苦，所以你生活在那種痛苦的領域中，而不會真正想完全的活

出來，因為你認為這會更加痛苦。但是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當你對自己清楚了，並說：“我就是 我是。這是我的能量、這是我的豐裕、

我的自由能量體 ”，你作個又深又大膽的呼吸；你只需將其吸入，將你的肺

部充滿，直到感覺它們會爆裂；你（Adamus 深吸一口氣）將其吸入，然後

品嚐一下。你知道，這就像你在嘴裡放了一塊派，然後在吞嚥之前你將其在

口中弄軟一點 – 這是 Cauldre 的例子，不是我的 － 在吞入它之前將其在口

中弄軟，你品嚐了它，然後消化它，你會感覺到那一口派的每一點都從你的

喉嚨流下去，進入你的腹部，進入你的存在來為你服務。它就像這樣子。  

讓我們來一起深呼吸 －你、我和所有的 Shaumbra。你準備好了嗎？ 

LINDA：是的，先生。 



 

 

ADAMUS：好的。好吧，不，不要叫我 “先生” 。讓我們好好做個深呼

吸。每一個在 Shaumbra 國土的你們把所有的你都呼吸進來，把整個的你、

全部的你都呼吸進來。   

你不是在這裡呼吸大眾意識。不不不。你不是在把旁邊的人呼吸進來，你不

是在把新冠病毒呼吸進來，你是在把你自己呼吸進來。讓我們好好地深吸一

口氣（Adamus 深吸一口氣並停住一會兒），然後品嚐並消化。你並沒有真

正把它呼出去，而是在消化它。你正在打開通往自己的能量的通道。 

親愛的 Linda，謝謝你的合作。感覺如何？你覺得怎麼樣？比較好？有點太

厲害嗎？ 

LINDA：實際上，感覺更好了，一旦你做過了，你就不會忘記它。 

ADAMUS：是的。是的。你想再做一次嗎？ 

LINDA：在床上作。 

ADAMUS：不。再做一次。別那樣，你知道。Cauldre 不會喜歡你這種調情

的態度。他不會喜歡…… 

LINDA：這是三位一起！你每天晚上都和我們一起在床上。你在說什麼？ 

ADAMUS：不，不，不。我沒有。 

LINDA：哦，是的。 

ADAMUS：不是的！ 

LINDA：哦，是的。 

ADAMUS：不，不，不。 



 

 

LINDA：是的，相信我，當你在那兒時我會知道。 

ADAMUS：讓我們繼續。不要在這裡透露秘密。 

讓我們再次一起深呼吸，再次呼吸入全部的你自己。我只是喜歡 “豐裕”這

個詞，因為那就是你，你就是豐裕。讓我們深呼吸（深呼吸），品嚐然後消

化。不要呼出來，而是消化它，把它帶入你的存在。好，很好。謝謝。謝

謝。 

我在 Shaumbra 的國度裏感到了很多阻力，很多阻力。這是很自然的，不必

擔心，因為這就像打開自己，而你不確定自己是否準備好了要打開。但你是

準備好了。基本上，你必須這樣做。如果你走到這麼遠了，那你就必須這樣

做。因此，不再有“如果”，“和” 和 “但是”，也不再坐在籬笆上，不

再哀鳴或抱怨。我們經歷過所有這些了。現在，進入了成為一個豐裕的大

師，在這個星球上的一位快樂大師。 

  

不再有戰鬥 

因此，在我們進入實際主題之前，我還要介紹下一個內容。是的，很多

Shaumbra 將要離開了，別這樣！停下！停下，你不需要離開， 我們已經有

了一系列的，令人難忘的 Shaumbra 們，你可以從網上了解他們。我們有

DocCE，我們有 Edith，有 Sart，現在有了 Linda Farrell。他們很好，它們

比很好還要好，我不能說他們有很多遺憾，但是他們確實懷念當身為人類形

式時的這些。 

 



 

 

Linda 生病了很長一段時間 －不是這個 Linda － 但 Linda Farrell 生了很長

一段時間的病。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對你們中的某些人可能沒那麼好聽

（Linda 用她的舌頭發出聲音）。當我說話時不要對我發出奇怪的聲音

（Adamus 輕笑）。親愛的 Linda of Eesa 在發出奇怪的聲音。 

LINDA：我只是發出“嘿”！ 

ADAMUS：是的。那我說到哪？ 今天我的特別客人 Linda Farrell 一周前就

越過了。她跟疾病對抗了很久。 

她跟疾病對抗了很久。 

不，不再這樣了。你不對抗疾病。Cauldre 告訴我，在你們的電視廣告中，

“與癌症對抗、與這個抗爭、與新冠病毒對抗”，無論是與什麼對抗。 

不，不，你不這樣做。那聽起來可笑。當能量都是你的時候，你是在與什麼

對抗？你只會在與自己對抗，而與自己對抗將使你病得更嚴重。這將確認你

的失衡和疾病狀態。所以你只是在抵抗自己。不，你要把它們呼吸進來。是

的，你的疾病，你的瘋狂，無論那是什麼，你的缺乏豐裕，你都把它們呼吸

進來。我並不是說你應該說這是你的狀態，但不要再與這些抗爭了。這些都

只是你的能量，你的疾病是你的能量，你的缺乏豐裕是你的能量，你的缺乏

自我價值，仍然是你的能量。 

你開始呼吸入你的能量。沒有阻力，沒有退縮。你病了，你得了疾病，別再

嘗試 － 我今天要說粗話，可以嗎？ 

LINDA：誰會阻止你？ 

ADAMUS：是的，沒有人（他們輕笑）。 



 

 

停止試圖弄清楚自己的疾病，停止把它合理化或不合理化，停止嘗試使用精

神上的力量來擺脫疾病。這些都別做了。 

把自己（Self）呼吸進來。如果你生病、缺乏或任何其他東西，把自己呼吸

進來。如果你想知道，“哦，為什麼證悟還沒有來到我？” 和 “所有其他

Shaumbra 都證悟了，而我沒有”，即使你的身體不平衡，疾病或其他任何

東西，你也都把自己的能量呼吸進來。這些仍然是你的能量。把它們呼吸進

來。帶給自己。 

停止自己內在的所有爭鬥。停下來，這不是我第一次說這個了，但是我已經

有點厭倦了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講它，但是如果需要的話，我會繼續說下去。

不管它是什麼，都要停止爭鬥。當你不再與之抗爭時，它確實是最極致的允

許。你會意識到，“天哪，這只是我的能量。我在抵抗什麼呢？ 為什麼我花

了無數的時間？為什麼我晚上會腦筋痛？為什麼我躺在床上恐懼呢？為什麼

我在白天的清醒時間內避免在人類的經驗範圍內做任何事情，因為我試圖弄

清楚為什麼我處於這種狀態，為什麼我患有疾病，為什麼甚至患有精神疾

病？” 

你有精神問題嗎？你想繼續這些精神問題嗎？你一直在和它們爭鬥。你一直

在努力弄清楚如何克服它們，那會讓你長時間有精神上的問題和生活上的失

衡。 

我們結束了所有這些。我不想看到你們中的任何人在抵抗自己的問題。我不

想看到你們中的任何人說：“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的生活中？我為什麼？– 

最近的一個好的/壞的例子，我愛的某人 － “為什麼我剛剛收到 IRS 稅收通

知？” 停下！  

它所做的只是使你更加地陷入一種不平衡的境地，這實際上不是你，在你身

上看起來並不好。你深吸一口氣，你把那國稅局的稅收通知呼吸進來。我知



 

 

道這是你在這世界上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天哪，我將得到 IRS，我將把國

稅局部門吸到身體內。” 不，這全都是你的能量，你把它吸進來，你意識到

每一個能量都是在為你服務，甚至如果這個人在想 － 這就是操作的詞，

“想”，這很糟糕，因為這個凡夫真的不了解他媽的現在在很多方面發生了

什麼事，我的意思是你正在慢慢釋放舊的凡夫自我，他們真的不了解。  

所以，你告訴凡夫，你告訴你的那一部分，那仍在徘徊的角色，“閉嘴。我

要呼吸進來。這都是我的。” 稅務通知，抵押破產 － 是的！–所有這些東

西。   

“哦，不，不，Adamus！我無法應付！” 是的，你可以的。而一旦你意識

到這全都是你的能量，即使你認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你們很多人也都陷入了這種自我價值中，“哦，我一定做了什麼錯事” 或 

“我沒有聽 Adamus ”或“ Adamus 是胡說八道” 或其他任何話。停止！

這一切都是這麼簡單。這是你的能量。你把它呼吸進來。 

讓我們再做一次。無論是什麼事，都要作個深呼吸（Adamus 深呼吸）。那

裡有稅務問題（仍屏住呼吸）和健康問題，“我有人際關係問題，家庭問

題，全部都在那裡。我要更把它呼吸進來（最終呼氣），因為這只是我的能

量，我要品嚐它，現在我要讓那能量來為我這位大師服務。我將消化這能

量，我不是吸進之後馬上吐出來。” 這就是你作為一位大師對待一切的方

式。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都在告訴我，“哦，Adamus。你不明白。” 我有沒

有告訴過你我的水晶的故事，大概十萬年之久。是的，我了解。我了解這是

什麼樣子，但我也理解你可以被所有藉口、所有思考和其他所有因素而深陷

其中。我明白。 



 

 

你不明白的是它是如此簡單。這只是你的能量！讓它為你服務。是的，剛開

始你對它開放時，它看起來像是順著一條河，快速而下，最後撞上急流，你

想知道自己是否能生存下來。你知道嗎？那只是一個古老的凡夫概念。只是

你正在經歷的一些變化，最終到達了一個帶有瀑布和熱帶環境的美麗潟湖，

小精靈們為你提供飲料，還有一個沙灘，周圍沒有其他人，優美的音樂演奏

著。那是你在經過急流之後會發生的事情。   

因此，讓我們再次作個深呼吸，品嚐一下，然後消化（Adamus 深呼吸）。

吸入所有一切，不是只是幾樣，每件事（再次屏住呼吸）–等等，我正在消

化 – 一切。不只是幾件事。每一件、每一件、每一件。生活中的每一件。我

不在乎它是什麼，無論你是否喜歡它。將它們全部放在一起，將其呼吸進

去，這是你的能量，停止想得如此之多，不要想得如此之多，好的。  

順便說一句，這不僅僅是我說的。這是離世的 Shaumbra，尤其是今年離世

的。他們到了另一個世界，意識到， “哦，天哪！我真的只是信任，並養活

了這些舊問題，將它們包裹在腦海中。” Linda Farrell 現在正點著頭說： 

“我考慮的太多我自己身體的問題” 。稍等一下，所以她正在說一些話。她

說她從不喜歡自己的身體，這是大事！這是大事！她說： “哦，我的身體永

遠是我生命中的負面事物。我不喜歡我的樣子。比起別人，我不喜歡自己。

你知道，這總是一個 “大身體” 的問題，導致我失去很多自我價值。” 

沒關係，克服它！我的意思是，克服它，現在就進入你的自由能量體。克服

那個祖先來的身體。Linda，不管你祖先所有的任何身體問題，隨後你說：

“嘿，不再有身體問題了，走過它，我現在正在往我的自由能量體前進。” 

Linda 還說的是 – 不是這個 Linda ，而是 Linda Farrell。 

LINDA：等等，等等，等等。讓我們把 Linda 帶到這裡（她從椅子上騰出空

間）。 



 

 

ADAMUS：哦，我們將 Linda Farrell 帶到這裡。 

LINDA：是的，是的。 

ADAMUS：很好。看，現在她沒有肉體了。她不再有任何問題了。但是，她

就不能在這裡與其他人一起享受感知的生活。因此，她說： “是的，我考慮

了一下，並試圖與之抗爭多年。那是我的操作方式。我嘗試了奮戰，無論是

心理上的問題、身體問題、人際關係問題還是其他問題。一切奮戰都徒勞無

功，” 她說。 “所有的奮戰都沒有結果！” 

你不需要這樣做。你無需為任何事而奮戰，Linda 同意說：“這一切都沒有

用。我現在意識到這全都是我的能量。把它喝進來，呼吸進來，生活進來

吧，這全都是我的。我不必擔心，如果這樣做癌症將佔據我的身體。我不必

擔心，突然之間我會成為吸引新冠病毒或鬼魅或外面的能量體或其他任何事

物的一塊磁鐵。” 

全都是你的。這一切都是你的，所以你把它呼吸進來，你把它活出來。就是

如此。好的。 

謝謝。Linda of Eesa，你想要的話，歡迎你隨時回來。 

LINDA：哦。你會表現良好嗎？ 

ADAMUS：不，我會是我自己（Adamus 輕笑）。好，現在進入下面要討

論的。 

  

向前進 



 

 

我們現在處於一種有趣的中間狀態。介於兩者之間的是我們有很多

Shaumbra，他們是地球上真正的體現大師了。他們允許，他們已經意識到

並證悟了，在所有真正的證悟中，你知道有多少人是有如此大的強烈釋放、

閃電般的證悟嗎？Linda，你猜多少？我們現在已有將近 1600 位體現

Shaumbra 大師。有多少人 “早上醒來，你就是一個改變了的人了” ，或

者像被雷電擊中，或者只是像一種宇宙意識的體驗？ 

LINDA：它是又大又野嗎？ 

ADAMUS：是的，是的。 

LINDA：大概沒有。 

ADAMUS：是的，正確的，沒有。沒有。你不需要那樣子，你無需像那樣讓

自己難以招架。只有當你抑制太久了時，才會發生這種情況。發生這種情況

的原因是，你有點像我在談論的那條河上的水壩，而你由於某種理由或其他

理由而退縮。你不相信自己。你只是想玩更久的遊戲，你將其擋住，將其壓

抑住。然後，你通過談論證悟來刺激自己 － 你談論它，這全是頭腦上的，

但是你實際上卻沒有這樣做 － 然後有一天大壩潰堤了，然後你有了該死的

證悟。突然間，它就來了，但是它常常使人不知所措，而且我想說，這並不

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有些人喜歡煙火，有些人喜歡一杯好酒。    

因此，我們有許多 Shaumbra 允許他們的證悟。沒有一位是以非常大的、戲

劇性的場景來達到證悟。證悟只是很輕鬆容易地走向他們。他們只是意識到

自己已經證悟了。 

然後我們有很多其他人，我稱之為“就快到的人（Sooners）”。Cauldre

告訴我俄克拉荷馬州有一支足球隊叫那個，我不是在說那個。我說的是

Sooners，這些就在邊緣，很快就會證悟的 Sooners － 它們處於等待的狀



 

 

態。你知道在空中等待著陸的飛機的感覺如何，它們處於這種等待狀態，並

想知道何時將獲得許可來著陸。你處於等待狀態，想知道何時要給予自己權

限。你正在等待外部的觸發，但是沒有任何觸發的，這全取決於你。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介於兩者之間。現在，我們已經有許多已證悟的

Shaumbra 大師，他們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變化。實際

上，在某種程度上，什麼都沒有改變，但是一切都改變了。我知道這似乎有

點互相矛盾，但是你會明白的。一切都沒有真正改變。他們仍然在早上起

床，他們仍然喝一杯咖啡，然後他們需要上廁所去，什麼都沒有真正改變，

但是一切都改變了，其中有一種美。換句話說，這不是突然之間你離開郊區

的房子，然後突然必須住在某個公社中。不是像那樣的。 

但是我們有一整群的 Sooners － “遲早都會發生的。” 這完全取決於你。

因此，我現在嘗試將我們的討論調整，來給已經證悟者也給 Sooners。這有

點困難，因為當我坐下來進行準備時，我的準備工作基本上就是要調給每一

個以後將會聽到這訊息的人。那是我的準備工作，我去感受它，感受我需要

對誰講話，把能量用到哪裡，哪裡是目標。我不注重詞句，實際上那大部分

都取決於 Cauldre。我致力於能量著重方面，我不僅有主要目標區域，還有

其他區域 – 我應將能量集中在哪裡？– 目前這有點困難，因為我們有了已經

證悟者和即將達到的人，也就是 Sooners。所以我們要將重點放在哪裡？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所以我帶著頭。我正在與那些終於承認自

己並允許自己意識到自己證悟的人打交道。我帶領著領頭者，是的，其中許

多人是 Keahakers。我們在聚會中談論的很多內容都來自 Keahak，

Keahakers 知道這一點，我認為他們中大多數人實際上都喜歡並覺得很好。

我們 – “測試” 不是正確的詞，嗯， “實驗” 不是正確的詞 – 我們首先在

Keahak 推出。我們 – 是指我和其他協助我的人 – 我們看到了 Shaumbra 對

它的反應。我們看到意識上發生的變化。 



 

 

所以我們有些像在 Keahak 推出。我們在每個月聚會中會更加深入，但我們

在 Keahak 中先推出，然後將其帶給 Shaumbra。我帶領著，其中大部分也

包括 Keahakers。我從前面拉，這是個不錯的位置。 

在背後 － 背後不是一個壞地方，但在背面 － 推動著，保持一切往前進的是

親愛的朋友 Kuthumi。 

我想 Kuthumi 總是得到大象的背後。在這種情況下，這是 Shaumbra 的後

方，但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總是必須清理髒亂。他不在乎這個位置，他

在其中找到了快樂和喜悅，他說：“嘿，總是有人需要做的，也可能就是

我。” 

現在，在這一切的中間地帶，我們有已經離世的 Shaumbra，尤其是 FM 之

類的人， 我們也有 Sart，他們在 Shaumbra 的隊伍中來回奔跑，說：“加

油！加油！你能作到的！看著我，我做到了！” 所以我們得到了 Shaumbra

的鼓勵。但是我的著重點是，我信息的目標著陸區是那些就是允許、順其自

然、讓它發生的人，更著重在那些允許的人。因此，如果你有時感覺到這些

消息，不是只集中在一個領域上，這可能是對的，因為我還必須考慮所有其

他的人。 

但是基本上，我們在這裡的目的，尤其是在這個系列的月聚會中，是成為這

個星球上的大師是什麼樣子？你必須忍受什麼？你在經歷什麼？ 

從來沒有人在這樣的團體中做過。在近代，無論是不是團體，都很少有人做

過。因此，對於後來才來的人們，我們正在看看 “允許你的證悟並留在地球

上是什麼樣子？” 並非每天都會是快樂、幸運的。因為你仍處於大眾意識

中，所以生活會存在著挑戰。將會有挑戰。但是，當我們能夠討論它們，而

且你意識到這不僅是你，還有其他人，而且也不是每一件事你都想要嘗試去

做，換句話說，你並不是在試圖改變大眾意識來讓自己快樂一點。但是你會



 

 

學到，你可以處於大眾意識中並且非常覺知它，而且不會讓你變得不知所

措，也不會讓你失去喜悅。 

因此，為了那些很快會證悟，和那些已經允許的人，讓我們將它深吸一口

氣。 

  

新冠病毒病 

因此，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下一個項目是新冠病毒。 

你知道，這很有趣 – 我將給出一個情況概述，並用世界上和整個宇宙中的所

有慈悲心來說出來 – 但是新冠病毒原本就是要發生的。地球上有足夠的人類

意識，足以使人類想要地球改變。變化可以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實現，我並不

是說新冠病毒是實現變化的最佳方式（Belle 吠叫），但變化可以由諸如病

毒之類的東西來達到整個地球。我們有 Belle 在這裡回應所有這些能量。

嘿。沒關係，你可以照一張 Linda 幾乎在地板上爬行（Linda 咯咯地笑）去

看 Belle。她現在正在作一個大夢。   

新冠病毒實際上是在年初開始的，甚至可以說是大約一年前的這個時候開

始，並且席捲了整個地球。他奪取了很多生命，很多生命。它使很多人生病

了，但最重要的是，它所做的是改變了地球上的意識。   

正如新冠病毒的困難，尤其是在所有死亡和周圍圍繞的恐懼中，我希望你能

夠把它呼吸進來。是的，我知道這很困難，因為你說：“哦，但是許多人都

死了 ”，但這並非一無是處，這不是徒勞的。它是為了這個地球上的改變，

而且那些人是事實上已經準備好要離開的。我並不是要把它縮小或者是讓他

看起來不重要，因為是有很多人 －150 萬的人死於新冠病毒。你可以整天爭



 

 

論這些數字，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關係，但是，由於新冠病毒的直接或間接結

果，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死亡。 

大師們，我現在要向你挑戰。把它呼吸進來吧，把它呼吸進來吧，因為它給

地球帶來了很多變化。有更好的方法來達到這個嗎？最終，是的，它不是病

毒，疾病或戰爭。最終，是的，但實際上我不知道這個星球上的意識是否可

以用不同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實際上，我要說的是，它的實現方式以及它所

引起的變化以及將來將引起的變化是輝煌的，這是對因其而死的人們表示敬

意。 

但是，你知道，我希望你去感覺一下這個。當帶著對那 150 萬死亡的人的慈

悲心，你呼吸入地球上新冠病毒的整個動態，然而在過去，大多數的他們將

在死亡後卡在接近地球次維中 － 80、85％的人毫無疑問會深陷其中，而現

在，隨著宇宙發生的所有變化，現在 － 我必須弄清楚我的數字 － 但現在有

將近 70％的人進入了新地球；它們從新冠病毒死亡後已經走過了近地球次

維，而且進入了新地球，現在有數百個新地球了。因為有更高意識的引力、

不同的作事方法、不再回到相同的舊模式，所以他們能夠走到那裡。現在，

從字面上看，近地球次維 – 也就是人們死後通常會徘徊，直到他們被吸回來

開始下一輩子 – 現在，即使是近地球次維也正在發生變化。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訊息 DreamWalker Death 的信息，我們將詳細介紹

近地球次維以及你會經歷的各個層面。這麼長時間，就像一層腐爛的大眾意

識雲，人們死後去了那裡，沒有真正放下他們所攜帶的垃圾，然後又被吸回

了地球，最終回到了同一個該死的家庭，住在他們以前所居住的小鎮，並且

有著同樣的挫敗感模式。  

但這個改變與新冠病毒和你所做的事、天使家庭的關閉、Order of Arc 的關

閉有關。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類將走新地球的這條路，那裡有更多的恢復，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dreamwalker-death-2020-september-25-27-2020.html


 

 

當他們再次回來下一輩子之前，會有更多的意識。如果你只是進入近地球次

維，再回來下一輩子之前，就停在你的舒適地帶或者你的憤怒地帶、缺乏自

我價值地帶閑晃時，你並沒有真正改變你在地球的意識。它沒有什麼太大改

變，因為你離開時與返回時是一樣的。你離開地球時的能量動力與返回地球

時的能量動力相同。由於今年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這種情況已經改變了。 

因此，現在，當他們去你所幫助建立的、你過去曾教過的（你已經不再做那

麼多了，你有其他事要做）許多新地球之一時，他們在真正了解他們一生的

能量動態。現在，新地球有了巨大的智慧，他們現在正在看著：“在我跳上

車回到我祖先的家族的下一世之前，也許是時候作一些改變了。”     

因此，當他們回來時 －其中一些實際上已經回來了 － 當他們回來時，他們

會帶著更大的意識和更少的包袱回來。並非如你所想的那樣完全乾淨和自

由，但是包袱減少了許多，意識多了許多。他們允許自己帶著那如今在整個

宇宙真正擴散的智慧回來。 

呼吸入新冠病毒、所有因新冠病毒而離開的人以及將要回來的人。我知道你

說：“嗯，我不想吸入疾病。” 該死的，把它吸進去。這不是疾病，而只是

能量。那是失去平衡的能量，直到它回到一個像你一樣有智慧的存在。 

新冠病毒的其他好處；大規模的世界變化。我知道你們中許多人都在想：

“嗯，我沒有讀過它。你是什麼意思一個大改變？好吧，他們還沒有寫出

來，因為現在它仍在發展中，而且其中大部分不像新冠病毒那樣有戲劇性的

吸引力。 

我已經在其他一些聚會中談論過它，有關醫學研究。世界團結起來；在這段

期間，世界醫學界共同團結起來。在經濟的推動下，他們說：“我們必須找

到答案，”。他們說：“人們沒有了工作，人們失業，失去家園，飢餓。我

們必須保持經濟引擎的運轉，” 這將會成為一個笑話。但這是它的動力，也



 

 

是拯救生命的動力。我並不是要對此完全譏諷，也是要挽救生命並減輕人們

的痛苦。從所花的時間，金錢，和熱情在尋找這個新冠病毒的答案，這是醫

學上前所未有的焦點，這是世界前所未有的。 

據說，他們會在不久的將來推出疫苗 － 從現在到我們的下一個月聚會之間

－ 但這不會是阻止新冠病毒的東西。不是的。報紙可能會說 – 呃，Cauldre 

告訴我你們再也沒有報紙了，真可惜。媒體可能不會這樣報導，但遲早會發

生，有怪異的事情發生。它就好像停下來了。我想讓你記住“怪異”是意

識，我的意思是他們所談論的怪異，會造成不同的是一種意識因素，實際

上，該病毒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在滋養它了。你可以說是因為疫苗，但情況會

大不相同。   

醫學研究已經深入研究了 － RNA、DNA、人類基因組中所有的一切、人

體、人體組織、器官和其他的 － 試圖找到新冠病毒的答案。對醫學界這就

像是一次巨大的神秘狩獵，他們發現的不僅僅是關於這種流感。例如他們發

現的是全新的對 DNA 的理解。由於所有研究，短短一年內在 DNA 研究就

大約超越了 10 至 12 年。當我們進入新人類物種時，這將會幫助地球、會幫

助人類。這將有助於克服和了解許多疾病。  

這對地球的金融系統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很有趣，因

為對新冠病毒進行的大量研究都是為了減輕它的財務影響。但是最終它將改

變事物的籌資方式，貨幣交換方式，金錢存放方式。貨幣的整個能量系統將

發生變化，我並不是說貨幣突然間會過時。我並不是說突然間，我被拉進了

NESARA 整個陰謀之中，這只是一種分散注意力。我並不是說這些事情會發

生，而要説的是人們會重新評估工作和金錢，以及他們如何在彼此之間轉移

金錢。我並不是說銀行腐敗或其他任何事情，這是有爭議的，這與它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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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這裡暫停一下，並離題，談論陰謀理論。幸運的是，你們中的大多數

人並未陷入陰謀之中，但其中一些人確實陷入了。通常，陰謀論會適得其

反，他們使你的視野模糊而不能看到真正的重點。你深入了，但是它們是兔

子洞，他們是死胡同。人們因為恐懼和自我，製造出這些陰謀論，甚至那些

善意和有邏輯的人也陷入其中，這根本沒有道理。 

現在有很多陰謀理論，我要你超越那些。升到它上面。看看正在發生的事情

的能量，而不是看著陰謀理論，也不是每天在新聞中所看到的事物。這些都

與此無關。我想說，即使是新聞，也是種陰謀理論，因為它並不是真正的全

貌。全貌是對改變的渴望；新冠病毒來了；變化發生了；是的，有些人離開

了，但是即使離開了，他們去了新地球，他們回來時會是有更多的意識的存

在；這就會有更多的意識回到地球，那就會發生更多的變化。 

因此，讓我們停止將新冠病毒視為不好的東西。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心在

流血，說：“哦，但是所有這些可憐的人。” 不，別這樣。作為一位大師，

你將看著全部能量信息，全部能量動態。這個星球想要改變。這星球正在進

入整體機器時代。可能在未來 30 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地球將變成一個奇特

的點，事情必須改變。 

從我的角度、我從高點來看到的變化，但我並沒有糾纏於許多人類的陰謀理

論、廢話和事實（fact）以及所有其他一切。我說“事實（fact）”是因為

是真的，事實不是真的事實。從我的觀點來看，目前地球上正在發生著的是

意識的巨大激增。 

這很簡單，你遇到了類似新冠病毒的事件，每個人都必須待在家裡。當他們

長時間呆在家裡時，他們會做大多數人真正、非常害怕的事情，那就是他們

會自我評估。他們必須看看自己。他們不再因為每天都要去辦公室、需要與

其他人打交道而分散注意力，他們不再具有日常大眾意識來分散注意力。 



 

 

由於取消分組（ungrouping），群眾意識在今年發生了巨大變化。記得我

們很久以前就談論過取消分組，我認為大約是一年前已經談到取消分組，不

再能夠與你的祖先小組在一起了，這可能是一件好事；不再與辦公室、你的

朋友或其他任何人一起出去玩。突然之間，你就自己一個人了，那時很多人

就會說：“我是誰？我是誰？” 這是一個呼喚，召回到他們的房子，放下許

多干擾。“我是誰？” 

很多人當他們聽到自己有這個想法時，就會從中逃脫，他們逃離，他們不想

面對這些，但是實際上有很多人在他們的生活中這寂靜的時刻說：“是的，

我是誰？” 渴望發現內在的某些東西，發現某些超出了頭腦或者邏輯所能告

訴他們的東西 – “我是誰？為什麼我在這裡？我為什麼每天要去做這份工

作？為什麼我處於我不真的高興的關係中？我為什麼這樣做？我是誰？” 

你確切地知道它是什麼樣的。你已經做了，這實際上是導致你的覺醒或是在

覺醒後不久發生的。現在，我們有一整個的地球星球在這樣做（不是每個人

都在做，但是足夠了），這個星球的意識發生了變化。   

你會很快，非常、非常快地看到新冠病毒緩解了，就好像在很短的時間內幾

乎從地球表面消失一樣。然後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意識出現。即使那些變得

更好意識的人是比較年紀大的，但那個意識也將是年輕而原始的。但這將是

我所稱之為不成熟或原始意識，而它將會尋找標準、範例。將不會是領導者

來告訴大家如何做和組織團隊，那將是過去式了。但是他們會尋找例子，並

且會想要有一些故事。豐富的故事，而不是講課式的。不要教導他們。他們

將會想要已經進入意識或將進入意識的人的故事，並且他們會想要你的故

事。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鼓勵你多一些戲劇性。我可以拿你們的任何一個故事 － 

假設你過著一個沉悶的生活 － 我可以拿任何故事並將其轉變為一個特殊的



 

 

故事。我可以拿你如何在泥土中出生、貧窮的父母、當你很小的時候母親就

去世、從未外出好好用餐、從未與其他人甚至從未與自己好好有個性關係、

從來沒有飛速地駕駛著一輛漂亮的跑車，從未旅行過；你知道，這樣一個沉

悶的生活 – 我可以拿著它，把它變成一個故事，而且將它變得非常地特別。 

如果我可以的話，你也可以，無論你的生活是多麼艱難、挫折、死路、方向

錯誤或其他任何的，你可以將它變成一個好故事，而且是可以加一點修飾

的。看看每個作者，每個有筆名的人，你必須加一些修飾，否則這只是一個

沉悶的故事。但是當你點綴修飾時，你會意識到自己並不是編造，這是真正

發生的事情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從來沒有留在你記憶中的可能性，但它確實

發生了。   

裝飾不是在撒謊。說謊是指你特意有目的地選擇去說謊。當你開始從裝飾的

角度來看你的故事時，它會變得很有趣。那可憐的沉悶的人從來沒有吃過一

頓精緻的餐，但是，在故事中我們讓他們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裡，盯著一家昂

貴餐廳的窗戶，裡面看起來很溫暖，人們品嚐著很棒的野雞、美酒、奶酪和

巧克力，壁爐中有火，許多人在為他們服務。你知道，你把它變成了查爾斯·

狄更斯類型的東西，但是有一個好的結局，你的好結局，然後事情就發生

了，它發生了。  

呼吸入新冠病毒。是的，有點勇敢和大膽，是嗎？每個人都在逃避新冠病

毒，每個人都在為此祈禱，他們在祈禱它會結束。哦，有這麼多騙子參與其

中，他們試圖從中牟利，或者試圖從中成名，或者只是懼怕它。他們已經在

家裡待了九個月了，哪裡也沒去或者什麼也沒做。他們害怕自己的影子。我

們將吸入它。 

那天我聽說有人打開了該死的宇宙門戶，以便我們可以通過某個宇宙門戶將

新冠病毒釋放到地球之外。吐！我們將吸入它。這只是能量，它是在正確的



 

 

時間來達到某些目的，是的，有很多人死亡。但是，當他們進入新地球，當

他們回來下一世時，不再受限於祖先業力的舊模式，而是帶著意識回來，然

後地球發生變化，真正的發生改變。看著這些所帶來的好處。 

它帶來了很多的好處，大師看到好的地方 – 承認困難的部分，對困難有慈悲

心 – 但從天使峰的角度來看，說：“看看這對地球有什麼幫助。” 然後大師

說：“看看我為什麼選擇現在來到這裡，我選擇不得到新冠病毒，不需要

的。” 你知道，Shaumbra 得新冠病毒率非常、非常、非常低。我必須糾正

一點，Cauldre。你們中有些人是帶菌者，但是你沒有經歷這些症狀，而且

奇怪的是，你沒有將它傳遞給其他人。Shaumbra 的新冠病毒比率非常低，

因為你不需要得到它。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讓你真正感受到能量。   

你選擇作為一位大師來到這裡。不會因為對人類的一些奇怪同理心而得到新

冠病毒來受苦。我們已經結束苦難了！苦難已經結束、結束、結束了！如果

你想要更多的痛苦，我會讓你因想要遭受痛苦而受苦！（Adamus 咯咯笑

著）我們超越那個了。 

大師來到這裡，不需要因為要了解新冠病毒對地球的好處而來得到它。是

的，將其發佈在你的論文中，放在臉書（Facebook）上，“哦，看看

Adamus Saint-Germain 在說什麼，“每個人都應該得到新冠病毒並死

亡。”。我的意思是，大師了解能量的動態，不需要全部鎖在你的思想、腦

袋和禱告裏。前幾天有人對新冠病毒進行了全世界冥想。你認為你做了什

麼？你只是在全球加強了新冠病毒！你們圍坐著，進行著這個擔心的冥想。

沒有什麼比擔心的冥想更讓我瘋狂的了，“哦！我們必須擺脫新冠病

毒。” 不，我們要把它呼吸進來，我們要把它重新帶回來，讓它在自然能量

狀態下為我們服務。我等不及要看這頭條新聞了。哦！啊! 

  



 

 

線性與圓形 

現在，讓我們來講重點。親愛的 Linda，那只是我的熱身。讓我們進入要

點。如果你不介意，我將需要繪圖板。我想在這裡寫一些東西，我必須說我

喜歡老式的繪圖板，用紙、記號筆和作家的畫板。我知道有時你會喜歡高科

技 – 哦，你來寫。 

LINDA：好的。 

ADAMUS：過來一點。不要害怕相機。它不咬人。不，過來那裡。過來站在

那裡。好。好。我將在這裡坐在你的椅子上，這樣我才能變得真正友好而且

接近。深吸一口氣。 

LINDA：哦！ 

ADAMUS：作個深呼吸。啊! 那不是感覺很好嗎？現在呼吸入新冠病毒。我

是很認真的。看著（Adamus 深吸一口氣）。啊！新冠病毒！是的，新冠病

毒！它只是能量！它只是能量，你無需感染它就可以真正地把它呼吸進來，

知道它現在如何為地球提供服務即可。感覺好多了？（Linda 只是盯著他

看）。你的體溫如何？（他撫摸她的額頭）哦！不，你什麼都沒有

（Adamus 輕笑）。好。 

行。Linda，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在這裡做一張圖表。這將是兩行。 

LINDA：好的。 

ADAMUS：在頁面最上面只需寫下 “和（And）。” 

LINDA： ‘和（And）’ 還是 ‘結束（End）’？ 



 

 

ADAMUS：和。和。第一行將是 “線性（linear ）” 。在這裡寫下 “線性

的” 。   

LINDA：好的。真是的。 

ADAMUS：就像寫 “線性的” 一樣。我今天有點活躍的，我今天很活躍

的，因為有太多事情在發生。我們有了已經證悟的 Shaumbra，我們有很快

會證悟的 Shaumbra Sooners，我們有地球的所有動力，我們有很多事情正

在發生，我們處於熱情的核心。無論如何，我是在我們熱情的核心中。   

LINDA：好的。 

ADAMUS：現在是時候–（一聲響！）–Shaumbra 醒過來！ 

LINDA：好的！ 

ADAMUS：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裡，好的。 

LINDA：謝謝。我是醒著的。 

ADAMUS：好。好。在這裡寫下 “圓形的” 。 

LINDA：圓形的。 

ADAMUS：圓形的。 

LINDA：好的。 

ADAMUS：我們現在要談論思考，思考。 

人類思考太多了，他們其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想著思考。但是還有另一種

方法來作，這就是 ‘和’ －我們正在這裡做的。還有另一種方法。你仍然

可以思考，你需要思考，因為你必須思考來開車，不是嗎？你不必費勁思



 

 

考。希望你在開車時不需閱讀說明手冊，但是你必須考慮速度限制、其他車

輛、道路上所畫的線、引擎的噪音以及所有其他。所以你思考。那是其中的

一部分，而思考是人類自然美好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只思考它而不去體驗

它，那麼你將錯過三分之二的樂趣。   

換句話說，你應該能夠坐上車，讓凡夫的部分思考駕駛所需要作的，這一切

都沒問題。這是非常線性的。但是，你應該要喜歡上路的經驗，尤其是在車

流量少的情況下，它是其中一種那些周圍圍繞著美麗的風景，而且有漂亮的

幅度的道路。那就是你所要的。所以你的思考就是為了要你能夠擁有，在美

麗的一天沿著海邊快速行駛在一條開闊的道路上的經驗。那就是有關它的一

切。那就是你在這裡的目的。你不是來這裡思考的。天哪，如果你一生都在

思考，那將是浪費了一生。不，思考是為你服務，幫助你進入自己的體驗。 

但是，你知道，大多數人只是想而已，他們從未體驗過駕駛、坐在車裡、坐

在一個把篷打開的敞篷車裏、播放和欣賞著音樂的感覺。那就是經驗。大多

數人只是思考而忘記體驗。但大師們，他們做的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第一件事是“邏輯”。在人類的線性世界中，存在著邏輯。你

會想著如何啟動汽車，如何駕駛汽車，如何保持焦距，你會想到其他的車、

你會想到汽油，還有其他，那都很好，邏輯很棒，特別是在開車或接上炸藥

的時候，能夠思考真的是一件好事（Linda 笑）。但是還要有經驗。 

那我們在這一邊寫什麼呢？大師對邏輯的主要對應者是什麼？大師的對應是

什麼？Linda，任何？ 

幻想（fantasy）！ 

LINDA：哦！ 

ADAMUS：幻想。 



 

 

LINDA：太好了。 

ADAMUS：現在，幻想這個詞起源於 “想像力” 這個詞。但是，如果你真

正深入研究字詞的歷史，它的起源也意味著 “經歷，開放和允許” 。幻

想。 

現在，幻想，你們中的很多人都說：“哦，我愛幻想。” 是的，在看電影

時，你的生活呢？那你的生活呢？ 

你說：“在生活中我不能那樣做，我必須維持邏輯。” 不，實際上，大師是

在幻想中。幻想不是不真實的，並且再次回到“幻想”這個詞的起源，它實

際上最初的意思是“現實”。在某些古老的語言中，幻想實際上意味著現

實。 

許多人對幻想有負面的想法，因為你說：“其他人會嘲笑我” 或 “這不是

真實的，我正在編造。” 我說了多少次你不會編造的？那只是你還沒有表現

出來的一部分，。因此，大師允許幻想。 

幻想不是只意味著白日夢到其他現實和可能性。當你以人類形式在這裡時，

幻想也會發生。幻想。 

幻想是指精靈和大自然的精靈之類的，不再只是你在幻想書中所讀到的，而

是真實的。他們是真實的。但是，當你只有邏輯性時，就不會看到它們或感

覺到它們。他們是真實的。到處都是幻想世界，身為大師，你允許自己成為

奇幻的。是的，我喜歡這樣。    

大師是奇幻的。他們在幻想中，而且那沒問題的。你不壓抑。你不會每天僅

僅給自己五分鐘的幻想而已。你在奇幻中。然後，你會吸引這種能量，然後

你就會真正地生活在幻想以及邏輯中。以前從沒有任何團體、而且只有少數

的個人能做到，他們能夠過著結合線性生活和圓形的大師生活。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然後繼續下一點。在線性的下面，我們有時間。 

LINDA：哦。 

ADAMUS：時間。我在 Keahak 中談論了很多，也許多到讓人噁心，但它是

如此重要。時間是將所有這些東西－無論是好或壞 － 結合起來的粘合劑。

時間帶來了引力，我稱它為時空（TimeSpace），將它寫在下面，事實上是

同一回事。時間。時間很好，時間告訴你何時該上班，何時支付賬單。它有

很多好處。隱喻地講，它幫助你將邏輯思維的車開到道路上。但是時間將一

切結合在一起。 

時間的相反是什麼？Keahakers，你知道答案。我們最近談論過。為了讓你

們中的一些非 Keahaker 者加入其中，我向 Keahakers 提出了一個挑戰，提

出一個詞給 “沒有時間”，這個詞，但是它不能包含“時間”一詞的詞根，

例如“ “沒有時間（timeless）”這個詞不恰當，因為你仍在結合“ 時間

（time）” 來嘗試描述 “ no time”。我們能想到的什麼詞不包含時間字

根，而是意味著萬物的自然狀態，我想你會稱它為“現在 （Now）” 這時

刻？ 

因此，我們檢視了很多單詞，其中很多帶有時間元素，或其中帶有拉丁語的

時間名，那些都不算，因為我想要的詞里面沒有這個字。我們集體想出了一

個字。我們想出了æterna。Aeterna。或者，如果你願意，可以將其拼寫並

發音為ætherna– aetherna。無論哪種方式，æterna，ætherna 都可以。

它意味著“無需時間”，這是所有一切的自然方式。它沒有時間元素。 

你的宇宙是基於時間，一切都是基於時間，你的星球，是極為以時間為基

礎。從出生到死亡，一切都與時間有關。大師生活在時間之外。藉由在時間

之外生活，你甚至不再局限於過去和未來的生活。大師明白，他們不會旅行

到過去，因為根本沒有時間。大師不會旅行到未來，因為沒有未來。全部都



 

 

在這裡，我甚至不想稱它為“ 現在（Now）”，它只是如此。在現在

（Now）那一刻，你傾向於對它用時間來測量，然後說：“現在。” 不，

就只是這樣（It just is.）。它是 Isness。它是永遠 （Everness）。它是永遠 

（Everness），你可以 在那裡 和（and）在時間。   

最初，它非常令人迷惑。因此，Shaumbra 現在所做的是我們在夢境中經歷

它，你現在正在做非常奇怪的夢，因為你正在經歷，正在夢中測試沒有時間

的存在。你正在看它如何影響你的身體、思想和與他人的關係。Shaumbra

現在有很多的夢，而現在幾乎大部分都是進入æterna。你說：“是的，但

是我夢見過去輩子的生活或今生過去發生的事情。” 是的，因為現在你將它

們放入æterna。你將它們從線性時間範圍中拿掉，將它們放入æterna。 

讓我們一起將æterna 深呼吸進來。除非你想要，要不然你不需要時間。深

呼吸。 

（暫停） 

好。 

接下來，在我們的列表中，我們加上 “回憶”。回憶。然後在其下方寫下 

“事實”。事實。 

現在，回憶和事實中，沒有一個是完全完整的。你有很多時間上的記憶 －它

們在時間表上 － 但是確實很不完整。然而你聲稱這是事實，實際上並非如

此。它可能是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事實。這不是完全的真理。 

因此，人類以此為基礎來運作，實際上，你甚至可以在其下寫下“恐懼”，

因為記憶中常常會有恐懼的成分。因此，你可以將所有這些（記憶，事實和

恐懼）放在一起，它決定了邏輯。 



 

 

邏輯根本不是邏輯。你認為這是合乎邏輯的，並試圖使其變得合乎邏輯，但

是一個人在生活中所做的每個決定都是基於情緒 － 或更高的，像意識。你

說這是合乎邏輯的，並且由於你的回憶所以包含了事實，並且你將所有這些

內容（包括你的恐懼）都放入了時空（TimeSpace）中，但是事實是你稱其

為邏輯，而這是情緒。一切都是。 

數學 – 我們可以對此爭論，我很樂意這樣做，因為我真的很擅長 – 但是數學

最終是情緒的決定。決定你今天要吃什麼也是情緒。決定你是否會頭疼或會

得到新冠病毒。一切都是情緒的，而你假裝這是邏輯性的。因此，當一位真

正的大師生活在圓形、開放中時，會將邏輯、時間和空間放入小容器和盒

子，小正方形，小線條，僅此而已。  

 而一位大師真正有的，不是很多的回憶和很多事實，而只是在尋求經驗。這

樣就涵蓋所有這些地方 － “體驗”。   

大師不會被時間困住，他不會陷入恐懼、事實甚至記憶中，因為大師意識到

這全僅僅是一種體驗。僅此而已。大師熱愛體驗，因為無論體驗如何，最終

都會被帶入智慧。 

因此，大師生活在他們選擇的幻想中，有著永恆的經驗之美好，而這全都是

非常真實的。這不是腦袋瘋了。腦袋瘋了是那些生活在邏輯中，並假裝它是

聰明而邏輯的，而事實上一切都是基於舊記憶的情緒，但他們認為他們是邏

輯的。對我來說，這很可悲，好沉悶，他們只是合邏輯地開車，他們不是在

經歷，他們说，“嗯，但是我曾經出了一次車禍。” 沒關係的，沒關係，大

師為體驗而存在，並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可以選擇體驗，選擇如何體驗駕

駛汽車，並且他們不讓自己經歷過一次事故以及所有的恐懼和他們記憶中所

稱之為事實的，來剝奪那個經歷和那種感知。   

另外，清單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 － “批判”。 



 

 

一個典型的凡夫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中過著邏輯性的生活，堅持著自己的記

憶 － 那些並非真的，而他們將那些稱為事實，而實際上它們只是情緒和恐

懼 － 然後變得很有批判性，而現在批判使得他們關閉了，這些批判使他們

不會深呼吸，因為他們相信事情有對錯、事情有好壞、他們做得好做得不

好。所有這些批判。他們將所有這些都考慮在內，現在將其放入批判，放入

更小的小容器、更加的隔離。他們批判、他們限制，他們因自己的批判而窒

息。  

大師做什麼呢？ 

LINDA：截取菁華。 

ADAMUS：我將其稱為 “如原樣” 。如原來的樣子。Linda 在一邊安靜地

說道 “萃取精華” 。所有這些都是被萃取精華的，但是，你知道，大師無

需批判，已經超越了必須批判。大師甚至不想再批判了，因為不是說 “新冠

病毒是壞的，看看它帶給地球的邪惡” ，而是看一看，說： “看看那個能

量，就是它原來的樣子，就是原來的樣子。看著從它來的一切，看看人們所

經歷過的，即使他們死於這種經歷。” 

就是看著它原來的樣子，甚至不必判斷它是好是壞，我們不必對此做出任何

批判，沒有任何批判，在生活中嘗試一下沒有批判，只是“按照原來的樣

子”。然後，你就會開始看到這整個事件，整個樣貌。不是僅憑著舊的記憶

或你所稱之為在時空中的事實，而且用邏輯來證明的。   

現在你在那輛車裡。你的邏輯、記憶和其他內容的這些部分在為你工作，現

在，你可以敞開來享受開車的喜悅。然後你會發現汽車就是你，道路就是

你，體驗就是你。這全都是關於你的。 



 

 

然後，你將生活得像一個真正的大師，而不是被困在這裡（在“線性”之

下）。你有了 ’和 （And）’ ，那是很少其他人，也沒有其他團體曾經有

過的。“我是線性的，我是圓形的。我有邏輯性，但我在奇幻中。” 所有這

些你全有了。  

這就是今天對《梅林體現證悟手冊》其中一章的貢獻。是‘和（And）‘。

這是真正的生活。    

你超越了頭腦，你進入你的感知，你無法將其想通的，你將其呼吸進來，將

其全部體現，沒有批判，你只是處於“原樣” –“就是它原本的樣子” – 而

且你處於奇幻之中，而這只是現實的擴展。你在æterna，不需要時間。你

已經擁有了所有這些。    

大師就是這樣生活的，你不必為此而努力。你不必記住我所說的話，無論如

何這都會發生，這就是為什麼你感覺有些奇怪。這就是為什麼你做著奇怪的

夢，覺得自己無法對任何事情下定決心。那很好，因為這樣你就不必去批判

和去舊的記憶了，而只是“照著原本的樣子”，一位智者在體驗中。 

  

永恆的 Merabh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讓我們把這一切放在一個 Merabh。你什麼都不必記

住。我們將把它融合在美麗的 Merabh 中。 

深呼吸。我們現在開始播放音樂。在接下來的 10 分鐘裡，我不會說一句

話。 

（音樂開始） 



 

 

信不相信，十分鐘裏沒有一個字，因為你知道語言，是在線性的這一邊。語

言限制和約束了真正的能量。我們將幫助你讀懂或感知能量，即能量的覺

知。我們不需要任何語言來將其鎖住。 

字詞發生在時間和空間中，詞有某些關於它們的特定記憶和批判。因此，在

接下來的 10 分鐘之內，一句話也沒有。   

事實上，屏幕將變成空白，只有黑色，代表我們的永恆。 

音樂會播放，但 10 分鐘後見。 

（暫停約 10 分鐘） 

讓我們一起深呼吸。啊! 十分鐘的沉默。嗯，是嗎？ 

十分鐘來允許大師的生活、圓形的生活、幻想，整合在一起，這真是太棒

了。這是非常真實的。不，永遠不要嘲笑幻想，因為它是非常非常真實的。

這就是你要相信的一切。 

然後是永恆（aeterna），永恆。那十分鐘幾乎是永恆的，而且，發生了很

多事，但是你會開始感到永恆。 

永恆不是空的，只是沒有像常規時間那樣增加。實際上，這非常美妙，而

且，這不是在時間上前後走動，因為那仍然是時間。這就是你們中許多人認

為的超越時間就是在時間上來回走動。不、不、不。這是永恆的。是

æterna。永遠如此。 

然後生活在你的經驗中，體驗而沒有所有的恐懼、事實、記憶和批判。只是

“按原樣”。照本來的樣子生活。 



 

 

讓我們以開放、自由的方式把這些都深吸一口氣進來（Adamus 深吸一口

氣），不要壓抑，因為現在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你從一個真正的線性生命開始，然後進入“和 (And) ”圓形性。你可以有兩

者，你當然可以兩者都有。不是兩個輪流，而是你是兩個。那真是太神奇

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與地球上的大師和即將

成為大師的人談話。   

親愛的朋友，總是很高興與你在一起。 

特別感謝 Linda Farrell 從她所有的對抗中所得到的智慧和誠實，也特別感謝

親愛的 Linda of Eesa 今天成為我的觀眾。 

讓我們一起深深呼吸入這個機器時代的美麗。一起深吸一口氣，永遠記住所

有創造中的一切都很好。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