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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聖日耳曼的Adamus。 

啊！我喜歡人類的音樂。我忘記了我多麼想念人類的音樂，我們有天使音

樂，在靈性大師俱樂部，我們有一些相當不錯的爵士樂隊。但是純人類的音

樂，真是一首充滿能量的歌！如此一個溝通！沒有什麼跟這個一樣。就像你

剛剛聽到的那樣，當音樂從內心和靈魂中出來時，這是一個人類旅程的表

達，這是一個人類熱情的表達。對我來說，這是能量交流的其中一個最佳典

範，那就是能量，就是交流，這不是力量，當這樣的音樂在演奏時，它會感

動靈魂。嗯 （請參閱此視頻。）  

有很多種類的音樂，有一些我真的不喜歡。Linda，你知道的，有一些我一

點也不那麼喜歡。音樂是瑣細的，或者是 － 就是你所說的 － 編制出來的音

樂，這是公式音樂，那沒問題。然後你也有 – Cauldre，是什麼？– 他們稱

之為西部鄉村音樂，是絕望和壞運氣的音樂。那些有很多的靈魂在其中，仍

然不是我的所愛。我喜歡古典音樂。我寫了很多交響樂。你知道的，不是

嗎？ 

LINDA：當然，你是的。 

https://www.crimsoncircle.com/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www.youtube.com/watch%25253Fv%25253Dhn10okvX19E


 

 

ADAMUS：你要我告訴你... 

LINDA：哦，當然！ 

ADAMUS：…全部再說一遍嗎？ 

LINDA：我挑戰你，把它們全部列出來。 

ADAMUS：我曾經寫了很多古典音樂，而且我仍然喜歡聽。但是，現在還有

其他人類音樂 －哦！– 這幾乎使我想回到地球成為人類，但是，我不會真的

那樣做。   

  

回顧2020 

歡迎大家回來，歡迎回來。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說。在今天結束之前，你

將理解 － 甚至Cauldre也將理解 －我是什麼意思，歡迎回來。你成功地走過

2020年。你們都得到一個特殊的徽章讓你可以佩戴……  

LINDA：不要開玩笑。 

ADAMUS：...或T卹或無論是什麼。歡迎回來。你走過了很激烈的一年。 

LINDA：瘋狂。 

ADAMUS：我的意思是，這一年有著，COVID、Order of the Arc 的結束、

所有的局限和限制、帶著口罩。口罩這個東西！關於口罩最糟糕的是你必須

整天聞到自己的呼吸。   

LINDA：哦！（Linda 笑） 



 

 

ADAMUS：我的意思是，就像我甚至無法想像某些人如何真的能忍受那個東

西。我認為這正在毁掉他們的嗅覺。我認為這就是口罩所做的。這就是為什

麼，如果你得到這種冠狀病毒，它將毁掉你的嗅覺。我認為這是因為它來自

口罩，必須整天聞著那個。 

但是那是如此的一年。天使家庭被召喚回家第一次真正重聚，然後它們被告

知解散，解散。記住，我們甚至在天使家庭解散之前就已經討論過了。   

所有的社會動盪 現在一切都在沸騰了，一切都在發生，哦，剛過去的這星

期在美國就發生了，你們有著大破壞，除了對人心和思維造成傷害之外，實

際上並沒有造成很多損害。你們很多人看到那個會感到不安，我在靈性大師

俱樂部看著它的發生。我們現在也安裝了電視，因為人類有它們，所以我們

認為最好也裝一些，但是我們的確實是高科技的。它們實際上是全息圖的。

我一直在靈性大師的全息圖上看著所有這些的發生，我記得在我最後一世到

美國的旅程，我來了美國五次，協助編寫了憲法。實際上，我寫了其中的大

部分，其他人卻拿了功勞。但是……什麼表情？Linda，我的意思是那表

情…… 

LINDA：崇拜。 

ADAMUS：崇拜的樣子。 

LINDA：是的，是的。 

ADAMUS：謝謝。不，我是寫了。我在協助撰寫《憲法》上幫上的忙，當我

在全息圖上看到那些事情的發生時讓我覺得很沮喪。但實際上，在某種方

面，並非如此。實際上，從某方面來說，Linda，你會以為我會像一個靈性

大師一樣哭泣，傻傻的眼淚， “地球上發生了什麼？” 但是，嗯，我的一

部分感到沮喪。我只是不喜歡看到那種東西。一部分的我知道這是非常合適



 

 

的，在正確的時間是正確的事情。實際上，我會大膽地說我從觀看全息圖上

站起來，我和其他一些靈性大師一起走進大廳，把他們召集在一起，說：

“就是這樣，就是這個。我們是在這個地球上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這是

對我們所有人一直在做的工作的確認、認可，特別是我和我稱為Shaumbra

的團體。這是對下一步的驗證。”   

2020年在我們身後了；2021年將會很有趣。我稍後再解釋。它不會沒有危

害，它不會沒有驚恐不安的，今年將不會是沒有實質性的一年。我現在就可

以告訴你（Linda 嘆氣）。我現在就可以記錄下來，說2021年不會是蓬鬆、

柔軟、沒有實質性的一年。 

LINDA：我們不能過得很蓬鬆嗎？ 

ADAMUS：不行。 

LINDA：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 

ADAMUS：都不行（Adamus輕笑）。你應該在1987年有一次機會時就可

以有了，而你那時候卻忽略了。因此，很抱歉，你這一生都錯過它了。不，

這根本不會是蓬鬆柔軟的一年，這將是有趣的一年，但不像2020年，不像

2020年。 

LINDA：好的。 

ADAMUS：你為這個星球問了蓬鬆的一年 － 我認為你個人不想要蓬鬆柔

軟，但我想你想要，好吧，讓我就此打住。對於Shaumbra而言，2021年將

是感性的一年，感性。你們當中有些人聽成性方面的，你們有些人喜歡，有

些人不喜歡，但不是的，而是感性。我們將打開這些感官，並使用這些感

官。我們將超越思維，我們將超越人類的限制。為什麼不呢？所有這些東西

都在那裡，並且是觸手可及的。  



 

 

所以，這將是感性的一年，即使有時感受它們會感覺傷痛，也要深刻地去感

受事物。在電視上，你看到了在華盛頓州國會大廈所發生的這些事情，你們

其中有些人很受不了。不不不。停在那兒，回到電視上，看著它，深入感受

它。最初，你會認為這是違反直覺的，就像你並不想看它那樣。不，你將能

夠深入任何情況，包括在你生活中非常個人的情況，並能感覺到感性，不一

定是感覺到痛苦。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已經意識到有痛苦，但是你將要達到

一種感性的狀態，並且實際上能夠欣賞它和享受它。這就是我們要面臨

的。   

LINDA：好的。 

ADAMUS：很高興看到2020年在我們身後了。這是必要的一年，不僅在地

球上，而且在所有宇宙中，需要進行如此多的調整，而且我一點也不誇張 －

這是有這個重大轉變的必要年。誰曾想到，你可以讓整個星球留在家裡，即

使你出門了也要戴上口罩；誰會想到你可以做到這一點？我現在想請你，對

於你的第一次感性的體驗，感受一下去年地球上所發生的變化。人們待在家

裡。人們不得不停下來，在生活中暫停一下，看看自己的工作和家人；看看

應該在那裏為他們服務的政府；看一下地球上的一些不平等現象。你知道，

有足夠多的人坐在家裡，慢下來一會兒，他們將開始看著自己的生活以及他

們的生活與外界的關係。他們將看著諸如不平等之類的事情，並要求對其進

行一些改變。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個星球不會回到2020年之前。它不會像2019或2018

或1947那樣。這個星球發生了永久性的變化，有時會是困難的，是的，還有

艱難的時期在前面，但是星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你將在未來五年後回

頭來看，說： “那是關鍵的一年，所有變化的最關鍵的一年，” 誰能想到

這會是這樣發生。不是戰爭，不是飢荒。 



 

 

是的，很多人死于冠狀病毒，很多人死亡，但就他們而言，他們真的準備好

要走了，他們真的準備好要走了。可以說，有一種生活計劃，如果不是病

毒，那就可能是另外的東西。我並不是說這是一個清理。我是說他們有直

覺。他們有先見之明，知道最好是現在就離開，有點像是更新了再回來，為

下輩子作好準備，不帶有舊包袱。 

實際上是這樣的，而Cauldre不喜歡這樣，所以我要說，在某種程度上，去

年，有一些人在地球的出口排隊好了準備要離開。有些人真的很想離開，他

們排隊等待離開，這是地球上的大出埃及記，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可以走出

物質世界，他們不知道這些術語，但他們知道有某個地方在那裡可以提供很

多意識和洞察力。原來那就是現在非常活躍的新地球。    

但是他們可以離開地球並去那裡，有一個真正的恢復，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近

地球次維中，而返回另一個同樣舊的、同樣舊的生活。他們知道在新地球中

現在有你所謂的宇宙希望，因此有一群真正準備好要離開並前往新地球的人

排隊了。那些準備好要離開而只停留在舊的近地球次維，近地球次維（介於

兩者之間的區域）的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現在有超過230個新地球。現

在天使家庭解散，眾生開始前往新地球，而地球上的那些人知道這是一個離

開、去那裡、真正恢復的好時機。因此，地球上有很多人死亡，但是還有很

多人願意去，而沒有或還沒有去。   

因此，讓我們不要帶著悲傷的感覺看待它。我的意思是，是的，當一個人離

開時感到悲傷，但看著他們要去的地方，在這段新冠病毒期間離開地球的人

-並非所有人，而是絕大多數人，他們去了新地球，而且經歷著完全的恢

復，所以，當他們回來時，他們不會只是遵循著相同的舊模式。可以說，當

他們回來時，他們將會是充滿對新可能性的覺知，而不再是因循的原來的舊

可能性而回到同一個生物家庭、回到同一個城市、回到同一個工作或相同職



 

 

業或專業，他們將充滿了新的潛力。他們將比他們曾經所能想像的，有更多

的選擇。  

讓我們將此好好地深呼吸，並喝一口咖啡。 

因此，所有這些帶來了好處，你陷入了雙重性，“哦，所有這些人多悲傷

啊！”，然後一些陰謀論。每當發生此類衝突事件時，陰謀論都會隨之而

來，真是浪費時間。 

  

向Shaumbra 致敬 

在開場部份我真正想說的是，我對Shaumbra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謝。我 –

嘿！大家都知道有時我會挑釁。   

LINDA：嗯。 

ADAMUS：煩人，要求…… 

LINDA：嗯，是的。 

ADAMUS：你不必如此地同意（Linda咯咯笑）–苛刻，自大 – 那一項你可

以點頭同意（她繼續咯咯地笑）–自大。眾所周知，我很會分散人的注意

力。我有時也以幽默風趣著稱，並非總是如此，以很多東西而聞名，但是…  

LINDA：我們愛你。 

ADAMUS：…我喜歡與你合作，我想念現場觀眾，是真的，它是如此充滿動

態的，你可以經由我和所有其他觀眾看到自己。你可以經由被叫到的人來了

解自己，當我與Shaumbra在一起時，就有如此的動態。我的意思是，我們

進行地很好。我現在當然可以感覺到你，我的意思是，我們一起在這裡，但



 

 

和能夠直接打你的臉（批評你）是感覺不太一樣。我的意思是，真實的，而

不僅僅是抽象的打臉。當你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藉口時，我能夠真的轉動我的

眼珠，我真的很懷念那些感覺，我們需要很快能夠再回覆那個。我們必須回

到那個，我很期待。我們應該有個抽獎活動之類的，來看誰能成為前面10名

回到Adamus 的舞台。那會很棒，我對此很期待。我們在一起很有趣味，我

對你們每一個人也都很尊敬。我知道這旅途很困難、艱辛，而我們在這裡

了，我們一起在這裡了，在這2021年初，我們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不是

在一起的一起，但我們一起在這裡了 － 誰會想到呢？誰曾想到呢？     

我對那些在路途中離開的人有著極大的尊重，我邀請了許多人離開。在我邀

請他們離開之前，許多人都離開了，後來我邀請了很多人離開，其中很多人

都離開了。我對他們有極大的尊重，因為我知道這很重要的，有時候需要獨

自一人，離開，獨自經歷（無論你如何稱它），自己的龍，自己的漆黑之

夜，自己的追尋。因此我對那些在旅途中離開的人有極大的敬意，尤其是自

從Tobias離開，我來到Crimson Circle之後。   

我對那些一路上分散注意力而離開的人表示敬意。他們不是因為生我的氣而

離開。那些讓我覺得很有趣，被我惹惱而離開的人，我稍後再解釋，但是我

真的覺得那些人很有趣。噢，他們一直生我的氣，直到他們意識到他們真的

只是在對自己生氣。我是說，我作什麼事讓你生氣嗎？我不這麼認為。所以

最終你意識到自己真的只是對自己生氣。你覺得這個有趣嗎？ 

LINDA：嗯。 

ADAMUS：好。好。 

因此，我對那些沿途分散注意力的人有很大的敬意。很容易分心的。因此，

對從Tobias時代到現在，曾經接觸過或是還在Crimson Circle的所有人，我

都有極大的敬意，沒有缺乏尊重，沒有不屑。除了完全尊重外，別無其他，



 

 

因為看看我們所在做的、看看你在做的、看看你正在承擔的、我們將要做

的、和我們已經完成的。 

因此，我想利用這個暫停，來真心表達我對你們每一個人的尊重。我希望我

們可以親身在這裡做，但是我們將只是用能量來做，我對你的敬意之歌。 

（暫停，當Adamus閉上眼睛時） 

無論你今天仍然在這裡，無論你是離開還是被扔出去，無論你是否只是分心

了，我的極大敬意，因為我意識到這是多麼的困難和具有挑戰性。 

請感受一下那從我的靈魂所給你的。嗯。 

  

分心與真理 

讓我們談一下關於分心。分心是很普遍。很容易分心，在某種程度上，分心

是有目的的。分心讓你從一種能量，真正深入另外一種能量。分心會有一種

美，比如說，當你因陰謀論而分心時，你離開了你所謂的道路、你的旅程、

你的方式、你的真理，你離開是因為分心是誘人的、它是令人興奮的，它使

你的思想甚至你的身體，都離開了你所選擇的道路上的艱辛。它使你擺脫了

內在所發生的所有動盪。並且當你考慮到為了帶入自由能量體，人的身體正

在減少其分子間的聯絡網路時，會發生很多事情。現在當真實的意識，和真

實的智慧進入時，頭腦正在重新適應自己、重新定義自己。尤其是當頭腦為

了問題在找尋時，在這過程中非常容易分心。 

分心可以將你吸引到一個長而黑暗的兔子洞中，你可能一輩子或僅僅幾年、

幾個月或任何時間都不會出來。分心的好處之一，它們一開始非常誘人、非

常誘人。我的意思是，他們只是在呼喚你，吸引你。這非常誘人。   



 

 

分心使你感到很重要。任何分散注意力都有一種力量，某種不是你真實的、

不是在你的道路上的東西，都會誘使你，幾乎可以說：“看看你有多特

別。” 它會欺騙你。實際上，即使是我偶爾也會喜歡分心，只要你重新得到

自己的智慧和目的，不是目的，而是你的智慧和真正的嚮往。但是，分心會

呼喚你出來，並使你感到重要、被需要和激動。分心喜歡給人很多刺激的能

量，使你再次有活著的感覺。   

現在，這種情況過了一會兒就消失了，它變成了非常枯燥的能量，無聊、磨

人，並且在某方面來說還非常嚴苛的能量。但是隨後，你從讓你分心的事物

轉移到了另一種分心的事物上，很快你就有了一連串的讓你分心的事物。一

路上真正發生的事情、其中真正負面的部分是你遠離你的真理。你知道你的

真理，即使你可能無法定義它，但你知道你的真理。你的真理是你的旅程、

你的道路、那長久以來一直在指引你的內在洞見。那是你的真理。問題是你

沒有真正有意識地知道自己的真理、真理的所有思維細節。它沒有被表達得

很好或寫得很好，但它就在那裡。真理在那裡。 

你被分散注意力了。非常容易做到，非常容易。你會分心，當你分心時，你

知道自己脫離了真理，知道這會讓你感到自己脫離了真理，出了問題，不再

是真實的對自己或別人。然後，你開始帶上不誠實的偽裝，並在早晨醒時知

道“我不在自己的真理”。然後，你嘗試找到自己的真理，但是，你又有了

另一種分心，這就像一個惡性循環，一直在持續發展，總是有更多的東西來

讓你分心，越來越遠離真理，對自己感到更糟，因為你知道自己不真實。但

是，即使你確實知道，但你仍在嘗試發現你的真理是什麼，在這嘗試發現的

過程中，又出現了另一種事物來分散你的注意力，吸引你說：“嘿，我們這

邊有真理。 ” ，但這不是你的真理，而是其他人的真理，或者這不是你的

全部真理。你陷入那種分散注意力的事物，而只是去發現那也不是真理。 



 

 

這就像從一個死胡同走到另一個死胡同，然後你對自己感到沮喪，然後說：

“我永遠找不到我的真理” 或者說 “沒有真理”。你說：“我不知道我的

道路，我不知道我的方式”，然後你開始依賴他人，這又是另一個分心，很

快整個真理的概念就被扭曲了。 

讓我們現在停止所有這些。真理一直都在那裡，它一直在那裡，它從來沒有

消失。你離開了，但它從未離開。就在那兒。而且可能很難用話語表達出

來，那實際上沒關係的。言語趨於局限。你的真理在那裡，而且我並不是在

說真相，例如要吃什麼，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或什麼樣的關係。 

我說的是你的真理，你的靈魂真理，你對自己的真理。你幾乎可以說這是人

類來到地球時與靈魂達成的共識。那是真理。 

這也不是一件大而沉重的哲學事情。真理不是一些例行程序和過程或類似的

清單。真理只是一種感覺，真理會感覺是對的，真理不會被頭腦的垃圾污

染。真理不是關於你是否誠實。真理與你所從事的工作無關。真理就是你的

真理。那是你。那是你是誰，那是凡夫與靈魂同意做的事情。那是真理。 

順便說一句，每個人都會分散注意力的。如果你是那些超級分心的人之一，

請不要感到難過，“我被任何事情分散注意力。” 你聽到電話鈴響，你的整

個生活都會分散注意力。每個人都會分散注意力。但最終，我想讓你感受一

下這些分心如何將你帶入無數條死路，兔子洞和空隙，黑洞以及其他的，突

然間你覺得與真理相去甚遠，從而導致更多的搜尋和尋找。現在立即停止所

有這些。 

真理一直存在，現在，無論你處在那一點上或經歷了多少分心，真理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響亮。真理不是一個很好的陳詞濫調，這不是一個主義，這是

一種感覺，是一種對自己的非常感性的感覺。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分心。 

一路上有多少 Shaumbra 分心了？我的意思是，我們所有人都有過，你們全

都有過，但是他們如此分心，以致於他們離開了，那也很好。我們並不想成

為一個大團體。但是有多少人分心而離開呢？如果你看看他們，看看他們的

生活，我是這麼去看了，因為對我而言，他們仍然是一家人。我的意思是，

對我來說，他們仍然是很久以前的Sha-hom-ba-rah 。他們仍然是亞特蘭蒂

斯時期的 Tiens。有太多這樣的人了，這些年來，我們一起成為 Crimson 

Circle，他們分心了，他們從一種分散注意力轉移到另一種分散注意力又到

另外一種。他們中的一些人厭倦了任何一種尋求，而說：“全都是胡

扯。” 其他人繼續從一件事物跳到下一件事物。但是對我來說，無論如何，

它們仍然是Shaumbra的一部分。  

讓我們好好地做一下深呼吸，甚至吸入那隨之而來的分心，讓我們更深入地

進入真理。 

有時候，真相令人難受，你幾乎會想要分心。我的意思是，它不會真的痛，

但有時真理是難以面對的，尤其是當龍正向你顯示出真相。在那時刻你真會

想要分心，你希望電話響起，你希望這房子起火只是為了分散注意力。但是

歸根結底，這都是關於真理，也就是那關於你為何在這裡的內在洞見。   

  

時間旅行 

我坐下來寫了《機器的時光》，順便說一下，這本書非常真實，這本書也像

是一個玩笑。這是非常真實的，因為我確實寫過它，並且不是像第一章，第

二章，第三章那樣寫它。我或許有時寫第二十章，然後又回來寫第二章。我

經常來來回回，因為我在時間旅行，而且我必須如此。  



 

 

書中總共約有32章節，有些是預設的章節，實際上已經寫的只有大概19章。

還有許多未完成的章節，因此現在我們將其補充起來。那就是我們正在做的

事，為什麼這書也是一個玩笑的原因是因為Cauldre，因為現在要坐下來寫

書是非常困難的。我知道你們中許多人已經知道了這一點 － 我們正在寫。

我們正在邊走邊填上。沒有寫最後一章，也不會有最後一章。當這是一個持

續地關於Shaumbra、與人類、關於這個星球以及所有正在發生的故事時，

怎麼可能會有最後一章節呢？ 

因此，這是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所以不要再給Cauldre關於不寫這本書

的任何廢話了。把它留給我。 

LINDA：對不起請再說清楚？ 

ADAMUS：將它留給我。我會給他關於不寫這本書的廢話。 

LINDA：好的。 

ADAMUS ：當我坐下來寫這本書。實際上，我自己的龍大大地啟發了我，

因為我病得非常非常非常地重，它大大地啟發了我寫這本書。就在我完全證

悟之前、我在地球上的最後時間，我遇到了我的龍，由於這個遭遇，讓我去

做這件叫做時間旅行的事。 

現在，通常人們認為時間旅行是線性的。你來來回回地走。事實上根本不是

這樣。大約在1893年，我與我的朋友H.G. Wells進行了一些諮詢，當時他開

始思考關於寫一本時間旅行的書《時光機》，我試圖向H.G.解釋他想寫的時

間旅行是如此之線性。線性，就像跳進這台機器，按一個按鈕就返回30年或

前進100年之類的。不是像那樣的。他無法將其概念化到足以用這種方式來

寫，因此他還是留在線性的方式。  



 

 

當我坐下來寫《機器時間》時，我有一個如此豐富的經歷……它就像一個清

醒的夢。你們中有些人有清醒的夢。它正在發生，但不像你所說的日常現

實。我做了一個清醒的夢，發現自己大約在2020年和一群Shaumbra在一

起，這真的是很奇怪，因為我正在演講。嘿。這真是非常奇怪，有點像從房

間的後面在看著自己，我在這群人的前面演講，當我看著自己的時候，我很

訝異我做得非常好，我表達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能夠把非常困難的概念向人

們解釋。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Linda, 這都是一個笑話。 

無論如何，我發現自己處於這群Shaumbra當中，並且在這個最重要的時

刻，這個星球上的關鍵時刻，一個已經被預言但從未被具體描述過的時刻，

我知道那是史詩般的時刻。但是，即使是和我一起坐在那裡聽我講課的人們

也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那一刻的重要性。 

我又經由時間之旅，回到你們與Tobias在一起的時光。我必須看看，這個小

組是如何發展的？它是從哪裡來的？我看到Tobias與大家一起解決你們的問

題 －最初，我對此有些惱火。你為什麼要解決問題？然後我意識到了很多人

所遭受的深刻地創傷。Tobias必須這樣做。在某些問題的能量上，如果沒有

舒緩的油膏（呵呵），我們就無法開始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你已經在許

多許多輩子裡積累了如此多的問題，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將如何去做我所看到

的在2020 年我們所做的事呢？那時我也意識到，Tobias 呼喚大家向前，他

送出了號召。也可以說，他撒了網，吸引那些已經準備好了的人，那些想到

這裡的人。    

然後，我時光之旅回到了天廟的時代。哦，即使我是從1700年代後期德國北

部回去的，我感覺自己有點像經歷渦旋之類的東西回到天廟，我知道那不是



 

 

我特別想回去的地方。因為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奴隸男孩，那是我被困在水晶

監獄的時候。但是我回去了。我需要找到這群Shaumbra的起源。 

我又時間旅行到2030年，看看Shaumbra。這很有趣，因為，實際上，當我

在2030年看看該群人時，我不在那兒了。不。這是一個互相合作的小組，是

與Shaumbra同一組的，而我已經退休了。我偶爾會來探訪、娛樂，時不時

地回答一些問題，但是這群人 － Crimson Circle, Shaumbra －他們自己在

做。 

他們在幹什麼？他們在時光旅行。所以，我是從1700年代後期開始去看他們

的；他們在2030年也都在作時光之旅，我們在路上會相遇，那是一個很棒的

Oh-Be-Ahn ；那是時間旅行者的問候。一個偉大的Oh-Be-Ahn 。我很高興

看到Shaumbra所學到的以及他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我稱之為，漸進的時

光之旅。     

我回到了耶和華的時代，看到了這個群組。當我在耶和華時候拜訪這群

Shaumbra 時，那時不是最悲傷的，而是最深深打動人的時光。熱情很高，

但悲傷，悲傷很深。我回到那時候，真的那時充滿了熱情，但真正缺乏專

注，缺乏領導才能。他們在一起很開心，但是，好似摩西帶領猶太人到沙漠

裡流浪了40年。就像是“我們要去哪裡？” 當時的Shaumbra有點像那

樣。   

之所以有趣，是因為那群Shaumbra那時就知道他們有一些珍貴的東西 － 有

些人會稱之為秘密、生命的奧秘，挑戰年齡的答案，因為那不是關乎時間，

無關乎那一年。這對於全人類來說，一直都是如此珍貴的。但是他們不知道

該怎麼辦。他們不知道是否要隱藏它，將其留給以後，或者他們不知道是否

要現在拿出來。他們知道，如果現在就把它拿出來，他們會犧牲自己的生



 

 

命，而且，甚至於，它可能會永遠消失。他們迷失了，試圖決定該怎麼

辦。    

這在時間旅行是一個有趣的經歷，也許是書中最長的一章，也許對我來說是

最難過的，我知道你在想。“我們該把這個怎麼辦？” 

我時光之旅直到2050年左右，當我到達那時 － 我並沒有設定要到那一年，

我只是發現我自己在那兒了 – 非常非常有趣，因為我到達了那兒，讓我們稱

它為2050，前後差不了幾年，那裡什麼都沒有。我的意思是什麼都沒有，我

最初的想法是，也許我把時光之旅弄錯了。我沒做對，我只是分心了。我的

第二個想法是地球不再存在了，“人類已經把它撕碎了，他們摧毀了地球，

這裡什麼都沒有了。” 這有點令人吃驚，因為那不是我所期望的人類的道

路。    

然後我意識到一些事情，那是我認為對你們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的：不要總是

嘗試在同一個地方（包括你自己）尋找事物。 

有時你去找自己，會發現自己不在那裡，或者與前一天不一樣。這因為你在

改變，你一直在發展，你一直在前進，如果你回頭 － 無論何時，你有記

憶，或者正在想著未來或過去，你就是在做某種形式的時間旅行 － 你進入

了未來，而你不在那裡; 你嘗試以昨天發現自己的方式，要在未來找到自

己、與自己連接、與自己的能量連接，而它並不在那裡，這僅僅是因為它已

經移動了，它是不同了，現在它在另一個地方。   

當我到2050年時，那裡什麼也沒有，不是因為地球已經毀滅了自己，也不是

我的時間之旅轉錯了彎，這是因為事情是如此不同。我使用的是相同的觀點

模式，你可以說是我以前使用的旅行護目鏡在那裡根本不適用。我需要新的

旅行護目鏡。我需要用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我需要在別的地方找到它，那

就是2050年。地球不像以前那樣了，這個星球經歷了許多挑戰和許多變化，



 

 

但它的演進甚至超出了我在2020年首次拜訪時所經歷的振動頻率和意識水

平。   

我來來回回作了很多時光之旅。參加了許多Shaumbra的聚會，在你現在稱

為Kona的一些聚會中出現。甚至進入馬克·吐溫，塞繆爾·克萊門斯（Samuel 

Clemens）的我自己，並對他的幽默、敏銳的意識和溝通能力感到高興。我

可以說的一點是我近代的所有輩子、角色、身分，他們都是很好的溝通者。

他們都是很好的溝通者。這很重要，因為……莎士比亞、馬克·吐溫和其他一

些人，他們都是偉大的溝通者。當你現在看著它時，你說： “嗯，我想知道

這是為什麼？” 因為能量只是溝通，他們善於利用能量，能量溝通。嗯。 

我來回作時光之旅。我在這方面有了一段迷人的時光，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

為這是你將要做的事情。今年你將處於一種感性的狀態，這實際上將打開真

實的時光之旅的大門，這並不意味著只是沿著一條直線來回走動。那是不僅

如此而已。你將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感知事物。但是，當你這樣做時，當你作

時光之旅時，尤其是進入你稱之為未來的時刻，你需要改變你的觀點、你看

和詮釋事物的方式，因為這將會大不相同，你將會是大為不同。   

如果你現在要遇見未來的自己，例如說十年後未來的自己，而你期望時光之

旅從這裡到那裡來遇見自己，那你不會遇見自己的，就像去一個繁忙的街道

轉彎處，你知道要在那裡遇見自己，而什麼也沒發生。但有很多其他事情發

生。實際上，你未來的自己就在那裡，你只是用有限的觀點試圖覺知你的未

來自己。你未來的自己是如此地不同，它不適於其他人、建築物或那一刻的

震動頻率。你可以說，你的未來自己是如此的證悟，而且 － 我不一定喜歡

這些詞，但我會說它們 － 它處於較高的振動水平。不，我甚至不喜歡那個

詞。你未來的自己與其他人所唱的歌曲完全不同，甚至與你現在所唱的歌曲

也不同。 



 

 

因此，我作了很多時光之旅，並非常享受它。它把我們帶回到2020年，這個

關鍵的一年，這是多變化的一年，這變化允許我們進入現在所稱之為2021

年。 

  

你為什麼在這裏？ 

在開始這新的一年，我想問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希望我們能有一個現場

的觀眾，但是我還是要問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真的很簡單：問題是，你為什

麼在這裡？ 

你為什麼在這裏？ 

你的思維將很快、很容易地推出一堆答案。讓我們超越那個，那些只是一些

冠冕堂皇的藉口。 

我再次問你，“你為什麼在這裡？你為什麼現在在地球上？你為什麼和

Shaumbra在一起？你為什麼在這機器時代時在這裡？” 感覺一下。 

（暫停） 

嗯，還是很多冠冕堂皇的答案。尚未真正進入真理，但是我們很快就會到達

那裏。 

所以，我現在第三次問你，“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剛聽到一些人，不是所有人，而是一些人說：“我不知道” ！   

LINDA：糟糕。 



 

 

ADAMUS：在這裡那樣回答，是不行的。你可以說 “我還沒有意識到” ， 

“答案即將到來，但我還沒有真的得到它。” 你可以說些類似的話，“在我

大聲說出任何答案之前，我允許自己進入該答案的感性感覺”，但是“我不

知道”並不行的。 在Crimson Circle 中不能用 “我不知道”的。我認為你

不僅應該被放到厠所裡，但我不知道 – 對於說 “我不知道” 的人應該採取

什麼適當的措施？ 

LINDA：懲罰？ 

ADAMUS：我不想說 “懲罰” 這個字，而是行動。 

LINDA：他們必須把椅子轉過來，面向後方。 

ADAMUS：他們無論如何都在這那樣做。（Adamus輕笑）。 

LINDA：嗯，那不能太刻薄。 

ADAMUS：對不起，請再說一次？ 

LINDA：不能太刻薄。 

ADAMUS：我不想刻薄，但我只想指出一點。 “我不知道” 不行的，因為

你是知道的，該死！   

LINDA：哦。 

ADAMUS：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一切，只是不想承認。因此， “我不知

道” 不起作用。好吧。我會想想適當的措施。 

LINDA：好的。 



 

 

ADAMUS：或者願意接受建議。就是而已。我們將在社交媒體上接受建議。

在Shaumbra聚會時說 “我不知道” 的人，該拿他怎麼辦？好的。如果我不

小心溜出口或Cauldre溝通錯誤，傳達錯誤，也適用在我身上，我應該要做

些什麼？好的。因此，請關注你的社交媒體。 

回到重點。你為什麼在這？而我沒有現場聽眾，所以我將必需以心靈感應的

方式去做。 

LINDA：很好。好。 

ADAMUS：是的。我會用能量上來這麼做。好的，你為什麼在這裡？所以，

Linda，你會在你的...上寫下這些嗎？ 

LINDA：當然。 

ADAMUS：…那個電腦看起來很漂亮。 

LINDA：哦，嘿！ 

ADAMUS：那是一個很好看的電腦（Adamus 去觸摸它，Linda喘著粗

氣）。什麼？！什麼？！ 

Linda 準備好要把這些寫下來。我原本想用喊出來的 – 但只要把它們投射出

來，將它們散發出來。 

  

〜熱情 

熱情。好的。該單子上有很多個 “熱情”。 

LINDA：你是要寫下那個字嗎？ 



 

 

ADAMUS：是的！  

LINDA：好的。 

ADAMUS：你來這裡是為了你的熱情。很好。 

  

〜整合 

好的，整合。等等。慢一點。Linda 只能寫這麼快。你來這裡是為了你的熱

情。整合是下一個。你在這裡是要進行整合，很多很多輩子，很多角色

（aspect）。我想說，整合可能是你正在作的所有事情中最大、最耗時和最

耗能量的工作。你正在做很多其他事情，但是整合是其最終的結果，並且有

大量的整合正在發生。 

  

〜清理 

下一個是清理。是的，清理。你們中的很多人都這麼說，就是擺脫垃圾。為

了前進，你必須擺脫掉這些垃圾。你將會被停下來，如果你還帶有很多垃圾

（無論你想怎麼稱呼），在你的旅途中你都將被迫完全停下來。是你阻止了

自己，但我很樂意為你提供幫助，幫助你停下來清除掉這些垃圾。 

  

〜業力 

下一個，我在聽，業力。好的。業力，清理，有點相同。 

LINDA：業力？ 



 

 

ADAMUS：業力，是的。 

（稍作停頓） 

ADAMUS：我們有業力。我不是業力的忠實擁護者，因為它是自我加諸的傷

害，你不必到處攜帶著它，但好的，業力。你是在這裡放下業力，但我們並

不是真正的以業力為基礎的組織。是的，我們有點像沒有業力，如果你知道

我的意思。除非你想要，否則你不必擁有業力，如果你要業力，那也很好。

你可以擁有它。 

  

〜證悟 

還有什麼？我聽到證悟。那個可真是很大！你為了自己的證悟而在這裡。要

知道，我想提醒大家證悟不是目標，證悟是允許。如此而已。你不會達到證

悟。你只是允許證悟。它已經在那裡了。 

在時光之旅中我又找到它。其中一件最棒、最有趣的事情是，我進到大約是

是2027年，我對你們很多人進行了採訪，我做了一整個系列的採訪。在我從

Crimson Circle 半退休之後，我回來採訪，令人驚訝的是，採訪中幾位你們

已經證悟的大師們都說：“那真是愚蠢。我一直在嘗試“作到 “證悟，我一

直試圖強迫證悟或努力達到它，直到我最終放棄它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

是證悟了。”   

那不是很有趣嗎？我的意思是，你必須放棄它或允許它，但是你必須停止將

其視為某事物的終點，而只是意識到它始終存在。它只是渴望出來，它渴望

在那裡，但你如此分心和強迫性的，花了一段時間才終於說出 “他媽的”。 

好吧，我還會聽到什麼呢？ 



 

 

  

〜幫助他人 

嗯好，你怎麼形容這個？因為我從多個來源聽到，我想 “幫助他人”是最好

的說法。是的（Adamus嘆了口氣），嗯，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極大的

分散注意力，因為有趣的是，無論如何，你都會幫助他人，你不必把它放在

單子上，你也不必說 “這是來自我的熱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 – 來幫助

人類。” 但是你還是會做。因此，如果這是“無論如何都會作”，那為什麼

還要將其列入單子內？但是我們會保留。我聽到你在說什麼。是的，因為你

現在正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幫助他人，但不要為了幫助他人而去作。這是一

個真正的大分心，一個真正的大陷阱。    

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很想維持住作好事的自己那一部分。你照顧好自己就

是在做好事。但是你有一種感覺，你就是需要照顧好所有人和所有事物，並

擔心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然後，如果一天結束時還剩下精力，那才會照顧自

己。這不太行得通。因此，幫助他人，會在單子上。   

還有什麼？我還聽到什麼？ 

  

〜龍 

龍。好吧，龍，很好的原因。你在這裏是為了你的龍。這不是一個真理嗎？

嘿！龍是你正在做的事情的一個必需的部分，因為它會進入並發現任何需要

整合的東西、任何需要清除的東西，任何需要重新平衡的東西，把它們丟

掉。任何不合乎你自己的真理的東西，都會被找到，以便將其釋放。它可以

被釋放。所以，是的，你在這裡是爲了這條龍。   



 

 

我聽到了很多其他內容，但涵蓋了主要內容。是的，類似像 “我來這裡發現

自己” ，“我為我的靈魂而來這裏。” 這些全都是好東西，哦，我喜歡這

個，“我是來學習Adamus的物理學的。” 我們會將其放在列表中

（Adamus輕笑）。你知道，這確實是我在這裡的目的，只是與你分享你已

經知道的－現實的物理學。學習Adamus物理學，Linda，你可以在Adamus 

劃線強調一下。   

LINDA：哦！他不見了（電腦屏幕把她的寫作程序改變了）。 

ADAMUS：哦。 

LINDA：哦，不！不好了！ 

ADAMUS：（咯咯笑）幫我把它帶回來！ 

LINDA：哦，不！他走了！ 

ADAMUS：沒關係，因為那個我們已經做完了（Linda嘆了口氣）。我們已

經完成那個了，所以你可以把它收起來。 

LINDA：好的。 

ADAMUS：你為什麼在這裡？在2021年開始，我們問了這麼一個很好的問

題，而且所有這些答案都是正確的，還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答案可以放

在那裡。但是現在，我想深入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將播放一些音樂，這是今天兩個Merabh 中的第一個。我只是想讓你知

道，以防萬一你必需要使用洗手間，因為這將不是一個短的Merabh（Linda

輕笑）。讓我們放上音樂，進入Merabh 意識。 

（音樂開始） 



 

 

  

Merabh – 你為什麼在這裡？ 

你為什麼在這裏？ 

瞧，所有這些答案都是正確的。你在這裡進行整合，你在這裡為了證悟，你

在這裡為了大量的清理，你們當中有些人說過類似像：“我是來這裡學習愛

自己的。” 是的。是的。 

但是，你知道，實際上我沒有把它列入單子裏 － “我在這裡學習愛自己” –

因為我認為由於我們今天所要在這裡做的事情的結果，將沒有學習如何愛自

己。當你記得自己為什麼真的在這裡、一切如何連結在一起時，你將會愛自

己；你將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並且會因你所經歷過的事情，而

愛自己。 

因此，讓我們深吸一口氣，讓我們深入。有很多好的答案，但還有其他的東

西。 

裡面還有其他東西。 

你為什麼在這裏？我要請你感受一下，這是我們第二個用真實的感知、真實

的感受的經驗。 

你為什麼在這？ 

（暫停） 

它是從很久以前開始的。我告訴過你，我一路時光之旅回到天廟。 

我時光之旅到耶和華的時代。那是很艱難，那很艱難的。 



 

 

我時光之旅很多次到聖殿騎士團，你稱之為十字軍東征。你們中的很多人都

來自那個時候。令我驚訝的是，你們之間沒有關於他們的更多的討論，不僅

是關於聖殿騎士團，還有其他一些神聖組織。 

你在耶和華時所隱瞞的是真正的秘密，真正的奧秘。你可以說這幾乎就像你

拿著聖杯，那聖杯是真正的真理。 

它來自埃森尼人（Essenes）。他們攜帶了很長一段時間。埃森斯人從亞特

蘭蒂斯一直帶著它。我是從時光之旅的觀點來說。他們帶著它。 

埃森人（Essenes）來到了你現在所知的埃及，金字塔之鄉。他們從地下出

來。他們居住在該地區，即現在所說的埃及和以色列，約旦。 

你有著關於人生的最大奧秘，真正的神性。但是我猜最擔心的是人類還沒有

為此做好準備。不是個人，而是政府、教堂和廟宇。他們還沒有準備好。 

因此，聖殿騎士保留了神聖的配方。哦，這不只是騎士保護朝聖者前往以色

列。他們是這樣做了，但是這樣做是有原因的。這一切都與內在的聖杯有

關。 

你為什麼現在2021年在這裡？很多是可以追溯到那時。我時光之旅，我看見

了你，我看到你是埃森尼人、你是騎士。 

我剛看到前面幾輩子，那時你把這一切全扔掉了。你自己單獨一個人。你受

夠了。 

你對教會的所作所為感到厭惡，因為它們代表了人類和人類的意識，並且看

看他們如何將如此美好的耶和華的教義、耶和華的美好生活，變成營利化。

他們將其政治化，他們用它來控制，他們將其用於酷刑和戰爭。一切都與那

些美麗的教義相反。 



 

 

是的，這些教義是關於愛，但它不僅限於此。請現在把它記住。 

請記住你為什麼在這裡... 

為什麼當別人退出離開而你堅持著，為什麼你堅持著自己的真理，即使你不

知道那到底是什麼，你無法定義它、寫下它或大聲說出來。 

為什麼你在那裡堅持著，為什麼你走過2020年？ 

現在你已經進入2021年了。你為什麼在這裡？ 

它以前如何？ 

這會一直回到天廟，然後到埃森尼（Essenes）。在那之後，你們中的許多

人分散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擔起不同的角色。你們中有些人變得非常分心，

有些人正如我所說，參與了騎士團。 

你讀到的有關騎士的資料，大概有20%是真實的。我不想太專注於此，但是

對於你們中的某些人來說，這是拼圖中非常重要的一塊 – 保留關於你為什麼

在這裡、為什麼要經歷所有這些輩子，所有的困難，所有訊息的純淨性；為

什麼有時你會發現它幾乎難以忍受，但你還是做到了。 

你為什麼在這個機器時代在這裡？ 

在證悟的時候，你為什麼在這裡？ 

感受一下。可能不是言語，可能只是一種感性的感覺，但是你為什麼在這

裡？ 

（長時間停頓）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如果可以的話，讓我解釋一下。 



 

 

（音樂結束） 

讓我們停止一下音樂，然後深呼吸一下。 

  

你為什麼在這裡 

你為什麼在這裹？ 

這有很多原因。我的意思是，有很多原因，而這些都是你的真理。但尤其是

有一個原因，這是我時光之旅時意識到的。在所有其他原因中真正脫穎而出

的一個原因，讓我解釋一下。 

我要請你感受一下，而不是僅僅想一下。真的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你的旅程

以及它與所有這些的關係。 

回到你或任何有靈魂存在的來處，一直回到火牆（Wall of Fire），從那時

起，所有創造的存在一直都是在一種二元體系下運作。 

盡你所能回到來時處，它一直是光亮、黑暗、男性、女性、好、壞、上、

下。一切都基於兩個－ 陰，陽。所有一切，不僅在這個人類星球上，而且在

所有創造中。  

到目前為止甚至軟體代碼都為零與壹，這不是很有趣嗎？二元性。現在有些

軟體編碼有些不同了，但本質上，它們全為零和壹 －它將很快會超越，這就

是量子計算真正發揮作用的地方。但不要離題或分散注意力。一切都基於二

元體系。  



 

 

多年以前，有一個月聚會，也許這個應該從被歸檔案中拿出來並成為精選。

多年前，Tobias 談到了四個大理石。有一個白色大理石，一個黑色大理石，

一個灰色大理石。（摘自2000年12月9日創造者係列第5課。）  

現在，所有事物實際上只有黑色和白色，就像所有創造物都是這樣，只有陰

和陽。還有另一種我們稱為灰色的大理石，因為它來來回回，當黑的處於領

先地位時，它就被黑的吸住了。當白的獲勝時，它就被白的吸住了，它總是

來來回回，它總是產生不平衡的能量，而使能量一直在移動，這種灰色來回

波動。 

灰色大理石僅僅是白色大理石的一個角色，也是黑色大理石的一個角色，就

是這樣，僅此而已。就這故事而言，這就是所有一切的運作方式。你有你的

黑色，也有你的白色，然後你有一個灰色角色來回移動，但仍然是包含在二

元性、二個之內。 

然後出現了一塊透明的大理石，它震撼了所有人。他們不喜歡它。黑色和白

色，他們倆都不喜歡它。他們倆都嘗試將透明大理石配合自己的操作方式，

但是透明大理石不會到黑色或白色。在所有這些發生的同時，黑色大理石和

白色大理石有點聚在一起。他們倆都很陰險，但是他們試圖聚在一起說：

“嘿，讓我們齊心協力，讓我們變成一體，讓我們變成一體，克服來自透明

大理石的新威脅。” 

現在，雙方都知道，即使他們試圖結合成一體，也永遠不可能發生，因為一

個人會欺騙另一個人。光明會欺騙黑暗，黑暗會欺騙光明，然後他們會又變

成他們原來的狀態，就是兩塊大理石，有著二元性。但是他們害怕這個其他

元素，也就是這個透明的大理石。它是神性。這是超越前所未知的智慧。這

就是埃森尼人在聖杯中所帶前來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www.crimsoncircle.com/LibraryTextViewer/ContentID/284


 

 

是時候讓這個星球和如此眾多的創造空間超越二元性了。沒人知道怎麼做，

或者沒人認為他們知道怎麼做。大多數人都接受二元性 － “就是如此。你

有你的陰和你的陽。你有上和下。一切都是二元性的。”    

追溯到那時期，有一群人，他們曾經是很大的一群說過：“地球上將會有一

個時間，我們會超越二元性。當我們這樣做時，當我們開始進入時，當開始

時我們會在我們的生活中做到這一點 － 不是強加在地球上 － 但是當我們能

實證這種透明的大理石可以進入 － 這個神性可以進入二元性時，從那裡出

來的光就會改變創造的過程，不再需要二元性運作。”   

那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這就是承諾。 

你必須經由自己完成，你不能僅僅通過教導別人而來達到，你必須以自己的

經驗來經歷它，你必須承擔不屬於你的事情。 

你必須扮演白色大理石的角色，認為它比黑色大理石要好，並且你必須扮演

黑色大理石的角色，抓住白色大理石所丟出來的垃圾，而你必需認為黑色大

理石是邪惡，白色大理石是善良的，白色是軟弱的，黑色是強壯的，和所有

其他這些東西。你自己把這些都收進自己裡面。你接收了不是屬於你自己的

東西，那是人類的事情，是你的家庭的事情，是其他所有人的事情。你接收

了。你在自己裡面處理它，你為此在自己裡面哭泣。你痛苦不堪，迷失在其

中。因為你深深地沈浸其中，所以你分心了。而你這樣做的原因是，這就是

為什麼你在這裡。你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你知道在這個星球上將會有一個

時間，你自己可以超越二元性。 

你知道地球將必須經歷諸如一些事情，像戰爭以及你去年所看到的新冠狀病

毒和其他所有事物。你知道它必需要經歷，並且今年到目前為止才幾天，我

們已經目睹了出現的衝突，無論是肢體上的還是只是口頭上的、還是出於心



 

 

理上的，但是黑色大理石和白色大理石都起而反抗，因為它們將你的神性、

你的清晰視為侵略性和敵人。 

你會看到動盪，武力的增加和巨大的分心。地球上的巨大分心，因為黑暗想

要保持黑暗，光明想要保持正確，並且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正義。但是

是時候結束二元性了，不僅在這個星球上，而且在所有創造中。它達到目的

了。     

這是－我不想說遊戲，但這是一種能量、靈魂、你的靈魂的體驗，現在該是

你超越那個的時候了。這就像深呼吸，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允許它，而不

會分心，一樣容易。  

那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 

你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以前就選擇在這個時候來到這裡。不是去成

為合一，而是要成為 ‘ 和 （And）’ 、成為許多。  

你真的想從二元性變成一？不。神性的真正嚮往是成為一切。“我就是我

是。” 那就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甚至在天廟時代，就已經知道了，在某一個時間，地球上有一群人會悄悄

地、非常個人化地，並且深刻地體驗了這一點，不是公共的經歷，非常個人

化的經歷 － 但是會有一群人經歷了這一過程，允許神性的進入，而現在就

是時候了。     

我們進入2021年。我們已經經歷了轉變。看看就在這之前為你所發生的每一

件事情 – Order of the Arc 的關閉，天使家庭的關閉，所發生的一切，地球

上已經發生的改變，現在是時候了，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你不是在為地

球做這件事，但是看看什麼會發生。 



 

 

你正在為你自己做。但隨著你的光離開二元性而進入 ‘ 和（And）’，感

覺一下它如何照耀著地球。  

那就是為什麼你在這裡。 

當然，也包括所有其他原因 － 證悟、愛自己、環遊世界，所有這些事情，

所有這些都是的。但是你現在在這裡，所以我們可以將二元性拋在身後。我

的意思是，當你想要它時它仍然會存在，但是我們向 ‘和（And）’開

放。  

  

歡迎回來的Merabh 

當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二個Merabh 時，我現在想要來點音樂。讓我們播放音

樂和把燈光弄對。 

（音樂開始） 

你知道，有趣的是你知道所有這一切。你只是在分心做其他事情。你假裝你

不知道。嗯，如果你真的以你的感性的感覺來感受它，你會知道這已經有很

長一段時間了。 

並不是說二元性不好，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是現在有

人必須超越它了。 

你知道，其他人都深入在二元性中，他們為之辯護，他們深信不疑，他們害

怕放掉它。總需要有人來做。我們不得不關閉所有天使家庭，我們不得不轉

變和改變很多事情，現在是完美的時刻了。 



 

 

因此，當我進入《機械時代》中的一次時光之旅，我著陸於2021年，我並沒

有立即到達那裡。我到了2021年，看到了Shaumbra所發生的事情，它尚未

影響世界，可能要過好幾年才會發生，但我看到它脫離二元性而進入了偉大

的 ‘和（And）’ 。你不需要只是陰陽，還有yong、gong、Wong、

dong 、fong、 song，這些全都有，不只是陰陽。   

離開舊的操作系統會有些不舒服，但是必須有人去做。那就是聖杯所載的東

西，那是埃森尼人之歌。花了幾千年到達了這裡，但這就是它了。這是真實

的時刻了。 

其實，我想在這個Merabh 做些什麼，今天我們坐在這裡，我不知道現在這

個聚會中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 我說 “我不知道” 嗎？（Linda 喘著粗氣）

請懲罰我（他們輕笑）。不，我必須把這先完成 – 我們等一下才進行處罰。 

我需要計算一下這個聚會中到底有多少人，以後會有多少人觀看。我必須去

感覺到全部的能量，因為我太專注於與你在這裡所做的事情。但是我要說的

是，從開始到現在，我們失掉了大約98.35％。 

我說的是埃森納時代，耶和華時代。甚至在Tobias進來後我們也失掉了很

多。有些人突然出現並突然消失。我進來時失去了很多人。我猜他們不能忍

受如此宏偉或其他。好吧，是我的幽默，而Cauldre說可能是我的呼吸，但

我們損失了很多人。 

他們分心了。很容易分心的，如此容易。 

讓我們去拿到他們。我的意思，不是要拉著他們的襯衫領子，但讓我們把他

們拿下，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 

讓他們知道，即使你有時會分心，但你現在就在這裡。 



 

 

讓我們深呼吸，並進入時間的 ‘和（And）’。   

讓我們回到當耶和華年代你們的聚會時，而聚會逐漸變得越來越小。風險很

高，很危險，所以有些人就停止了出席。其他人就是我所謂的心靈財富的尋

求者。他們希望所有答案都放在盤子上交給他們，盤子是從外面來的，當你

不給他們那有答案的盤子時，他們就離開了。 

一路上很多人離開了。 

有些人深入地參與了教會，因為你所稱的最初的教會，特別是基督教教會，

仍然承繼了埃森尼以及耶和華的傳統，直到大約西元 380 ，它才開始變得高

度變型和扭曲。 

有些人在教堂裏分心了。一些人分心了，因為他們覺得這麼美、這麼神秘，

應該要傳給人、教給人 － 換句話說，走出去傳福音 － 這一直是被反對的傳

福音的方式，因為你不能出去，教他們。不，你只能等待他們來找你。然

後，當你這樣做時，你可以最終向他們展示此聖杯中的內容。   

如此之多的人被許多事物分心 － 愛，運氣和財富。他們因陰謀論而分心。

陰謀很有趣，但這絕對是死胡同。絕對是的。 

讓我們回去讓他們知道，因為他們一直都是家人。他們一直都是其中的一部

分。即使他們排徊出去，甚至在憤怒中離開，也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

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受到歡迎回來的。 

沒有批判，沒有說教，只有微笑和擁抱。 

哦，有很多人在外。 

你知道，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想這樣已經很久了。他們一直想

知道是該回來的時候了。 



 

 

他們只是想知道你作到了、它是真實的、並且我們現在對這個星球的物理

學、整個物質宇宙以及這之外的物理學，乃至超越二元性，做好了準備。怎

麼發生的？就是當神性真正融合的時候。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歡迎回來... 

對所有那些分心的人。 

對所有感到被拒絕的人。 

對於所有感到優越感的人，以及對所有忘記真理的人。 

對所有感到被背叛的人。 

對於所有想要很快得到答案的人。 

對於所有那些厭倦了等待人類或意識趕上來的人，對於所有那些沒有耐心等

待直到正確的時機來到的人。 

對於所有那些過於哲學性的人。 

對於所有想要榮耀自己而不是為他人服務的人。 

對於所有試圖在這個真理中尋求權利的人。 

對於所有因信仰而遭受折磨和嘲笑的人。 

歡迎回來。 

我對你們每個回來的人說，我們所有的人都分心了，包括我在內。 

我們所有人有時候都很自大，尤其是我。 

我們都處於極端的自我懷疑中。 



 

 

騎士，神父和修女們，歡迎你回到埃森尼。 

孤單的鳥啊！歡迎你回來。 

哲學家和思想家們，歡迎你回來。 

歡迎回到你曾經稱為Sha-hom-ba-rah 的群體。  

今天我們在這裡。 

這是2021年，我們將超越二元性。 

我們將看到這所有的體驗。我們將在自己裏面做這件事，然後讓這個光芒散

發出來，成為所有創造的巨大潛力。 

在我們的歡迎回來 Merabh中，讓我們好好的做個深呼吸。 

好好地深呼吸。 

所以你為什麼在這裡？ 

有非常多的答案，但是今天的答案是：是時候超越二元性了。 

這是其中一個神秘，這是其中一個早期的願望。將會有一個時間來到，我們

會超越黑暗和光明，不是回到合一，而是進入偉大的 ‘ 和’。  

親愛的Shaumbra，讓我們好好的深吸一口氣，並感覺到所有創造之中的迴

響。感受我們現在正在做什麼。哦，你並不是為所有的創造而作，但是會影

響到所有的創造。 

請總是記住，所有創造都很好。   

謝謝你，親愛的Shaumbra，歡迎你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