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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I Am that I Am），聖日耳曼的 Adamus。 

嗯，當我們進入此月聚會時，隨著音樂的演奏（指這種音樂），很多能量，

很多事情都在轉變和變化。這不是我的聖日耳曼音樂，但今天它有功用，因

為它讓能量能承載在某些東西上。很多事情正在發生中。  

這個月聚會將與大多數的有所不同，因為我們今天要談論的內容對你們所有

人都非常重要。 

讓我們再次深呼吸，進入《我是梅林》系列的第六次聚會。 

首先，歡迎大家。歡迎來自這個偉大星球各地的所有人。歡迎參加這個我們

每個月都會做一次的 Shaumbra 聚會，這個聚會使我們能夠把能量集中起

來。我們不需要親自會面。我知道有時你喜歡親自見面，但我們不需要。我

們可以這樣做。我們定期在夢中這樣做，並且我們會通過你的網路聚會。   

因此，歡迎大家。哦，是的，我確實喜歡現場聚會。正如 Cauldre 和 Linda

所說的，我們在這裡只有一位觀眾。能夠重回我作為 Adamus 的真實角色 

－ 來來回回走在你們中間，在通道上來回走動，向你們每一位問很多問題，

https://www.crimsoncir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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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棒的。我很喜歡那樣，我也深深地懷念我們月聚會中的那個部分。我只

能在某種程度上找 Linda 的麻煩，但是，是的，歡迎你們。 

我們在 Kona 的 Ahmyo 別墅（Villa Ahmyo）。美麗的一天。鳥兒隨著音

樂的演奏鳴叫著。你聽不到，當鳥兒正在為這次聚會做準備時，他們嘎嘎作

響。 

今天安排了幾件事。我們首先將把一些小事處理了。 

  

阿達米娜（Adamina） 

上一次討論到我上一輩子是聖日耳曼時的長相，那時在我們的討論中有一個

問題被提出來了。你們中的許多人提出了這個問題。首先，我沒有任何一輩

子身為女人嗎？是的，我曾經身為女人，但不是很多世。其中有許多世都是

身為男性。並非出於任何特別原因，但是，你知道，當你對穿上某種特定的

衣服感到舒適時，你就會習慣了，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會一直重新出生

在同一個家庭，同一個脈絡系統，甚至在同一國家，有時甚至在同一城市。

因此，除了我對男性的身體感到舒適之外，沒有其他原因。我從來沒有覺得

在女性的身體中很舒服，但是我必需說，我的男性和女性能量的平衡一直都

很好。 

那些仍然對男性能量、女性能量和男性、女性感到不安的人，讓我們超越那

些吧。真的根本不關那些事。讓我們遠遠超過那個吧，這與神性的女性或任

何男性能量無關，我們已經整合了，我們合一了。你有男性能量和女性能

量，他們已經結婚了。之後你是自己單一的。讓我們不要為男性、女性、平

等以及其他一切而煩惱。無論如何，你在自身是平等的。你內在的一切都是

平等的。 



 

 

但是問題確實出來了，而且我保證了我會回答。我會是什麼樣子？我不是

Adamus，而是 Adamina 時，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我會是什麼樣子？因

此，讓我們快速瀏覽一下。 

LINDA：哦，天啊。                 

ADAMUS：當然不是我。這是布拉瓦茨基

（Blavatsky）夫人。不是聖日耳曼。不是的，

我永遠不會像那樣。 

現在，我真正地喜愛布拉瓦茨基夫人。她是我

見過的最有見識、最有靈性、最有個人魅力的

人之一。外表很粗糙，粗糙。她抽煙，據說每

天要抽 200 支煙。她有時像水手一般地喝酒。

外表很粗糙。 

現在，對所有這些她的藉口是，她的內在是如此地迷人…… 

LINDA：哦！ 

ADAMUS：…她不想要表現出吸引力… 

LINDA：哦！ 

ADAMUS：…在外表上。 



 

 

LINDA：有趣。 

ADAMUS：Kuthumi 確實不時地給她一些

時尚秘訣，但她立即忽略這些秘訣。但是，

繼續布拉瓦斯基夫人的另一張照片。這是她

15 歲的青少年時的畫像。你會發現，從年

輕時起她就擁有這種外觀，並延續了很長一

段時間。你在這裡的背景中看到的那些鳥，

它們盡其可能地飛快離開。她有一種嚇人的習慣，而她喜歡那樣做。  

因此，她有這種特殊的外觀是有理由的，也許你們中有些人可能會理解，因

為她來自她所選擇的血脈，如果你看一下她母親的照片，你會理解為什麼布

拉瓦斯基看起來像她的樣子。現在讓我們看一下…… 

LINDA：哦，不！ 

ADAMUS：…布拉瓦茨基的母親（Adamus 輕

笑）。 

LINDA：噢！  

ADAMUS：是的，很有個性，真的在家庭中都有。

幸運的是，布拉瓦茨基從未有過如此地打扮，她比她

的母親遮避多一點。但這張照片可以解釋很多。我希

望大家都知道這是嘲諷。因此，讓我們繼續。 



 

 

作為聖日耳曼的一生，我的外表很好

看。正如你在上次聚會中的一些照片

所注意到的那樣，我當時真是挺有吸

引力的。這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有一

個美麗的母親。昨晚深夜，我與

Cauldre 一起看了一些圖片，一些照

片，這些照片可以幫助顯示我母親的

模樣，而我不能只選出一張。因此，這確實是一個組合。我們選了兩張，如

果你能想像把他們綜合在一起，如果你將這兩張照片，這兩個人融為一體，

那幾乎就是我母親的模樣，這可以解釋我的容貌。我找不到適合我父親長相

的圖片，但他也是一個英俊、莊嚴、高尚的人。 

因此，問題來了：“例如，在聖經時代，我會是什麼樣？

我會是什麼樣子？” 是像這樣的。是的，在聖經時代，

穿著漂亮的衣服，請注意，我可以閱讀。我正在閱讀一份

文檔，當時對於大多數女性來說這是聞所未聞的。但這可

能就是我的模樣。 

當我們向前進一點時，如果我是聖杰米娜（St. 

Germina），那一生中會是什麼樣子？我會看起來像這樣。當然，美麗，醒

目，穿著考究，我的一隻乳房都伸出來了。但這就是

（咯咯笑）－ 如果你仔細看，是的，你可以看到它，

因此，這可能就是我的模樣，

也可能是我的舉止。  

現在，如果我們能進入

1900、1940 年，30 年代，

40 年代，那我會是什麼樣？



 

 

大概是這樣，像是這樣。當然，我必需說，這不是 Cauldre 進行的整合。昨

晚我引導他瀏覽了數百張甚至數千張的照片。  

然後，如果我今天化身，如果今天我是女人，那麼

毫無疑問，我肯定會是這樣。有點合適，不是嗎？ 

我可以向你保證，不會是像這樣的。不。 

LINDA：！！  

ADAMUS：再說一次，布拉瓦斯基。不，我認為我不會

選擇那樣子。她基本上必須穿地毯遮掩自己（Adamus 

輕笑），但確實是個好女人。她有深度、有見地，對世

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外表看上去並不怎麼樣。而且

親愛的 Linda，你不得不說，她是故意選擇那樣的。這

是她的選擇。這不只是出生時發生的事情，而是她的選

擇。因此，很快地看了一下 Adamus 成為 Adamina 的

樣子 。 

  

變化中的世界 

我們看過這些照片了，就可以繼續，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我們將轉移到此聚

會的實際內容中。讓我們看一下當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世界上正在發

生的事情。 

我們經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時間的變化。它僅僅在一年多前才開始

的，這整個是冠狀病毒的時代，而你由於在其中生活著而了解。在某個時

候，你將會與靈性大師談論這件事。但是，你知道，從生活中經歷它，並戴



 

 

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缺乏社交性，缺乏就說：“今晚我們去餐館吃飯” 

或者去劇院，這是另一種生活。 

去年對人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一定此時會表現在行為上，而是人類

的意識上。意識更加深入。意識是一個起點，而且有時對意識的影響會是在

如此深層和內在的層次上，它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但這一切

都始於意識。 

在這段時間裡，有很多人呆在家裡，必需回到自己，必須與家人待在一起，

有時他們會試圖逃脫；還要在家上班。通常，他們會跋涉到辦公室、到他們

的小隔間，作他們的中層經理的工作，現在他們待在家裡，這給了他們時間

去思考、去考慮：“這真的是我一生中所想要的嗎？” 而且，這都是在更深

層的意識中發生的，而不一定是人類的思想上。人類的思想可以與之同時發

生，但是在其內部深處卻發生著某種變化，這是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整體變

化。 

去年正當所有這些事情發生時，人類在科技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投入了巨大

的資源。幾乎人類生命的每一個方面都被這一個非戰爭的全球性事件所碰

觸。   

你看一下即將出現的科技進展，順便說一句，這些已經都出來了。例如，一

種新的可能的瘧疾疫苗。你看一下因為冠狀病毒時代而即將來臨的所有事

情，你將會意識到這是史詩般的時刻，而你正因爲它而在此。你們大多數人

並沒有陷入於其中。你們中的一些人對我執問了整個陰謀論，但你們中的大

多數人保持了平衡，保持了自己的意識，意識到並記住了這就是為什麼在這

個時刻，你會在這裡。 

你將繼續看到不僅僅是科技的推出，而且還有新系統 － 影響銀行業務的系

統。我的意思是，這對整個經濟都有影響，在這個星球上還沒有被看到過。



 

 

這是一定的，因為在此期間，政府花費了數万億、万億和万億美元，以使一

切維持平靜。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印錢。可以說，那些印鈔機日以繼夜地運轉

著，印出錢來資助它。 

現在，當然，與經濟有關的任何事情都必須得到某種支持，某些地方、某些

東西的支持，因此你將看到在未來至少 10 年（可能是 15 年）的經濟餘波。

當然，這些餘波將是你會擔心的事情，例如更高的稅，但是它們會在一定程

度上想辦法解決這一問題。他們將不僅僅是徵稅，而且還將徵收一些費用

（levies）。徵費，這意味著它是一種稅收，但並不稱為稅收。它被附加在

所有東西上，從衣服到汽車，甚至每年你車開了幾公里，甚至音響的聲音開

多大。它們將是徵費而不是稅收。他們意識到你真的再也不能加稅了，所以

現在他們將尋找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收費。他們將必須為此而付出，為已經發

出的一些事情付出代價。 

現在，有一個問題 – 是否會發生某種經濟災難？你是否應該建造一個地下掩

體並為此做好準備？不，會有一些經濟調整，其中之一是稅收和徵費，但是

會有一些經濟調整。在這些冠狀病毒時代，你所看到的，以及向如此眾多的

人們提供資金，這是真正的大眾工資的一個開始。這是一個開始，因為在這

段時間裡，每個人都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金錢分配。如果你的收入太高了，你

就沒有得到。 

有人爭辯說，這是保持經濟健康的最成功措施之一，我們將繼續這樣做，這

個大眾基本工資或薪水。所有人都幫忙來讓事物平均。現在，我並不是說這

是好事還是壞事。它會為真正需要它的人提供一些幫助。這還將有助於不承

擔責任的狀態永久化，即應享權利的狀態。不管好壞，它就是如此。這是在

這裡所提出的重要要點。 



 

 

在你周圍發生的所有這些情況，請不要將其判斷為好或是壞。不要陷入陰謀

論。陰謀論會讓你陷入一個兔子洞裡，一個很難、很難離開的兔子洞。站在

短牆後面。觀察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觀察整體經濟情況。我要說的是，基本上，如果你遵循一些非常簡單的方法

（例如，了解能量全都是你自己的），你將不受到所有這些的影響。這其餘

的世界可能會走上一條顛簸的黑暗之路，它真的不會影響你，而你只是觀察

它，而大眾意識的能量可能會影響你。但是就你自己的財務狀況而言，它不

需要受到影響。 

因此，你將看到經濟調整帶來的許多變化。銀行必須採取一些不同的途徑來

處理從貸款到儲蓄和儲蓄方式的所有事務。因此，目前地球上發生了一些非

常非常大的變化，我已經在 ProGnost 中提到了所有這些變化。在醫學上，

所有這些將會帶來巨大的變化。 

所以要做好準備。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不是要處於一個恐懼或害

怕的狀態。要覺知這個星球接下來會發生的，因為你不可能經歷像這樣的時

期，即冠狀病毒時代，而沒有隨之而來的重大事情發生。 

有些事情會恢復正常。有些事情會回到你所謂的常態上，能夠去一家餐館，

當然又可以到一個擁擠的餐館，一個擁擠、嘈雜的餐館。其他事情永遠不會

回到原來的樣子，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情就是工作環境。人們說：“我不

再需要去辦公室了。” 看看去年在網上所作的。我的意思是，與醫生的約

診，與律師的約談，而不必每天去辦公室。因此，這是一個很大的調整，有

些人可能會說：“嗯，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個人上，對你來說，也許不是

大不了的，但是當你想到這整個世界這樣做，整個世界做出這些改變，那是

一個巨大、巨大的意識上和事情發展的方式的改變。  



 

 

它可以不必經由像戰爭或巨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的發生，而從舊的軌跡中移除

很多東西。這曾經是而且將繼續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可以使這個星球更

上一層樓，並最終形成了新的人類物種。 

就是這樣，我不再贅述。我們在 ProGnost 中談到了這一點，我們會不時地

提及它，這是地球上正在發生的變化，但現在就只是感受一下。所發生的全

球性變化，在一年的時間裡席捲了地球 － 一年的時間 － 已經改變了很多事

情，並導致了很多人進入自己內在說： “我真正選擇的是什麼？作為地球上

的人類，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然後感受一下。這是史無前例的。 

從我所在的位置以及其他靈性大師的角度來看，我們不用眼睛來看。我們記

得有眼睛和耳朵的感覺，但我們並不是真的以那種方式來看待事物。正如我

在《大師的生活 13》中談到的那樣，我們實際上是在運用智慧。我們去感受

事物的能量，所以它不僅僅是基於眼睛所看到的或耳朵所聽到的。我們所看

到的確實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時光，而不是悲傷的時光。對有些人是很悲

傷，但這真的不是悲傷的時光。如果你與靈性大師交談，他們是對由此而帶

來的眾多變化感到高興。  

而且，是的，有很多人死於這整個冠狀病毒。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很

明顯地 － 我必須在這裡糾正 Cauldre － 顯然，他們已經準備好要離開了。

這不是偶然的。想像一下，如果是一場戰爭，數百萬人因創傷、混亂、戰爭

中蘊含的憤怒能量，以及戰爭能量中的力量而死，那將是不同的。當成千上

萬的人以這種方式死亡時，情況是非常不同。在“近地球” 次維所發生的事

情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下一世也會大不相同。通常，它們會帶來那些深深

的傷痛。他們將其帶到另一世的時候，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prognosttm-2021-january-16-2021.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the-master-s-life-part-13-entelligence.html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離開星球並沒有這種創傷。如果他們選擇回來而

不是去新地球之一，他們的下一世將會大為不同。結果他們將以非常不同的

方式回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的，很多人都因此喪命，但是從另一

種角度來看，這與過去因深重創傷而死亡的情況不同。 

  

Shaumbra 的證悟 

那 Shaumbra 呢？Shaumbra 在經過所有這些過程如何呢？而且，我們在哪

裡呢？目前，有將近 1,500 名 Shaumbra 允許他們的證悟。現在，有些人聲

稱自己證悟了，但實際上他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說這些話，但他們真的不

相信，所以幾乎不可能發生。他們幾乎在做正向的肯定，他們試圖說服自

己，但內在深層仍然沒有被說服。因此，儘管他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但他

們還沒有到那兒。 

你可能會說：“好吧，只有 1500 個？我以為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就遠遠地，

或者剛剛超過一千。我以為我們從一個很高的數字開始。我們現在是不是應

該是三、四、五千嗎？” 這並不著急。我們不是要在那裡比賽。對於你們每

個人都是完美地展現出來這個自然的過程。如果你還沒有完整的證悟，那麼

你不是在遊戲中落後，因為你是以一種絕對適合你的方式在進行。從你說 

“我選擇證悟” 的那一刻起，它就開始發生了。 

現在，常常你可能會有很多內部的阻力，或者是不相信它，或者不允許它，

或者太用於頭腦，但是證悟會發生的。它將以完美的方式發生。它會以最適

合你的方式展現出，因此它不會使你不知所措，因此你可以擁有自己的進入

證悟的感知體驗。這樣，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下你可能稱為過去的業力，過

去的傷痛，過去的罪惡感，和羞恥。 



 

 

請不要嘗試著急急地通過。一旦你在自己內在做出明確的選擇，然後說：

“是的，我已經準備好了。”你知道大師、我是，並且你所有的能量都會對

它做出反應，然後它就會發生了。如果你要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想為此做些

什麼，那就做很多的深呼吸，並允許。但是不要努力允許，只是允許，然後

它就來了。我可以清楚地告訴你，我很知道會發生的日期。我對此不感到驚

慌。我不擔心，你也不應該擔心。如果你感覺自己可能不是那些已經證悟的

人之一，感覺自己有什麼問題，其實你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我們（我們和你）都不希望每個人都同時進入他們的證悟。這有點像

是 Shaumbra 們一波波的進入。它使事情保持平衡。當一群人進入時，它有

助於帶入另一群人，從而幫助帶入另一群。實際上，它像是一種非常漂亮的

能量設計。 

因此，請不要急著進入。不要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或者需要做其他事情，

或者更糟的是，不要對此感到懷疑或沮喪。只是允許它發生。這是一個非常

個人化的事情。1500 Shaumbra 中的每一位都以一種不同的、非常個人

化、非常優美的方式來進入，只要你允許，其餘的人也都會達到。 

讓我們不要奔馳地進入。這被稱為放鬆地進入證悟，而不是奔馳地進入，而

你現在所可以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享受或至少意識到你正在經歷的經

驗。那是最好的，最最好的事情。然後，它會消除了很多的摩擦。它消除了

阻力。這樣，你將能夠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可能阻礙你前進的事物，實際上你

一直阻礙不前的某些原因，然後在選擇是否要超越它們。 

我很喜歡再次與 Shaumbra 一對一地工作，但是我們在一起的頻率比我所認

為你所了解的要高得多。當我看著 Shaumbra 時，我會說其中有一件令我感

到有些驚訝的是，如此多的 Shaumbra 仍然在用頭腦，仍在思考著處理所有

事物的方式，甚至是自己的證悟。過多地思考能量，而不是去感覺能量。對 



 

 

“我是” 思考了太多了。從字面上看，我實際上看到你們中的一些人試圖將

其測畫、繪製圖表並創建 我是 I Am 的表格。你知道，這是在思考，而且非

常地局限。這可能有一點用處，但最終，你確實忽略了重點。它是用感覺

的。去感覺它。     

在《大師的人生 13 – 智慧》中，我們討論到如何超越邏輯和思維，但是儘

管我們可以談論它，但這仍然是一大步。它仍然需要對自己很大的信任。  

因此，親愛的 Shaumbra，我懇請你深吸一口氣，並停止嘗試在此處進行了

解（指向頭）。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證悟的來到是很自然的。實際

上，在很久以前你選擇了它在這一生中發生，而實際上是允許將它帶入了你

的現實中。 

你可以說證悟已經存在了，生命的所有豐裕已經存在。但是，當你仍嘗試進

行微思維管理時，當你仍在嘗試了解所有事情時，你就會知道，這是一種防

禦性的遊戲。當你嘗試了解所有這些時，就像你仍然需要控制一切一樣，正

是這種控制和非常局限的邏輯使你陷入了自己的束縛，即局限性。 

你所要放下交給的是，你所允許的是你的全我（Self），這也許就是兩難處

境之一。你甚至不是允許、放下交給某個更高的存在，交給某個地方的某個

上帝。也許那會更容易。你要放下 － 我不想使用 “臣服”一詞 － 但是你放

下並允許你的全我，交給你的凡夫、你的大師、你的能量、你的 我是。 

在我們最近在 Kona 的一次聚會上 – 能量工作（Energy Works），現在稱

為靈魂的命運（Kasama）– 我談到了你的能量就是你的上帝這一個事實。

上帝是你的能量。這就是你一直對它祈禱的東西，這是你一直尊敬的事情，

這是你一直希望和指望的東西，而有時似乎沒能實現，但這就是上帝。這是

你的能量。一切就在這裡 － 你的所有潛能，所有魔法，一切 － 都在你的能

量中。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的幾年中我一直如此堅定地談論能量。這就是為



 

 

什麼我們做了很多的功課，一開始甚至用 BON 時，然後最終在夏威夷做出

這樣的聲明 － 你在外面所看到的一切，你感知到的一切，體驗到的一切都

只是你的能量。        

有一個大問題，“好吧，那其他人呢？” 我們將在即將到來的《大師的生

活》中探討這一點，但是現在，就去感受吧。這都是你自己的能量。這是你

一直在向祂祈禱的上帝，而它是你的能量。 

是的，有一種趨向於頭腦思維的傾向，而思維常常是一個藉口，這個藉口只

會在身體，精神上造成傷害，只會延緩這不可避免的證悟。但是，必須仔細

思考證悟的每個小細節，或者，要知道用思考來進入你的證悟，只會使它變

得壓力更大，引起更多的焦慮，而實際上，比起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遠離你

現在在機器時代在這個星球上的真正目的。 

因此，當我看著 Shaumbra 時，我看到了很多美麗的事情。我看到很多我稱

之為安靜的 Shaumbra 的允許他們的證悟。安靜，這意味著他們可能從未來

過工作坊，他們可能不參與社交媒體。他們可能不是過去以各種不同方式站

出來的人。他們是那些一直在默默地工作並允許自己證悟的人。 

但是，同樣地，如此多的 Shaumbra 仍然在用思考，仍然在思考著允許，而

不是真正地允許。再說一次，這不是一場比賽。對我來說並不重要，但最終

對你自己來說，只是作個深呼吸，允許並理解這是自然而然的，而且一切都

來自你自己。 

將此深吸一口氣。好好地深呼吸。 

現在，我真的很想在這裡談論這個話題。 

  



 

 

重新設定意識 

現在，地球經過了整整一年的冠狀病毒之後，現在我們正在將地球上的意識

重新設定。意識的重新設定。實際上，我原本是要由聖日耳曼（St. 

Germain）來發一個特別信息談論這件事的，但是它的進行速度比預期的要

快一些。因此，現在真的沒有足夠時間在夏威夷將這部影片拍攝下來並發佈

出來。因此，我們今天會在聚會上來進行。意識的重新設定，它將發生在大

概的時間範圍，就是你們所稱之為三月的情節和聖帕特里克節之間，非常非

常快地出現在你附近的星球。 

這不像經歷 “光子傳送帶” 之類的事情。這不是好像整個星球會有三天陷

入黑暗。因為重新設定是發生在非常非常深的層次上，所以大多數人甚至都

不會注意到它的發生。但是從字面上，就是意識正在重新設定。而且我猜比

喻就像你的電腦重新設定，重新啟動它。就好像電腦有奇怪的反應，或者它

不動了，或者事情進展不對勁，你怎麼辦？你將插頭從牆上拔出，然後祈禱

一下。你希望它會變得更好，然後將其重新插入，它通常會重新啟動或自己

重新設置。不管裡面有什麼愚蠢的東西都被清理了。就像現在我們正在將這

個星球的大眾意識重新設定一樣。   

這一年中發生了許多變化，很多混亂，有許多的內在發現，並為地球帶來了

許多新方向。在這一年中，很多人在家里待了好幾個小時，而不是被外在的

活動而分心，不是去想，而是去感覺，“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我真正的感

覺是什麼？” 最終，是的，他們提出了以下問題：“我真的想做什麼工作？

我真的想和我的伴侶在一起嗎？” 但是，有些更深的事情發生了，這導致在

三月 14 到三月 17 號中間，可能差個一兩天，人類意識的這個重新設置。 

我想請你們每個人在那段日子裡去感覺什麼發生了，而不是只在表面，不僅

是你在報紙上閱讀的內容，還是你所看到的發生在你周圍的事物。但是去感



 

 

覺它。這是一次重新設定，是全球意識的一次巨大重新設定。然後，你將真

正開始看到該重新設定的結果，我想說的是大約從 6 月份開始，並持續很多

年。   

重新設定通常會造成創傷。重新設定可能是人們驚慌失措的時候。但是，在

人類意識方面已經被完成了足夠的工作，並且有足夠的靈性大師回到地球上

來生活，而且現在又有體現的人們，所以這個重新設定不需要像地球有三天

陷入黑暗那般。重新設定可以會是更加平靜。有些人會很不好過，但是其他

人會接受它然後繼續生活。稍後我將詳細介紹重新設置的實際作用，但是我

真的希望每個人都能在它發生時有所體會。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全球重新設定

是史無前例的。即使是亞特蘭蒂斯時代，也沒有在一個普遍的時間範圍內全

部發生。 

重新設定將對地球上的一切產生最終影響。這將有助於重新定義各種系統。

而且，是的，這甚至在冠狀病毒發生之前就開始了。冠狀病毒有助於將其整

合在一起，然後現在正在發生了。現在，這是絕對在地球上發生的，我們就

在這兒了。 

你來這裡是為了在《機器時代》時來到這裡。你來這裡是為了幫忙來照亮潛

力。隨著人們的重新設定，他們會想知道下一步是什麼，他們有什麼選擇，

生活中要走什麼方向，如何與自己的靈魂或靈性連接，正如他們所稱謂的，

他們會尋找這些，我再說一次，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個星球上。 

當重新設定發生時，去感受它，深入地感受它，再次提醒，它不會是在表面

上的，然後看著這個在將來會產生什麼結果。   

在此基礎上，我可能會在今年裏，我可能會用此為基礎，而傳達更多特殊的

訊息。而且，再次提醒，不要害怕。一點都不要害怕。這與發生可怕的事件



 

 

無關，即使這個星球上會有一些困難的事情發生，你也不需一定要忍受。你

在另一個地方。你在自己的能量中，而不是在大眾意識中。 

意識的重新設定將會產生影響，例如，對地球上，對大自然。地球母親蓋亞

（Gaia）一直在緩慢地整理行李並準備離開，現在整個過程將會加速，絕對

地加速。 

在此重新設定的過程中，對於地球上所稱之為能量（燃料源能量）的全面了

解將發生變化。那是地球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實際上，個人自身的能量

與地球的能量二個對比是非常相似的。地球將越來越多地發現能量實際上是

什麼。 

因此，請感受這個巨大的重新設定。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特別的聚會來感受

它。但是現在，我要在這個特別的聚會中提出一個更重要的觀點。 

  

可以辦到的 

在外面還有更多，到處都有更多的東西，你自己擁有更多，並且很容易陷入

前世的局限、大眾意識、事物一向所被完成的方式、科學和物理學。很容易

陷入所有這些，然後將這些限制強加給自己。那不是你在這裡的原因。 

現在是你們每個人都成為 我是梅林 （Merlin I Am）的時候了。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有很高的的期望，你可以作時光之旅。有很高的期

望，你將不必工作，而就會是富有、富裕。有很高的期望，人們都有 “自由

能量體”，無論那是什麼。有很高的期望，你的身體學會自我修復。對魔法

的期望，對幻想的期待，以及所有其他的期望。因此，有些人會說：“讓我

們控制一下期望，因為我們不希望失望。也許這全是一些大幻想，還是一些



 

 

大遊戲。因此，讓我們對這些期望現實一點，”我說絕對不要控制。你不是

在這裡妥協。你不是來這裡控制的。你並不是在這裏躭溺於自己對於這些事

情可能不會發生的恐懼，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全力以赴了。 

它是可以做到的。這是可以做到的，當我是聖日耳曼時，我向自己甚至其他

人證明了這一點，你不必工作就可以富有。你可以超越思維的學習方式，無

論是學習數學還是音樂，你都可以超越。   

你可以處於自己的療癒空間，甚至可以不必依靠藥物，如果你要你也可以使

用，但是是你自己的療癒。現在不是時候說：“好吧，為了符合期望讓我們

把一切都緩和下來。” 恰恰相反。那些在你之後來的人，想知道它是有用

的，想知道你能夠超越 3D 人類現實的局限性並真正成為地球上的大師。 

我有時會看著你作為一個個體內的懷疑以及作為一個 Shaumbra 的一員而存

在於你內部的懷疑，是的，懷疑就在那裡。我並不是要說懷疑是否應該或不

會存在。它是絕對在那裡。懷疑傾向於使你退縮並說：“也許我們不應該嘗

試這樣做，也許我們應該對我們正在做的事更加謹慎，也許我們不應該這麼

誇張地說”，但那不是事實，那不是事實。 

當然，我們超越了物理學和現代科學的極限。我們超越了大多數人甚至曾經

所夢想的東西，然後他們夢寐以求，但他們從來沒有能真正將它們帶入現

實。我們將超越所有這些。但是，如果你退縮了，如果你說 “讓我們設

限”，如果你說我們正在創造不切實際的期望，那麼它就不會發生了。 

你一個或一群 Shaumbra 有時會絆倒。有些事可能第一次沒能順利解決。但

是，我們將回到那裡，並再次允許它。我們將意識到阻礙我們前進的原因是

什麼，阻力是什麼，我們將回到那裡，然後去做，無論那是有關財富、是健

康、是時光之旅，或是任何我們所談論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你來到這裡，而我不希望你減少任何一樣。你可以說這是一個

幻想的時代，那是絕對正確的。我們正在超越人類過去的意識。有些靈性大

師是以個人來完成的，從來沒有一個團體做到過。你是作為有主權的全我，

單獨進行，但也有其他人同時在走類似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從來沒有

一個團體這樣做過。我們不是牽著手，快樂地唱歌來一起完成。你正在單獨

地進行，但你知道地球上的一些其他人，他們曾經有些輩子與你在一起，他

們現在正同時在地球上進行著。 

我們正在超越。我們正在超越限制，僅此而已。我們並不是超越硬物理學，

因為不管是哪種物理學，一開始就不是那麼牢固。我的意思是，它們不是牢

固、不能改變的。它們是可以改變的，而改變它們的就是意識。意識就是改

變物理學、科學和數學以及所有事物的，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   

我要你做大的夢想，夢想大的。我要你過著宏大的生活，只需改變意識，消

除任何盲目性或局限性，意識到能量就是你的。那確實是第一步驟中的一

個。一旦你意識到這就是你的能量 – 它是充滿的、豐裕的，它可以做任何事

情，可以違背物理定律，可以做任何事情 – 那麼你將意識到沒有一件事情是

不可能的。這一切都不是通過思維策劃和計劃來完成的，因為思維會使你處

於局限性。它將把你留在大眾意識中。     

當我們即將非常快地進行全球重新設定時，現在是一個回到自我並看看自己

想要跟意識去哪裡，而不是退縮不前，要成為 我是梅林，準備好了進入一個

全新的層次，準備進入一個全新的現實世界，並進入 ‘和（And）’，留在

這個星球上，在大眾意識的限制下生活，但現在是一個真正有主權的存

在。    

沒有幻想是太大的。對於我們來說，現在沒有太大的夢想。而且，是的，人

腦可能發出各種警告信號，說：“不要設定那個期望，記得你以前曾經受傷



 

 

過，記住，你之前曾對自己感到失望”，但是你過去使用的是一種完全不同

於現在的方法來嘗試將自己提升到新的水平。現在，你正在使用自己的能量

和意識，這是最大的不同，以前你使用自己的思維和其他人的能量，但現在

是你的能量和你的意識。 

對於地球，對你和 Shaumbra 而言，這是過渡的最重要時刻之一，我們再次

進行這巨大的飛躍 － 超越任何限制。即使遊戲手冊中的規則說 “不，你不

能那樣做”，我們也將這麼做。即使過去的經驗說：“看看你上次嘗試時發

生了什麼，你愚弄了自己，同時也殺死了自己，”我們將會超越它。  

當最近一次聚會，我們坐在 Shaumbra 亭這裡，有了一個問題：“如果一切

都是編造的，那怎麼辦？如果這全都是一個遊戲，怎麼辦？如果現在正在發

生的只是一個巨大的分心，都不是真實的，那怎麼辦？” 如果是？如果是？

我們沒有別的團體可以觀看參考，而說，“好吧，他們做到了，所以這是可

行的。” 我們有些個體，但是，你知道，其中大多數是在另一個世界的靈性

大師，而其中大多數是發生在很久以前。但是，如果我們全只是編造的呢？ 

我的論點是這會行得通的，因為當你進入一個空的黑暗空間，當你進入虛無

時，當你的意識進入那個虛無時，如果以前沒有人到過那裡，沒有人做過同

樣的事情，那沒關係，因為那就會自然形成。這就是意識的運作方式。即使

這只是一個大夢，即使我們只是坐在營火旁，唱著快樂振奮的歌，讓我們自

己對不真實的事物感到興奮，那也沒關係，因為一旦我們進入了那個虛無，

其他人和你以前從未去過的地方，這不是一個空房間。它會成為你的意識所

希望的那樣。 

現在是允許幻想和魔法，我是梅林，的時候了。現在是時候來意識到沒有極

限了，沒有障礙，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是的，在身體和精神層面上，會



 

 

發生一些調整，以回應意識，回應你正在進入的新現實、我們全正在進入的

新現實。但是現在，親愛的朋友，讓我們作我們來這裡原就所要做的吧。 

我會繼續指導你。在需要時，我會繼續分散你的注意力，為你提供信息，並

希望能打開你的感覺、你的感知部分和你的意識。但是，讓我們向前繼續做

我們來這裡所要做的事情吧。 

這次非常非常快來到的星球重新設定帶來了巨大的機會。我稱它為冠狀病毒

重新設定，因為冠狀病毒創造了機會，現在這是一個完美的床。冠狀病毒創

造了這張完美的床，這個設置讓整體意識的重新設定發生了。 

讓我們為了那個來到這裡，同時也重新設定自己，也就是不退縮，不限制，

不說：“好吧，讓我們作一半吧。” 全部或全無。這就是我的方式 – 全部或

全部 –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的行列。 

  

時候到了– Merabh  

讓我們將所有這些用一個 merabh 結合起來，在背景中加入一點音樂來真正

地融合、吸收我們剛剛談論的內容。 

（音樂開始） 

有些人可能會半途離開。有人可能會說：“嗯，這太過幻想了，我得付賬

單，我有很多人要照顧，” 如果他們半途離開了，那沒問題。你會回來的。

你將會回來的。當你看到其他人做到了時，你將會回來的，也不會感到羞

恥。將不會有羞恥或批判。 

在這個星球上大約已經有 1500 名 Shaumbra 已證悟的大師，還會有更多。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機會來打開次維、擺脫人類意識中發生的眾多限制。 



 

 

有人說：“你知道的，這都是虛構的，讓我們堅守事實，讓我們堅守數

據。” 

不，那裡還有更多，而且你知道的。就是這樣，你知道的。我們在上一次聚

會中談到了這一點。你已經知道的。 

現在是時候了，先是個人，然後一個團體，最後是一個星球，進入新的次

維，進入我通常所說的 “亞特蘭蒂斯之夢”。 

一方面，這聽起來非常困難。基本上，我們將改變所有已知事物的物理性

質。這聽起來有點挑戰。但另一方面，這可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步。 

你可能會擔心並想知道自己是瘋狂了嗎？但是，正如我之前說過的，什麼是

瘋狂？生生世世，一天一天又一天地住在同一間房子，有著相同的房間，相

同的窗戶和冰箱中有著相同的食物以及一切都是相同的，這才是瘋狂的。那

是理智的嗎？ 

那麼什麼是瘋了？去拿到那些你知道是在那裡的東西，但也許你開始懷疑

了？去到彩虹的另一邊，而彩虹這一邊的每個人都說：“不要這樣做，你瘋

了，你瘋了，彩虹那邊什麼也沒有沒有，這只是一個彩虹。” 

親愛的 Shaumbra，我會劃下這一天、這一個聚會，我真的以為會是在一或

兩個月以後，才會有這個巨大的人類意識的重新啓動。我問，你準備好進行

下一步了嗎？ 

哦，這可能是令人非常興奮的，是的，也害怕，呵呵。你們中的一些人最近

一直感到極大的焦慮 － 你們中的某些人總是感到極大的焦慮，但最近卻有

很多額外的焦慮 － 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現在你知道了。    



 

 

現在你知道了這星球所面臨的壓力以及你所面臨的壓力。我認為這是一個激

動人心的時刻，我很興奮，我回到靈性大師俱樂部，像靈性大師那樣在那個

舞廳裡跳舞！ 

我為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興奮。我甚至讚賞冠狀病毒，它在地球上引起了

巨大的變化。我們現在正在從中脱身而出，幾乎是從中脫身出來了。在某些

方面用了更長的時間，但是它的作用比我所曾真正感覺到這星球所能做的還

要多。 

它正在離開的時候了。到處都還會留下一些，但是一聲響！–它最終全都蒸

發掉了。隨著它的消失，就會顯示出這段時期內，這段時間內發生了什麼，

也許你將開始了解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你無需感染病毒即可扮演一個角色。你的角色就是在這裡。這角色是意識到

是時候擴展人的境界了。 

讓我們作到吧 － 幻想，魔法，輕鬆和優雅以及人類一般的日常生活 － 因為

其中有一些非常美麗的東西，讓我們二者都做吧。 

當你在地球上過著你的凡夫生活時，所有一切都準備好要前進了，所有一切

都準備好要進入這種難以想像，難以置信的潛力，讓我們前進吧。 

那些不太確定的人，你想退縮，因為這樣就不會讓自己失望，這也沒問題，

那沒問題的。 

但是我知道你們中有足夠的人說：“不。現在我們不會退縮，即使我們從懸

崖上跳入一個深深的、無底的深淵，在進入的那一刻，我們的意識就會將深

淵改變為⋯你所選擇的。 



 

 

讓我們為所處的時代，為即將到來的重新設定以及為這所有的一切，而深呼

吸。 

讓我們深呼吸，並感謝你自己在這個時刻來到這裡。 

因此，請記住，就如同我們要去的地方那樣地瘋狂、那樣地難以置信、那樣

地難以想像，所有的創造都是很好的。 

我是 Adamus 和 St. Ger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