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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啊！很高興回到這裡。很高興與 Shaumbra 在一起。很高興來到 Kona 的

Shaumbra 亭。很高興與大家一起在這裡。啊! 

今天，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討論，首先，親愛的 Linda，謝謝妳。妳今天看起

來真可愛。 

LINDA：謝謝。 

ADAMUS：你們所有人都看起來很可愛。我正在檢查你們的能量，檢查你們

的能量平衡，你們的能量同步狀態，現在隨之來的每一天，你們都可能到達

那裡，到了那裡。每次我們談話時，都更好一些，更同步一些。 

我們每個月聚會，就像快照一樣。這是 Shaumbra 歷史的快照。這是你們每

個人的狀態的快照，而這不是我或者是你提前計劃好的，它們確實是在當下

發生的，我們沒有提前幾個星期就說：“這就是我們在月聚會中要做

的。” 通常是前一晚，有時是在當日早晨。有時候，就像今天，幾乎是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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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播放的那一刻，因為現在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眼前的瞬間發生，在當下發

生。  

然後，我們就進行這月聚會。我們拍攝它，把它記錄下來，以便讓後來的人

使用。但這是從醒覺到證悟，然後作為一個體現大師留在地球上是什麼樣的

感覺的整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旅程的快照。 

當我們進行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月聚會，這個 Shaumbra 旅程的快照時，讓

我們深吸一口氣，我們就開始了。 

  

意識重新設定 

幾週前，我們做了一件名為“意識重新設定” 的事。在這個漫長的冬天，實

際上是在冠狀病毒的漫長的一年之後，這星球正在重新設定。人們回到室

內，就像從未有過的時光，他們有時間沈思，他們有時間回顧生活中的一

切，這讓許多人感到沮喪。是的，人們有一種渴望要退出，渴望要再次回到

外在，但是有力量讓它持續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至比我所預期的還要

長。 

以某種方式，也從大眾意識的角度來說，人類確實要求它持續更長的時間。

一旦進入了，他們意識到這對他們個人而言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糟。他們意識

到，這是一個反思、重組、評估自己的生活、展望未來的時刻，幾乎存在著

對再次向外的阻力 － 幾乎是想要向外和人混在一起的阻力。是的，雖然有

人對此表示抱怨，當然，他們想去餐館及做一些那類的事情，但是有一種意

識運動說：“讓我們繼續深入進入我們個人的自我。” 

因此，它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並最終真正使地球意識重新設定。重新設定發

生在大約 3 月 14 日至 17 日時間範圍之內，而這時什麼也沒有發生。這樣的



 

 

事情通常不會在當下發生。通常，由於意識，而產生一種能量的重新改變方

向，因此接下來的事很重要。  

通常你會期望在當天會發生一些大事。但是，不，不，在“意識重新設定”

中，是數十億個小小的聲音在個人裏發生，只是一個暫時的時刻，想知道他

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是短暫的時刻他們忘記了時間，或者是忘記了自

己在哪裡。但這是地球上數十億人類的 “意識重新設定”。然後在這個重新

設定中，你將所有這些都放在大眾意識中，這是巨大的。它是非常非常巨大

的，你將在未來看到它的結果。   

但是基本上，有人會說：“也許我們應該用一點不同的方式來作，也許我們

應該擺脫舊的模式，也許有更好的方法。” 然後它帶出了一個大問號：“有

什麼更好的方法？我該如何擺脫舊的每天平凡的生活？我該如何真正顯現我

真正想做的事？” 即使這個問題被地球上數十億人問到，許多人隨後又有些

像又回到了他們的舊模式、舊的做事方式，但不會忘記他們想著：“一定有

一種不同的方式。” 他們只是在等待有一天某些事情的到來，等待著某種事

物的出現，使他們生活中有些不同。 

許多人對自己做出承諾，做出了選擇，說：“我必須做些不同的事情，我們

不能回到從前的方式，我無法回到 COVID 之前的作事方式。我絕對是在一

種無聊的舊模式裡。我絶對只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重複相同的周期，期

待著最終會生病和死亡？我必須做些不同的事情。” 

所有這些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人們說：“我必須為自己的生活做些不同的事

情。然後，現在這個巨大的空白就出現了，有巨大空白的人說：“但是我不

知道是什麼。” 你聽到那些話從我的嘴裡說出來：“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空白最終將被填補，新的機會將會來臨，他們中有些人會錯失這機會，

而有些人會得到，處理事物的新方法.。只是簡單的日常事物，例如，一種，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conscousness-res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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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上班的新方式 －如果他們甚至會回到辦公室  － 或者一種不同的娛樂活

動，一個不同的伴侶，一個不同的嗜好，一個不同的職業。但是，由於意識

重新設定，產生了很多我所稱的阻壓。如此多的渴望，但真正的了解或真正

的創造卻很少。那會來的。 

因此，現在，你們已經有了這種累積起來的緊張壓力，“一定有一種不同的

方式”，實際上有些人屈服在這種緊張壓力下，有些人根本無法應付，他們

有點像發瘋了。我敢說，在 COVID 後這些抗抑鬱藥的使用將會激增，因為

有些人無法承受他們對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現在呢？我怎樣才會有不同

的做法？” 他們感到如此無能為力，他們感到無法做任何事情，他們覺得自

己是如此地連結於大眾意識和自己的生活，以至於他們無法做任何事情。那

是一種可怕的感覺。 

這是一種可怕的感覺，當你知道你想要脫離，當你知道一定有一些不同的東

西，當你內心知道你那做事的老辦法行不通的，但你不知道怎麼脫離那模

式，你不知道如何向前，你不知道如何改變你原來的生活節奏和方式。因

此，我們累積了巨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人們進入了一個非常深入的內省，“我想從生活中得到更多”，

實際上不知道該怎麼做，但知道它就在那裡。這種累積的壓力早晚會打開來 

－ 或者是破裂或你想以任何方式稱呼它 － 但早晚它就會在那裡，然後正如

你已經知道的，令人驚訝的是，那時人們不喜歡改變。現在，他們正在面對

他們真正所要求的東西 － 也就是一種改變 － 現在這改變正在他們的生活中

發生，而這有點嚇壞了他們了。   

Shaumbra 你到了這個點上，你了解變化及其內在的混亂一點也不是真的，

你只是在經歷一些事情，達到更高的意識水平，並最終獲得更令人滿意的在

地球上的人類體驗。 



 

 

因此，“意識重新設定” 這整個過程正在進行中。哦，它正在發生。你知

道，這有點像一座火山。它開始在表面的很下下下下方醞釀著，然後最終升

起，這就是 “意識重新設定”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是要驚嚇你們正

在島上的任何人會發生地震或火山爆發，但是這些事情確實會發生。 

因此，意識重新設定。Shaumbra，你會 f 重新設定嗎？並不真的會。在很

久以前你已經做了，你在“意識重新設定” 期間進行了調整，你無需重新設

定。你正在對自己與大眾意識的聯繫上進行一些調整，從而了解自己不需要

被其束縛。被它束縛是有一種舒服的感覺，就像一條大大的溫暖蓬鬆的毯

子。但是，一旦進入那毯子，你就會意識到它是由馬毛所製成的，而它並不

那麼舒適。它是很令人不舒服的。你已經對如何與大眾意識的聯繫進行了一

些調整。 

我一直在仔細觀察。越來越多的你們意識到，它在那裡，而且你是其中的一

部分。這是如此的一個因素，它為人們創造了這樣的一個引力，但你不必為

了真正享受生活而受其束縛。事實上，當你意識到它時，它會更讓人愉悅，

但是你不受它的控制。 

因此，我看到了你們中許多人所做的調整，並且它產生了一些問題。我最近

一直在非常非常密切地觀看。它帶出了一些問題，而其中一個有趣而奇怪的

問題是，從某種方式來說，你不想變得如此的不同。 

  

Shaumbra 的差異 

你不希望與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這是你的成長和文化的一部分，這實際上

是你的亞特蘭蒂斯體驗的一部分。你仍然希望能夠有時候行為舉止和別人一

樣。你不想要像（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那樣地與眾不



 

 

同，以至於你完全獨自一人，遠離群體，被別人忽略，甚至被別人放逐。因

此，你正處於這個奇怪的時刻，仍然在來回地成為有主權者，允許能量為你

服務，卻又不想被放逐。 

事實是，你是不同的。你與其他人截然不同。當然，你的身體在設計、結構

和整體生物學上仍然相似，但甚至這也正在發生變化。你的希望和志向上是

完全不同的，在對你有意義和重要的方面，你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在不想

要，也不允許其他人控制你方面，你也是與眾不同的。你對此很固執，你不

會成為某人的木偶，你對此非常地堅決。這就是“Crimson Circle”中沒有

規則的原因之一。你根本不允許它們，我們實際上也確實不需要它們。但是

你是不一樣的。     

當你開始認知並接受它時，事情就會變得輕鬆起來。現在，當你仍然不完全

接受 “我與眾不同” 時，就會引起一些摩擦。現在，我不是在說更好。你

們中有些人立即將其等同於此。我並不是說你應該告訴自己，你自己比其他

人更好。這跟那個無關，這僅表示你有不同的意識，你對能量有不同的態

度，你對生活有不同的理解。 

也許所有中最大的區別，就是你是向內而他們仍然向外。那是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讓你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不是你的智力、外表、心靈狀態或覺知狀

態。事實是，你終於向內進入那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存在的 – 每個答案，每

個你所需要的一切、所有你的快樂、所有的愛 一切都在那裡，那就是讓你與

眾不同的地方。  

它是如此的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用此來開始這個月聚會，是的，你是不

同的，這不會讓你更好或更差。但你是不一樣的。你會看到，人類，所有個

人都在外面尋求答案。並非全部，但大多數人都是如此，他們正在向外面尋

找答案。你向內，他們向外。他們早上醒來，而滿足感將來自那天外面發生



 

 

的事情、有人說了好話、交通阻塞如何、在商店得到了什麼特別優惠、與其

他人的關係、那天的工作有多麼無聊或乏味。這些都是外在的東西，人類向

外面尋找那些答案。   

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很長的時間，常久以來他們一直在向外看。人類的方式就

是答案在外面。它可能是在一本神聖的書中，它可能在一個大師中，甚至可

能在科學中，科學是很好的，科學最終可以幫助你了解自己所創造的。通過

這種理解，一個對科學的重要理解，它幫助你理解一種經由生物學、物理學

甚至數學以及所有這些東西來感知你所創造，你的創造。這是一個好方法，

但這只是一種方法。所有這些外在事物最終是在試圖了解你自己，為什麼你

在這個星球上。但是大多數人並沒有沈思這些事情，而會這樣做的人，他們

還是傾向於向外尋求答案。讓你與眾不同的是向內。 

最初，向內是要比向外尋找答案要困難得多，因為你向內 – 你看著自己的回

憶、回顧自己的歷史 – 並且你不信任自己，你不愛自己。除了可以從書本，

課堂和一些生活經歷中的向外學習之外，你不會感覺到答案是在裏面。但通

常，你向內看說：“什麼？我是誰？上帝在裡面？我就是 我是？”   

因此，很難向內看。這是一個外相，這實際上是一種幻像。你向內看，說：

“我只是一個凡夫。我生命中的早期歲月沒有過重要性，我不出名，我不富

裕，我什麼都不是。” 因此，有了這些外相，你便傾向於回到外面尋找答案

對外部的搜尋是無止盡的，無休止的搜尋，你將永遠找不到答案。你將永遠

找不到你想要的東西，你會發現一些小東西，你會發現短暫的滿足感，但是

你永遠不會在外面找到真正想要的東西。 

很少有人能忍受持續向內，持續地向內自我觀察。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

而這樣做的人往往會非常非常地用頭腦，他們想得太多，他們用思維來處理

它，他們找尋相關性，這意味著他們曾經有過相關的經驗和事件。他們想得



 

 

太多了，他們對此有情緒，他們對自己感到挫折感。他們向內，在這種錯覺

中，在最初的表面中，除了一些殘骸外，經常沒有其他東西。然後，他們全

投入到一些步驟處理中，看看他們不好的童年、不好的關係或者缺乏某些才

能或能力。他們進入了很多步驟處理，一般當他們這樣作時，譬如說，去咨

商師，想要由此得到幫助，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咨商師，卻讓他們更專注

於不是內在的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遭到失敗和錯誤，然後他們怎麼辦？他

們最終回到外面尋找答案。   

外在很美麗。外在給你某種天使對你的看法。但這最終不是答案所在，這就

是為什麼你與眾不同。你要向內，這是一個艱難的旅程，這真是一段艱苦的

旅程，要記住的重要一件事當然就是答案就在那裡，答案是絕對在那裡的。 

同樣重要要記住的是，歷史（你記憶中的歷史）並不是真正發生的事情，我

已經說了很多遍了，這不是真的所發生的。但是，很容易就會陷入那種進入

內在的水平，然後實際上被它愚弄了，而不是更深入地說：“你知道，那只

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是還有更多的，我將更深入來找到它。” 

你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你向內，因為你選擇了非常非常獨特的道路，有

時是一條孤獨的道路，但最終卻是所有中最宏偉的道路。然後你到達了某個

點，當你深入深入深入內在時，通常只是想要跑另一個方向，回到原來的地

方，再度回到外在，當你深入內在時，你最終會遇到什麼？龍。龍。你進入

內在深處時，突然間，這條龍把你撕裂了。那時你確定自己應該向外找答

案，但是那時為時已晚。你已經走得太遠了，你最終會了解龍在那裡向你展

示最後的一點幻相 － 最後剩下的罪惡和羞恥，這就是龍的目的。在進入證

悟之前，就是深入內在。 



 

 

但重要的是你進入了內在，那就是全部所在之處，那就是能量所在之處，那

就是意識、答案、豐裕、喜悅、快樂和平靜的地方。你所尋找的所有東西都

在那裡，確實就在那裡。 

但重要的是，這就是使你與眾不同之處，而且你是不同的。現在是無需作任

何批判而認知這一點的好時機。你知道，批判和觀察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它

們聽起來有些接近、類似，但是批判會給事物帶來了負面的作用，有偏見，

哦，幾乎加之負面。但是觀察是説，“我是與眾不同的。這並沒有使我變得

更好或更壞。我只是與眾不同，而且因為我走了自己的路所以我與眾不同。

不是群體的道路，不是權威者希望我採取的道路，而是我向內走了自己的道

路。” 

那使你非常非常地不同。這可以當成我用能量的眼睛而不是肉眼來看著你，

但這顯示了你是那些走自己的道路的人之一。它沒有向外，維持在大眾意識

的因素，群體的因素。現在，不是群體，而是你，就只是你。那就是讓你與

眾不同之處，現在是認知這一點的時候了，然後我們才能繼續做下去。現在

該是認知你與眾不同的時候了。 

  

超感知 

像這樣向內的與眾不同，你還發展了一些非常獨特的特徵和屬性，現在真正

產生的最重要的特徵和屬性之一，是你越來越覺知，你成為超感知。超感

知，超靈敏。 

現在，是的，它可能包含更直覺，對事物有更大程度的直覺，但是你只是對

所有事物都變得更加靈敏和感知。艱難的一面是，你對人、大眾意識、粗魯

的行為越來越靈敏，你對時間的煩惱變得越來越靈敏，你對食物和過敏變得



 

 

越來越敏感，你在身體上變得越來越敏感，甚至在你的腦海、思想中也變得

更加敏感，什麼令人煩惱，什麼讓你無法忍受。因此，你可能會認為自己，

每個小怪癖，每個小特質現在都開始出現 － 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你突然

之間就是忍受不了大聲的引擎噪音？為什麼你就不喜歡別人的頭髮了？

（Adamus 輕笑）是的，你們當中有些人有那個感覺。你怎麼這麼起敏感？

有一種感覺，也許你有什麼做錯了，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只是像超感知的一

個副作用。  

在你稱之為更積極的一面，你只是對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美好有了更多的

覺知。你越來越意識到大多數人一點也沒察覺的流程和模式。有一種自然的

流動和模式。在不是你的耳朵所可以聽到的音樂中有一種流動和模式。有一

種流動、動能，在月聚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裹有一種節奏，你開始可以接上

它了。你不一定知道該怎麼稱呼它。你不知道它是什麼，但是因為你是超感

知，你知道其中有一種動能，一種事物的節奏在發生。 

你會更加敏銳地意識到能量，最終，這是你的能量。你只是更加了解它的存

在，它不在遠方，而就在這裡。你會更加覺知像鳥鳴、狗吠、空氣和微風拂

過你的臉等。這些都是很好的指標，說明你只是變得超感知，一開始它很

難，因為你想擋住煩人的事情。但最終，你將學會允許。你將學會如何整

合，甚至整合這些煩人和困擾你的東西。 

因此，重點是深吸一口氣並允許。允許，不要陷入其中。 

超感知意味著基本上你將需要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如果你沒有，如果你只是

在想著要有時間，那就該是時候真正地去做了。我總是建議現在是時候在大

自然中與自己在一起，或者游泳，在海洋或湖泊中。這有傾向於會使所有事

物重新平衡和整合，並且隨著你對事物變得越來越敏感，它允許調整來發

生。 



 

 

這並不意味著它會變得麻木。你將繼續是超級敏感，但是現在不一定會困擾

你了。你知道這只是節奏和模式，它只是能量的流動。 

而且，是的，事實上，你將變得更加進入你的洞見和直覺。你甚至會在事情

發生之前就知道了。我不希望我們現在就成為靈媒或媒介之類的東西。不是

跟那個有關，這與預測未來無關，因為即使對靈界大師而言，未來也很難預

測的。我對 COVID 的預測並不十分正確，我以為這將在今年年底前結束，

但是，你知道，人類有選擇，並且在他們自己的時間裡，他們選擇延長它，

以便他們可以真正地更深入。 

Cauldre 聲稱這是我的藉口。這是一個觀察。我還觀察到，當我正在一個有

關此類信息的非常好的談話中時，他可能不應該打擾我（Adamus 輕笑）。

不，我們有很好的關係。他是超級感知的。 

因此，讓我們不要誤以為是通靈的。這與看見未來無關，因為看見未來就是

向外了，這就像走向外，因為基本上是沒有看見未來的，全都發生在現在。

現在就在你的內在，因此，如果你嘗試看到未來，你就是在向外尋找答案，

而答案就不在那兒。偶爾會有一種答案有一點在那裡的幻相，但它們確實不

在那兒。 

隨著洞見的發展，你變得非常超感知，而我觀察到的一件事是，你現在正以

洞見在行事。以前你會進行分析，你會考慮，然後通常將其壓抑。現在，你

將用洞見行事。這有點像冒很大的風險，但實際上這根本不是風險。 

你開始學習信任它。你會感覺到洞見的那種模式和共振，即使頭腦不能理解

它，即使頭腦在說：“不要那樣做，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我們沒有足夠的

信息” 或者 “你之前做過，但是它出了差錯。” 你正在了解共振，它很難

形容，但你可以藉由自己的洞見進入其中，而充分地擁抱它，然後你就說：



 

 

“我將會去做，我將用我的洞見去行事”，這實際上是你能量的智慧，就是

如此。 

在變得超感知、超靈敏時，你現在也就意識到自己的節奏和模式。與其在你

的超感知的特質中去問諸如你的健康之類的事情，與其問 “我健康嗎？我還

好嗎？我的身體了嗎？我有我所不知道的癌症嗎？”，你學習如何聆聽自己

的身體。你正在學習它所具有的模式，它將會讓你知道，它會讓你知道它失

去了平衡。你不必擔心或強調它。可以說，這會花費了大量的能量。當你沿

著那條路線前進時，它會是渾濁、泥濘的能量。 

但是現在，它變得更加 “現在、當下、傾聽身體的和諧”，而當你這樣作，

當你傾聽身體的共振時，你不必擔心，“我是生病的？我明天會生病嗎？會

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嗎？我會得到冠狀病毒嗎？” 順便說一句，Shaumbra

得到這種冠狀病毒的發生率是難以置信地低。 

因此，你聆聽身體，與身體和諧相處，因此與其發出所有這些擔心身體的信

息和能量 － 這些會帶來那種擔心的能量，現在，會有更清潔的身體能量流

不斷進行流動，這會為光體騰出了空間，我更喜歡稱它為 “自由能量體”。

這為它騰出了空間讓它進入。 

現在，關於自由能量體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你、凡夫不會作的。你一直在試

圖努力，你一直在向外尋找。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作弊，你一直

在外找，也許上了課或看書或其他事情，但凡夫不能作 “自由能量體”。我

的意思是，這並不取決於你、凡夫。一旦你有了自由能量體，那便取決於凡

夫來體驗。 

自由能量體是因你自己的意識、你自己的允許，你自己願意進入證悟並以人

類的身份留在地球上的自然結果。然後，自由能量體自然而然地進入。它不

會因為你正在懇求它而進入。它不會因為你在滿月吠叫，或者因為你是素食



 

 

主義者之類的事而進入。這些都不會改變什麼。再說一遍，這是外求。再一

次地，人們認為他們必須操縱局勢，而他們卻不行的。 

親愛的人們，無論是證悟還是自由能量體，無論是什麼，你的工作就是去體

驗它，你不必去實現它。 

有點像最初做出選擇，但是一個很寬廣的選擇。進入下一個級別的寛廣選

擇。不是有關所有的小細節，因為你不知道它們，而且它們並不重要。很多

年前，實際上是很多輩子以前，你作了一個很大的選擇，要不一樣的生活，

對自己的生活進行了重新設定。現在，是由你來體驗它，不是嘗試去做它。

你不能作自由能量體，因為它只會産生一個生物體的心理版本。換句話說，

頭腦會欺騙你。頭腦想順從，而頭腦愚弄了你，說：“哦，是的，你現在有

了自由能量體或者光體。” 而你既不能，也不想，也不想承擔此責任。不，

現在只是要經歷 ‘ 和’  （And）的體，在生物體內並同時經歷自由能量體

的整合。     

這一切都是由於向內深入而產生的。這就是為什麼發生這些事情的原因，但

是你不必將它們清楚標示出來，你不必設計它們，你不必建造它們，只是讓

你體驗它們。這很重要。無論是你的證悟，還是你的自由能量體，甚至你的

豐裕，還是任何一件事情，你都無需付出任何努力。智慧在你的能量裏，這

是給你體驗的。就是如此而已。首先由你來允許，然後體驗。 

當你現在正在繼續進行內在旅程時，這是你可以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允許它 – 允許自由能量、允許豐裕、允許證悟 – 然後體驗它。你可以說

靈魂正在呼喚你，說：“嘿，只是體驗它，只是體驗一下，別再思考了，別

再計劃了，停止擔心了。該死，只是體驗它。” 然後，你就可以真正與自己

的能量同步了。  



 

 

我對人類了解，有時就像，“我現在只是一個木偶嗎？” 一點也不。你有一

份禮物，那份禮物是成為 “我是”、成為靈魂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演出，這

是你現在正在扮演的角色，而凡夫是靈魂的體驗部分。 

是的，你也是靈魂，但是靈魂並不會像人們那樣思考，靈魂不像人類的舉

止，靈魂不會擔心未來，靈魂不會擔心能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你現

在是正在體驗中的人，通過經驗的部分，而將重新證悟到你也是靈魂。你是

能量，你是智慧，你是潛能，同時你也是在地球上體驗它的人類。  

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我們要談論的是兩個基本問題，這完全取決於

你。允許，意味著打開門。打開門進入你擁有的所有，然後體驗它。沒那麼

難。好吧，我知道在有些日子很難，但是概念，整體要點 － 開門並允許 － 

這是第一重點。第二點，體驗它。不要只是坐在那裡躲藏起來。出去體驗

吧，從中體會吧，然後，你將聽到靈魂的笑聲，歡呼和鼓掌，現在一切都恢

復同步，恢復同步了。 

讓我們好好地深吸一口氣。 

所以，親愛的 Linda ，你知道我有多想念觀眾。我的意思是，我非常愛你，

並且你代表所有的 Shaumbra，但是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與觀眾在一起？ 

LINDA：很快。很快。 

ADAMUS：我現在想四處走走，在通道上來回地走 – 嗨，Belle。我想在過

道來回走，與 Shaumbra 交談並拍打他們的頭……  

LINDA：一旦合法我們就會開放聚會。 

ADAMUS：現在合法了。讓我們開放吧！ 

LINDA：不要太相信你的運氣（他們咯咯笑）。 



 

 

ADAMUS：我確實很想念它。 

LINDA：我們都是的。 

ADAMUS：在最近的一些聚會中，我得到了少量的 Shaumbra 劑量，你可

以看到我有多高興。 

LINDA：是的。是的。 

ADAMUS：我感覺充滿生氣。 

LINDA：是的！ 

ADAMUS：好玩！ 

LINDA：是的！ 

ADAMUS：我有些人可以來回開玩笑。 

LINDA：是的！ 

ADAMUS：有時候我擔心如果我玩笑開太多，我可能會過度開玩笑，…… 

LINDA：你沒事，因為我在這裡，因為我愛所有的 Shaumbra，而且我知道

讓你展現出來是我的工作。 

ADAMUS：好的。好吧，我很期待回到 Shaumbra。 

LINDA：好的。 

ADAMUS：親身回來。 

那麼，我們談到哪裡？我在談論體驗。 



 

 

我在這裡與靈魂對話，你給凡夫帶來了多麼偉大的工作。你說：“嘿，凡夫 

－ 是我，但是我表現得像凡夫一樣 － 你要做的就是去體驗。我們將負責智

慧的部分，我們會做能量的事情。你無需擔心能量的問題。我們會做所有那

些事情。你只是去體驗一下那是什麼樣子。” 只是體驗而已，這是一種美好

的自由。你不認為如此嗎？ 

LINDA：當然。 

ADAMUS：是的。如果你不同意你會說出來嗎？ 

LINDA：是的，我會的。 

ADAMUS：你會的。你會說什麼？ 

LINDA：我會說： “我不在乎你的觀點” （Adamus 大笑）。 

ADAMUS：然後我會說： “好吧，那就分享你的觀點。” 然後你會說什

麼？ 

LINDA：我沒有什麼要分享，因為我沒有…… 

ADAMUS：如果你是 Shaumbra，如果我說： “好吧，你的看法是什

麼？” 

LINDA：我會說： “讓我感覺一下。” 

ADAMUS：你會説 “我不知道” 嗎 ？ 

LINDA：我不會那麼說！我比那更清楚！ 

ADAMUS：不是你！我指的是 Shaumbra。不是說你，而是一般的

Shaumbra。 



 

 

LINDA：我不是 Shaumbra 嗎？ 

ADAMUS：好的。讓我們進入下一部分的討論。 

LINDA：好的。好的。我們需要 – 那變得愚蠢… 

ADAMUS：那是在分散注意力。 

LINDA：哦。 

ADAMUS：那是在故意分散注意力，是為了讓所有事物趕上來，讓所有在那

裡的 Shaumbra – 我可以看到它們（靠近注視著鏡頭），讓所有在那裡的

Shaumbra（Adamus 輕笑） – 哦，很好，很好，讓他們 － 感受一下 － …  

LINDA：是的。 

ADAMUS： “哦！天啊！我以為我必須自己作完這整件事。” 不不不。只

有體驗是取決於你。就這樣，那有多好？然後，當你做時，你讓智慧進入，

就會在適當的時間知道該做什麼，而不必擔心會犯經驗性的錯誤，而且能量

就會在那裡。很簡單，除了有些日子不好過之外，這真的很簡單（Linda 發

了一個聲音）。 

  

與其他靈性大師會面 

所以，昨晚我在靈性大師俱樂部，我正在為今天的聚會準備好筆記，正如我

之前所說，這些都不是提前幾週，幾年或幾輩子前準備好的。這一切都是在

此刻發生的。 

當時我正在感受 Shaumbra，Shaumbra 的所有潛能，並感受到我們在一起

工作的進度，並專注於今天所要提出的重要事項。 



 

 

LINDA：哦。 

ADAMUS：其中之一就是你是真的與眾不同這整件事。我要說的是 － “你

是真的與眾不同” （以一種讚賞的方式）不是 “你真的與眾不同” （以一

種批判的方式），而且你真的與眾不同，你是的。認可一下，為它感到驕

傲，身入其中吧。你是向內看者 – 向內看者 – 而不是向外看者。你能說三次

這麼快嗎？ 

LINDA：向內看者！向內看者！向內看者！ 

ADAMUS：什麼？！我不確定她叫我什麼（他們笑）。是的。你是向內觀型

還是內在觀型，再次，我們只需要在這裡分散一下注意力。你是內在觀者，

這是為什麼你是特別的，從而使你與眾不同。 

所以，我正在看今天我們所要談論的話題，有一位靈性大師也開始過來講

話。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但我總是會有觀眾聚集在旁邊。我正在試著有一個

安靜的時刻給我們要做的事情，而這位靈性大師，她的名字叫

“ Kamanawanahugu”。 

LINDA：哎呀！（Linda 笑了出來）   

ADAMUS：她的最後一世是夏威夷人（Linda 繼續大笑）。

Kamanawanahugu，對嗎？一位非常好又美麗的靈性大師，她有一個姐

姐。你知道她姐姐叫什麼名字嗎？她不是靈性大師。她仍在地球上經歷一些

事情。Kamanawanalayu。 

Kanawanawahugu 上前來說： “那麼，Adamus，請告訴我，你要和 

Shaumbra 談論什麼？” 我知道這個遊戲，因為我知道他們會出現 － 他們

中的很多人都在與人類一起工作，他們會出現，他們想獲得內線技巧和內線

方式，來向他們的團隊展示，就像他們在提取我們的…… 



 

 

LINDA：哦，他們在打撈。 

ADAMUS：或者他們在尋找我們的材料。 

LINDA：哦，有趣。 

ADAMUS：我說： “嗯，我們將深入討論能量。” 她說：“哦，好吧。”

她有點失望。 

LINDA：哦。 

ADAMUS：是的。然後 Jubak 進入討論。他很久以前就在地球上度過了一

輩子。已經有一陣子了。 

LINDA：Jubaker？ 

ADAMUS：Jubak。 

LINDA：就像 Chewbacca 嗎？ 

ADAMUS：別取笑了。他會報復（Linda 輕笑）。我不會，但他會。於是他

走過來說： “哦。哦。能量。又來一次，你總是在談論能量。” 他說：

“你知道，我時不時地會聽一下，就是 ”能量這個，能量那個“，而你又將

再次談論能量。” 

然後另一位靈性大師出現了，她的名字叫 Oooopps。真的，這就是她在靈

性大師俱樂部用的名字。我認為這是因為上一世她的所有經歷和事情，從她

的凡夫角度來看，事情似乎從來沒有發生對過，並且她總是感覺 “ 哎呀

（oops）！” 就好像她犯錯一樣。但是，當她終於有了自己的證悟，並進

入靈性大師俱樂部時，她意識到所有的 “哎呀 （oops）” 實際上都是 “向



 

 

上（ups）”。實際上，她從她個人的思維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她所認為的 

“哎呀（oops）”，並不是真正的錯誤。 

LINDA：他們 “哎呀” 。 

ADAMUS：他們是 “向上（ups）” 。他們是 “向上（ups）” 。 

LINDA：哎呀。 

ADAMUS：哎呀，向上！ 

LINDA：哎呀，向上。 

ADAMUS：是的。而且，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歡她迷人的個性，但是她意

識到她浪費一生都在認為自己在犯下錯誤，而她意識到自己犯的最後一個錯

誤是她沒有犯任何錯誤。這是一個很大的 “哎呀！” （Linda 輕笑）而讓她

進入了證悟，然後她來到了靈性大師俱樂部（Linda 繼續咯咯笑）。真實的

故事。我一點也沒有誇張（他們都笑了）。 

LINDA：她可愛嗎？ 

ADAMUS：過去的她還是現在的她？ 

LINDA：現在？ 

ADAMUS：每位靈性大師都是無以言表的華麗。 

LINDA：哦，很高興知道。 

ADAMUS：我知道人類有時對這點會有問題。你知道，你談論華麗，美麗或

其他事物，然後它們全都被冒犯了，因為我們應該具有這種社交型的準共同

的、灰色、沉悶，無聊的外觀，否則你就是某種變態或在政治上不正確。但



 

 

是，你知道，如果我去問任何人並且誠實地說： “你下輩子想要什麼樣

子？” 我不認為答案會像 “癩蛤蟆”。我為你們所有癩蛤蟆們感到抱歉。

我很抱歉冒犯了你，但我只是不認為有很多人想要像癩蛤蟆一樣。我認為人

們想看起來像…… 

LINDA：誰告訴你呢？（她輕笑） 

ADAMUS：我想人們想看起來像他們的內在美。 

LINDA：是的。 

ADAMUS：他們的內在美。現在，關於內在美有一個有趣的事情。一旦你散

發出內在的美，人們就會把你看成是美麗的，不是外在的東西，或者你是如

何化妝、打扮，或者你的身材或類似的東西。他們只是將你視為美麗，因為

這都是一場能量遊戲，而且他們還將談論你的外表有多麼出色。因此，每位

靈性大師看上去都是極好的，因為他們只是在他們的存在中。 

現在，如果它們又回到地球上，進入生物體內的生命，它們可能會散發出一

種內在美，而其他人則將其視為外在美，因為人類是向外看的。但這並不是

因為他們的身高、體重、或眼睛的大小，而是因為發散效應。 

LINDA：哦。 

ADAMUS：他們在散發出這種美。 

LINDA：好的。 

ADAMUS：因此，人們會把他們視為美麗。然後取決於觀看的人。他們認為

什麼是美麗的？我的意思是，你認為癩蛤蟆很美嗎？大多數人不會。不是他

們不是，但大多數人不會這麼認為。因此，人們基本上會將它們視為你所稱

的社會認可的人類美感。 



 

 

LINDA：好的。 

ADAMUS：儘管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嘗試創造它，但這就是人們的看法。 

LINDA：好的。 

ADAMUS：有時，甚至 Shaumbra 也會生氣因為他們的偏見，政治上或靈

性。 

LINDA：你在感嘆什麼嗎？ 

ADAMUS：是的，我是。上個月我的感覺被傷害了（Linda 咯咯笑）。實際

上，我對此大笑，並說： “又來了” ，但是我離題了。 

因此，我告訴 Oooopps：“是的，是的，我們將要討論有關能量。”她

說，“我跟我一起工作的團隊有一些問題”。她說：“我很難和他們在一

起，因為他們幾乎要求我們做像水晶療法和開放連接口之類的事情，每次我

試圖讓他們進入內在時，就像 – 哎呀！– 他們又回到了外在，回到了另一位

大師，回到了一個古老的……” – 古代文獻。你知道，古代文獻是沒有答案

的。   

LINDA：對。 

ADAMUS：我的意思是，它們是古老的文獻，因此它們是…… 

LINDA：是有原因的。 

ADAMUS：…在某些方面是非常驚人。但是他們當時並不是有答案，然後突

然遺失了。不是像那樣。它們是很酷的古代文獻，有時它們可以用某種方式

來表達人們今天不常說的東西，但它們仍然是古代文字。 



 

 

因此，Oooopps 說：“你知道，我一直在努力讓我的團體進入內在，但是

他們一直想到外在。我幾乎放棄了他們。我幾乎就是說，“好，到外在，玩

得開心，當你找不到答案時，你在回到我身邊，然後我們將開始進入內

在。” 然後，我將向他們介紹這個稱為 Shaumbra 的團體，我會告訴他

們，在這個星球上有這個團體他們是向內的，它是一個比較艱難的旅程，但

它是所有答案的所在。我會告訴他們這些美妙的 Shaumbra 和 Adamus 的

指引，然後給他們那些當例子。”   

那時候我感到自己像一個驕傲的父親，因為她在讚美我、Shaumbra 和我們

在一起所作的。 

但是我說：“是的。是的，我們將更多地談論能量。”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做

的。事實上，我們將播放一些音樂。 

LINDA：啊。 

ADAMUS：我們將在 merabh 裏做這一些。 

LINDA：啊。 

ADAMUS：是的。順便說一句，當我們在準備時，順便說一句，她的名字真

的叫 Oooopps。我不知道那是不是…… 

LINDA：就像那個商業廣告一樣， “哎呀！糟糕！就是那個！哎呀！糟糕！

就是那個！” （用唱歌的聲音） 

ADAMUS：我們可以照一個近距離特寫嗎？（Linda 笑了）我不知道那個廣

告。親愛的 Linda，我不看廣告。我所知道的是她這樣拼寫 

“Oooopps” 。她覺得那樣很有趣。當她在靈性大師俱樂部走動時，她會

故意撞到一張椅子或掉一個玻璃杯 － “哎呀，在這裡！” – 然後我們都知



 

 

道她在這裡，因為她會做些像那樣非常有趣的事情。當你在靈性大師俱樂部

掉了一個杯子時，你不必擔心，它會立即清理乾淨。     

LINDA：哦。當然。 

ADAMUS：因此，你可以盡情地如你所要的很多 “哎呀” 。好的，我們開

始了。 

LINDA：用個 merabh 來整合。很好。 

ADAMUS：是的。但不是 “哎呀” 的 merabh。不，這有點不同。 

LINDA：哦，好吧。 

ADAMUS：現在，我要嚴肅起來了。 

（音樂開始） 

LINDA：好的。 

ADAMUS：我確實喜歡講故事。 

LINDA：我們喜歡你的故事。 

ADAMUS：謝謝。你想聽更多的故事嗎？ 

LINDA：當然。 

ADAMUS：不，不。我們有 … 

LINDA：以後。以後。 

ADAMUS：我們將深入這一個 merabh。 



 

 

   

與能量同步 （Ensynch ）Merab 

因此，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今天聚會的真正重點是使所有能量都安定下來，

有一些娛樂，講一些故事，現在我們來談談重要的部分。是的，我們將討論

能量，因為這是當前的重要事項。 

重要的是要了解，如果你要留在地球上作為一位證悟的人，一位證悟大師，

那麼現在這一切都與能量有關，一切都與能量有關。而且，智慧 – 你實際上

正在擁抱的智慧。我對此感到高興。你正在擁抱的智慧。 

你開始發現的潛能 － 這些都是靈魂的東西，智慧、潛能，你開始意識到自

己有很多很多選擇，它會變得很有趣。你意識到自己不是只陷入單一模式，

而且實際上你可以進入自己的潛能，作現在會讓自己心動的選擇。    

但這仍然是能量使你難以捉摸，有點讓你撓頭，想知道 “它在哪裡？該怎麼

辦？” 

你仍然向外尋找它。我知道這非常非常地困難。你經歷了這麼多輩子都在外

面的幻相，突然間你走上了人生的道路，突然間你作了很大的、幾乎是 180 

度的急轉彎，說：“哦，不，實際上，這全都是我的能量。” 沒關係。需要

一點時間讓它沈入內在。 

現在發生的事情，我看到你們當中很多人真正開始做的事情，是一點一點地

與自己的能量保持同步。 

“與你自己的能量同步” 是什麼意思？ 



 

 

這意味著了解 － 即使不是全然的了解，甚至只是一點點的了解 － 它全都是

你的。這全都是你的。你用眼睛、耳朵，身體的感覺所感知到的一切實際上

都是你的。    

我知道眼睛要你相信 － 你想要你的眼睛看到一切都在外面，但這只是眼睛

的觀點。實際上全就在裡面。你閉上眼睛片刻，全都在那裡。     

全都是從內在來的，全都不是從外在來的。 

耳朵也一樣。你只需停止向外聽，然後傾聽內在一會兒即可。全部都在那

裡。 

人類的觀點認為它在外面，它就永遠不會另你滿足，永遠不會是你的。 

但是，我很自豪地說，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你現在已經了解到這一切都在內

在，並且你與自己的能量同步了。這是能量兼容性。這是一個能量流。這是

能量的恩典。就像全都為了你而在那裡一樣。我稱它為“ 能量同步 

（Ensynch ）”，Cauldre，能量同步。 

我喜歡將“ en”放在所有東西（能量智能和能量同步）的前面。你知道，史

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在 iPhone，iPod，iPad，iCars，iGo 就這麼

作。但我用的是 “ en” – Ensynch，Entelligence。是的，en，提醒你，

這就是你的能量。全部都在內在。 

能量同步開始發生，這是你和你的能量的自然和諧。這是一種和諧，覺知到

它只是流動，而且全都在那裡為你服務。 

而且你不必為此而努力。你不欠它任何東西。你甚至不需以某種特定方式來

表現。全都在那裡。全都是你的。 

與你的能量同步。 



 

 

當它開始發生時，一切都會變得更加順暢和輕鬆。然後，你將更願意進入原

本認為過於冒險的體驗。 

你與自己的能量（兼容性，流量）同步，然後你意識到你可以做這些其他的

事情。你可以探索其他的可能性。你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擴展自己

的生活。你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

你不再會有這些 “嘗試新的東西”，然後 “ 哎呀，這是一場災難。” 

現在，你突然了解了，它只是流動，並且你意識到，在任何點上，你甚至都

可以改變當前你所在做的事情。例如你探索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你可以很輕

鬆地改變它們，並且非常地流暢，非常地優美。 

然後你開始意識到，能量根本不是硬性的。它不是結構化的。它不是單數或

有限的。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即使是科學和數學，它們很棒，它們只是一種看待事物

的方式。科學方法有很多的變化，數學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現在，數學家

對此一定很震驚，但是，你看，他們仍然處於一種能量一致性的狀態，“一

定是這種方式。” 

你甚至不必為此努力。我已經看到了，能量同步，能量和諧。 

你不再像以前那樣掙扎。 

你不會感到偶爾的絕望感。 

現在，就是深吸一口氣，去感覺自己的能量為你服務的巨大力量，知道它具

有一個內在的智能。不像人類的思想，而是其中的智能。知道它已經具有智

慧。 

你甚至不必試圖有智慧。一切都在能量流中，在能量同步中。 



 

 

我現在正在 Shaumbra 中看到這種情況。當我坐在靈性大師俱樂部時，我將

月聚會視為 Shaumbra 歷史的下一個快照 － “我們將要談論什麼？” – 我

看到了，昨晚我看到了。“ 他們開始與能量同步 （Ensynch）。” 哇！   

一旦你有一點意識到能量都是你的，而且它是來為你服務的，一旦你只要一

點點開始允許，然後進入體驗，那就很有意義了。 

這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因為這樣你會對此感到更加自在。你會跟自己的能

量有更多的同步，然後它甚至可以以更漂亮的方式回應你。 

然後，你越少擔心，而且有更多的體驗，這會產生與你的能量有更多的同

步、順暢和和諧。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你會感覺更好，並且會更加開放，來嘗試新事物、新經

驗和新的可能性，突然之間，生活會變得很令人滿意。 

生活是非常令人羨慕的，而且你會意識到這僅僅就是與自己的能量同步 。 

然後你開始思考，“哦，我真的與眾不同，我與別人不同，不是好壞，只是

有所不同，因為他們仍在嘗試同步、試圖進入大眾意識的行列。他們仍在努

力由外面拿到能量。他們仍在努力安撫神或自然法則，或者無論是外在的任

何東西來進入同步”，你開始意識到那是多麼徒勞無功、那是多麼令人不滿

足、那是多麼的淒涼和灰暗。 

然後，你的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深吸一口氣，“我是每能量同步 

（Ensynch）。我甚至不必去想到它，因為能量自然是同步的，我不必告訴

它們該怎麼做，因為他們自然是同步的，因為這全都是我的。” 

然後所有這些同步開始發生，而不再是偶然、不尋常或者是意外。它們只是

每天的一部分。同步性。 



 

 

人們會出現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 

或者你遇到交通擁堵的問題，一開始你咒罵它，但隨後意識到，“哦，不！

這是與能量同步（Ensynch）的一部分。我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隨後

你會發現，由於某種原因，你應該遲到一點。也許你避開了交通事故。也許

這只是與另一個人有更好的機會。也許你只是有一刻需要自己一人獨處。這

都沒關係，你是與自己同步。   

沒有任何與此有關的練習。沒有作業或其他任何東西。就只是意識到，你正

在同步，然後它就會繼續發生。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這並不是快要發生的事情，我看到現在它正在發生。 

不是馬面前的胡蘿蔔。我看到它發生在你們很多人身上，然後它會繼續傳播

到所有人，與能量同步 （Ensynch）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從早上起床到晚上上床睡覺，與能量同步變成了你的自然流，然後它甚至進

入了你的夢裏。你只是與自己的能量同步。與自己的能量同步是你所能想像

的最佳舞伴。 

是的，我們談論了很多關於能量。那是因為現在它是如此重要，當你待在地

球上，不要繼續掙扎，不要為它而外求，而是去意識到除了深呼吸和微笑

外，你現在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 

你以為我會說“允許”，對嗎？不是的，只是深吸一口氣，然後微笑。 

而且你知道，當你這樣做時，你可以感覺到那種能量和那種同步。 

而你知道嗎？ 它一直都在那裡。 



 

 

但是，當你外求時，就不會找到它。當你由於行星，恆星，星座的排列方式

或某一天的命理而希望同步時，即使我確實喜歡這是 4-3-2-1 發射日的事

實。 

你意識到這與你，是好或是壞，或你的聰明程度，或多好看的外觀，與這些

都無關。你意識到與能量同步是一直在那裡的，它只是在等著你。 

它等著你在這時刻在這裡到達了。 

它在等待你信任並允許它。如此而已。 

因此，讓我們好好作一個深呼吸。你進入與自己能量同步，你的能量和諧。 

（暫停） 

這全是你的能量。 

一切都在為你服務。 

現在，你深吸一口氣，讓自己與之同步。 

與能量同步。同步。 

（暫停） 

當你與能量同步時，沒有太多的 “哎呀”，也沒有很多你稱之為錯誤的東

西。即使有，他們很快也會自我修復，他們迅速重新調整，然後你意識到：

“實際上這根本不是一個錯誤。裡面沒有“哎呀”。” 這全都是與能量同步

有關。 

有時，你的能量流動（即“同步”）會將你帶到某個地方，使你進入了人腦

可能未曾預料到的事物，因為頭腦仍然有它的局限性，並且對能量沒有真正



 

 

的了解。但是你很快就會意識到沒有錯誤的轉彎，沒有錯誤，沒有負面，沒

有壞的。你只是與自己的能量同步。 

因此，親愛的 Shaumbra，我只要求你允許，然後體驗它。 

體驗一下。這意味著什麼？任何你想要的。 

與能量同步，可能只是聽音樂。 

它可能只是關於你接近自己的方式，你的身份，你現在的想法，你如何看待

自己。那種批判性聲音、糾正性的聲音，那不再需要了。當你處於同步狀態

時，你不需要內在那糾正的聲音。 

你也不需要外界來調整你，使你變得更好或與眾不同。不，你是與能量同

步。 

讓我們深呼吸一下進入今天的美麗和你的能量。每一步，每一步都是與能量

同步。 

每一次呼吸。每一個想法。 

每一個你進入的新經歷，你就開始意識到那是其中一個 “哦，我的天哪”的

時刻。“我只是在跟隨著自己的能量在流動。我與自己的能量同步，甚至不

必為它而努力。” 

在這一天，讓我們來深呼吸。 

你會發現這真的很容易。這真的很容易。 

（音樂結束） 



 

 

因此，當我們要將這段美好的歷史快照 － 也就是月聚會結束時，我要特別

感謝 Kamanawanahugu 和 Jubak，尤其是 Oooopps，今天與我一同在這

裡的靈性大師為我們提供了一點喜劇的調和，也許有些趣味。 

因此，親愛的 Shaumbra，總是很高興與你們每一位在一起。我期待再次與

你們盡快見面。 

無論你一生中有多少的“哎呀”，請記住，所有創造都是美好的。 

我是 Adamus，為你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