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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聖日耳曼的 Adamus。 

親愛的 Shaumbra，我就是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啊! 我只是在感覺聚會中來自世界各地的你們。無論你是現在就在線上，還

是在你稱之為未來的某個時候參加，我們實際上都是在當下。您可能會是在

一周、甚至一年、十年後參加這聚會，我們仍全都是在當下。這就是 

æterna 的優點之一，它是永恆（timeless ）’和’ 在時間中（in time），

你可以同時有所有這些。   

我深吸一口氣，感受一下你們每一個人，你們正在經歷什麼，你們在生活中

遇到了什麼。而且，我知道有時這很困難，但我還是在微笑。呵！我在微

笑，不是我不在乎，也不是我無動於衷。我知道它很困難，很有挑戰性，但

我也知道這將是你有史以來最難忘、最容易記住的時光。我知道你做到了，

知道你做到了，知道你允許你的證悟，知道你將在這個星球上待很多很多

年，享受生活。這讓我可以微笑，我可以為此很高興。 

我懇請你們所有人確保試著去享受你們現在所處的時刻。即使在黑暗的日子

裡，即使遇到艱難的事情，即使當你無聊發瘋，即使當你不耐煩時，我也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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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就是盡情地享受。我不希望以後你來找我說，“哦，Adamus，我希望

你說過要享受我正在經歷的事情，”因為它是苦樂參半的，你知道，苦樂參

半有時嚐起來很棒的。 

有時，人們傾向於只關注棘手的事情，並陷入擔憂、懷疑以及其他所有事

情，但是 － 好吧，我稍後再談 － 你不再有陷入這種情況的奢華了。所以你

不妨享受你正在經歷的每一刻。是的，有困難的時刻，必須要處理 － 我之

前在 Cauldre 和 Linda 談話中聽過 — 必須與所謂的客戶服務人員打交道，

必須與政府和國稅局打交道。我知道有時這非常困難和具有挑戰性，但事實

上好好地享受這段時間。真正允許自己，對自己做出承諾，要享受它。   

我強烈建議你們每個人都維持某種類型的日記或日誌。只是快速地給自己的

筆記。它不必是繁瑣的，而只是給自己的一些小筆記，甚至一周幾次，然後

你將會回顧，而微笑。你知道你回顧照片，在拍攝照片的那一刻，你可能心

情不好。你可能看起來有點狀況很糟，或者你是這麼認為，你可能對某事感

到惱火。你可能已經在崩潰邊緣了。但多年後你再回頭看那張照片，它會帶

給你臉上燦爛的笑容。你首先看看你很大的進展。你會看到那一刻的美麗，

即使它充滿了挑戰；你看著那一刻的美麗，它會溫暖你的心。這就像維持一

個旅程，給自己寫一些筆記或畫一些小圖。那也不錯。但是你將會回過頭來

發現這是你一生中最寶貴的 - 也可能是最具挑戰性但也是在所有輩子中最寶

貴的一段時間。     

  

過去世與智慧 

您不僅是承受自己這輩子的包袱。我的意思是當你在此生達到你的證悟時，

它會把所有輩子的角色都帶回家。有時候這些角色很煩人，有時候它們非常



 

 

地生氣，有時候感覺到它們在與你作對，但你現在正在把它們帶回家。所以

你也有那些個包袱。 

你有所有前世的包袱，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角色。你知道的，並不是像他

們的歷史寫完了也全部完成了。不，他們現在正在改變。由於你在這一生選

擇了你的證悟，他們在那一世也正在經歷一次蛻變。所以那些世實際上正在

改變。那些世好像是一艘船朝向一個方向行駛，在那一世就好像在朝著那個

方向航行，而現在在那一世改變了航向。 

一個更好的說法是，那一世是一艘在它的軌道航行的船，它走過了所有的經

歷，並在死亡時最終到達某個點。但是現在有第二艘船，它在走不同的路

線，那個路線是那一世的證悟。而那一世的那個存在是可以感覺到的，它突

然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轉變和變化，它不知道是什麼，它並不真正理解它，但

它突然覺得它是在一條全新的道路上。 

在某種程度上，它實際上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體驗事物。過去的那一世有

它走過的路，但現在它走了多條路線。它同時以幾種不同的方式來體驗事物 

－ 不再只是線性式的，實際上現在是多重的、各種不同的方式 － 而那一世

可以感覺到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那一世知道，它可能認為是天使的影響，

或者上帝或某個外在的東西，但它突然感覺它正在覺醒，就像它正在改變自

己的路線。   

有時，那一世是害怕的，它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著非常奇怪的夢，那一世很

迷茫，在那一世沒有人可以討論。但它也知道現在靈魂層面正在發生一些很

重要的事情，正在改變自己的路線，那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你背負著那個

包袱，但這也是一種美。 

停下來想一想，當你正在經由覺醒進入體現大師，進入證悟，同時你的所有

過去輩子也在他們那輩子的生命道路上改變方向，這是多麼地美好。哦，是



 

 

的，有時你感覺你所經歷的一切都很慢，就像你正在經歷泥濘或其他什麼，

但你有著所有其他的過去世。你感受一下這些，你感覺一下這些過去世所正

在經歷的史詩般的性質，然後你意識到作為所有輩子的指定提升者，你意識

到這一刻的美麗。這不僅是關於你在這一生中爬行、掙扎並試圖達到證悟。

這根本不是重點。重點是所有輩子的整體進化，是關於靈魂層面的轉化，你

的智慧的轉化，現在把智慧帶進來。   

智慧正在流入靈魂，而您現在就可以使用這些智慧。 

它開啟了前所未見的可能性，開啟了你蒙蔽的、前世蒙蔽的可能性，現在它

就像一個燦爛的新太陽，照亮了那片可能性之林，任你選擇。這就是現在正

在發生的事情。這就像你現在的能量，它不是外來的、遙遠的、陌生的東

西，那能量現在正在重新調整為你服務。 

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拜託，拜託，為了我和你到達靈

性大師俱樂部時的故事，享受現在的每一刻。細細品味你所謂的好時光或壞

時光，因為最終，你會意識到這不是壞時光，一點也不壞。它只是有時經歷

了你生活中有些顛簸的變化。而且，如你所知，這一切都來自於我稱之為允

許的美好事物。我知道你已經厭倦了聽到 “允許” 這個詞，但我會一直談

論它，直到你真的允許為止。  

  

允許 

你現在所發生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不是凡夫可以實現證悟。凡夫可以選擇體

驗進入和穿越它的感覺，但凡夫不會實現證悟。一切，包括現在將智慧帶入

你的生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關於允許。允許。你不努力著允許。你只是允



 

 

許它，這是自然的。你所經歷的一切都是自然的。無論如何，你遲早會到達

那裡。 

藉由允許，你真正與你的靈魂連接，你允許已經正在發生的轉變，不是因為

你想了很多有關它的事，也不是因為你作了很多冥想。這只是因為你允許

它。我來示範一下，在最近的一次 Shaumbra 聚會中我所做一件事 — 很高

興 Shaumbra 能回來 — 在最近的一次聚會中做的一件事來幫助你對允許了

解多一點。我要一個道具（Adamus 拿出一把雨傘）。 

就是這麼簡單（Adamus 撐開傘）：不允許，不允許。（然後 Adamus 合

上傘。）允許，允許。 

你不再需要那把傘遮住你的頭了。你不需要保護自己免受自己的傷害。你撐

著那把傘（打開傘）很久很久了，也不知道是在保護自己免於什麼，保護自

己免於你認為在外面、屬於其他事物的能量，甚至保護自己免於自己的靈

魂，保護自己免於人類的意識，保護自己以免被人看到。 

允許是像這樣的（收起傘）。不再需要那把傘了（扔了傘），你只是允許。

啊，是的，你會感到脆弱。易受什麼傷害？易受你自己、你的靈魂、你自己

能量的傷害。你扔掉雨傘，你想，“好吧，現在雨要下在我身上了，看看 

Adamus 為我安排了什麼。會下雨、打雷和閃電。” 那雨真的不是雨，那只

是你的觀點，那場雨實際上是從你靈魂的雲霧中降臨到你身上的智慧。那雨

實際上全都是你的能量，現在它正在下來。但是當它打中你時，它並不是寒

冷和潮濕，它很溫暖，而且就像一條美麗的、擁抱著你、讓你安心的毯子。 

你以為下來的是雨，你會明白，“每一滴都只是我可以選擇在我的生活中體

驗的一種可能性。” 然後你意識到這根本不是雨，這是你的靈魂、你的神性

來到你這個人類 3D 現實中，你的身邊。這是你的智慧、你的能量和你的潛

能。這是大師來了，突然間你意識到，“這不是雨，它實際上是從我自己到



 

 

我身上的光束，實際上是我的過去和我的未來，現在都來到我身邊，現在它

們都聚集在這裡。” 你開始意識到很長時間以來，你以為是下雨，你試圖保

護自己，藏匿你自己。你用面紗保護自己，現在你深吸一口氣，然後把傘扔

掉，然後你允許。如果你允許，觀點就會改變。 

對令人討厭的暴風雲的感知，你現在意識到它是你自己靈魂的溫暖、舒適和

慈悲。你以為的雨滴、寒冷、風帶著它吹過你的身體，現在只是你自己的

光，現在來到這裡與你同在。那是允許。收起那把傘。那是允許，深呼吸，

向自己敞開來。那是允許。 

您不必繪製路線圖，你不必弄清楚邏輯，您不必對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進行

推理，它將會發生，只是讓你來體會它的美。是的，有時會遇到困難，但這

也很美。只是讓你允許和體驗。啊! 能夠做到這一點，能夠有意識的覺知到

你現在正在經歷的事情，這會讓靈魂充滿喜悅。那是深刻的。那是大師。

嗯。   

讓我們感受一下。 

是的，我非常非常熱衷於此。我正在觀看著你，這譲我充滿了熱情。我在觀

看著你過去世是如何轉變的，它們再也不會一樣了。我正在觀看著你稱之為

未來的生活，它實際上不是在未來，觀看著它是如何轉變的。在這一世裏，

現在一切都在你周圍匯聚，有時你會忽略它，你是視若無睹，你在懷疑你自

己，你在想你應該做些什麼，你對自己很苛刻，你想知道你的熱情在哪裡，

為什麼事情不順利，因為當這一切都在你周圍發生時，你並不在這個神聖體

驗的美麗時刻中。 

不要編造你要在靈性大師俱樂部講述的故事說，“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太

迷惘了，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它發生了，然後我證悟了。” 



 

 

讓你的故事成為，“我覺知到我的證悟、我的掌握，覺知到作為一位留在地

球上的體現大師的每一刻。我完全意識到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潛力和智

慧。”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我變得非常熱情。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我的觀眾面前，這樣我就可以面對你

了。我的意思是，現在我可以好像在你的面前（靠近相機），但我想在你的

身體的前面。啊! 很好。 

所以，你好，親愛的 Linda of  Eesa。 

LINDA：嗯，你好，先生？ 

ADAMUS：你過得怎麼樣？ 

LINDA：很好。 

ADAMUS：哦！！（Linda 咯咯笑）嘎，天啊！誒，你說什麼？！ 

LINDA：太好了。不能更好。 

ADAMUS：很好。好吧，你不必吹牛。不過 “很好”。我不喜歡那個 “很

好”，我喜歡 “很棒”。為什麼不呢？你能那樣說嗎？ 

LINDA：很棒！ 

ADAMUS：謝謝。是的。你看著我就像，“什麼？我只會很棒，不會少一丁

點。” 謝謝你的很棒。 

  

Ensync – 流動物理 



 

 

 

在我們繼續今天的討論之前，讓我們先談談在上次月聚會中所做的事情。我

們談到了與自己同步 – ensync – 與自己同步。那意味著與你的能量同步。到

達了一個點上，能量不再是在外在的，全都在這裡（指向胸部）。一開始會

感覺很陌生。然後你意識到，“不，該死，這是我的，我會允許它，我將要

放下那把傘，然後” — 親愛的 Linda 你知道我們需要什麼嗎？    

LINDA：什麼呢，先生？ 

ADAMUS：我們需要 Shaumbra 雨傘，像那樣但是赤紅色的。 

LINDA：當然。還有什麼？ 

ADAMUS：鮮豔的赤紅色，還有“Shaumbra”，也許上面寫著這個字，所

以 Shaumbra 可以在家練習…… 

LINDA：好的。 

ADAMUS：……帶著他們的雨傘。 

LINDA：當然。 

ADAMUS：是的。好的。 

LINDA：是的。 

ADAMUS：我知道你對此很興奮。 

LINDA：是的，我正在寫下來。 

ADAMUS：很好。你沒有寫 - 你假裝你寫了。你沒有真的寫下來。

Shaumbra 雨傘，真是個好主意。真希望我早點想到它。所以 … 



 

 

LINDA：我們將如何分發這些？ 

ADAMUS：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問題。你知道的，找到一種方法。允

許（Adamus 輕笑）。我不知道。哦！我不應該那樣說。 

所以在我被抓到説 “我不知道” 之前，讓我們繼續。Shaumbra 傘。那個 

“我不知道” 的帽子在哪裡？我猜，它在科羅拉多州，讓我們繼續。 

LINDA：我沒有說 “我不知道”。 

ADAMUS：不，我說了 “我不知道。” 

LINDA：哦。 

ADAMUS：而且你沒有抓住我。但是這裡的工作人員抓到了。他們都好像在

喘氣，其中兩個人居然暈倒了，喘著粗氣。 

LINDA：我試著對你寬容。 

ADAMUS：（笑）你試著寬容。它很困難嗎？ 

LINDA：有一些時候。 

ADAMUS：真的嗎？ 

LINDA：偶爾。你已經好多了。 

ADAMUS：你說的是 Cauldre 還是 Adamus？ 

LINDA：哦，我需要區分嗎？ 

ADAMUS：也許兩者都是（Linda 咯咯笑）。也許 ‘和‘（他們輕笑）。   



 

 

好吧，讓我們繼續，與你自己的能量同步。這是關於與之和諧。這是關於讓

你的能量為你服務。 

到現在為止，人們常常覺得它有起伏、有些疏離，也許不是你真正的一部

分。一旦你回到你自己能量的流動物理中，一切都會變得平順。流動物理

學。 

你的能量有一種自然的節奏或流動，這一切都是你的。我的意思是，它不是

特定的節拍或聲音，但它是一種感覺。你知道那些就是你順著流動的日子，

一切都在順利進行中，您甚至不必為此而作任何努力。我的意思是它就是發

生了。就像有人在你面前鋪了一條紅地毯，一切都很順利。你偶爾會有那樣

的日子。但也有一些日子，糟糕的日子，什麼都不顺利。一切都不同步。你

越努力，結果就越糟。這就是一個問題、一場災難接一場的災難。你就是等

不及那一天的結束。 

你現在正在經歷的，有一部分是這種轉變，一種從與外面能量的舊關係，轉

到現在就是你的能量，有時感覺它失去了共鳴，有時它顛簸而且斷斷續續。

那些很快就會消失，它開始成為你能量中的這種新的流動物理學，它就是在

流動著。你可能在早上起床時覺得自己可能做了一些瘋狂的夢，這是可以預

期的，而你只是感覺不舒服。然後你深吸一口氣，感覺回到了流動物理學

中。有一股流向你的能量。你的能量有一種恩典，它在為你服務。你深吸一

口氣，然後就是允許它。你放下傘，你就是允許它。你不用頭腦想。你不必

為此感到壓力。你只是允許。 

你知道，在某種程度上，思考是允許的對立。思考和允許，它們幾乎就像醋

和油，它們不能很好地協同工作。所以你只要允許回到你的流動物理、優

雅，紅地毯就在你面前鋪開。然後最終你到了你非常熟悉流動物理的點上，



 

 

你自己的物理，你真的不必擔心它。它總是在那裡。偶爾如果你偏離了，你

深吸一口氣回到你自己的流動物理中，然後事情就會變得容易地多。 

  

超感知 

正如我在上次聚會中所說的那樣，還有一種對應物 － 超感知。當你放下那

把傘，當你回到你的能量流中時，你會變得更加敏感，在每個不同的層次上

都更加覺知。我們談論能量流及其美妙之處，但部分的挑戰在於你正在發展

的靈敏度，您對一切都變得更加靈敏。例如，最初，您可能會出現以前從未

有過的過敏，因為您現在對空氣中的顆粒，甚至可能對植物和花卉都很靈

敏。但很多時候只是空氣中的污染，而很多時候這就是我所說的對人類過

敏。你對其他人和他們的能量過敏（Linda 咯咯笑）。不，說真的。現在這

對你比對鮮花和雜草之類的東西更容易引起過敏反應。 

LINDA：哇。 

ADAMUS：但是因為你正在感知能量，並且你越來越意識到它們，你的一部

分想要拒絕它們並說，“把它們扔出去。他們不太適合。” 但是，您更深入

流動物理，您就越意識到您真的不必拒絕任何事物。最終，它實際上都是你

的能量，您不必用打噴嚏或弄濕眼睛來拒絕它。會有一個很好的接受程度。 

你對思想越來越靈敏。思緒在空中飄蕩，就像無線電波一樣。你對它們更加

靈敏。當這種敏感性出現時，一開始會更傾向於戲劇化，因為戲劇會比只是

去雜貨店購物更具有動力。所以，你會注意到恐懼，你會注意到其他人的戲

劇性，他們的憤怒、他們的仇恨，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你變得更靈敏，你

會感受到更多這個世界的包袱，因為現在你對大眾意識更靈敏。 



 

 

但後來你意識到，“現在，這真的不是我的，我覺知到那不是我。我覺知外

面那不是我的能量，但它們不必影響我。他們不必改變我能量的自然流動，

我可以覺知到，但它不必打擾到我。” 

然後，在某個時刻，你會覺知到一切，那是一件非常可愛的事情。當然，你

自己的能量，然後是其他人的能量，他們的能量，他們的靈魂，你不再擔心

它會以某種方式完全擾亂你或扭曲你。然後它就有點有趣。你可以非常開放

地而不是評判地，去感受人們的能量。只是通過觀察，你可以感受到其他能

量，你會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他們真的是什麼樣子，不僅僅是他們說的話或他

們的臉，而且你會變得非常敏銳。這就是它變得有趣的地方，如此覺知並且

意識到它真的不在你的能量中，但你對它很靈敏，超級靈敏。 

你對你所謂的其他次維變得超級靈敏。其他次維全在四周。他們不在其他地

方，但你會察覺到鬼魂和幽靈。但你永遠不會擔心他們。他們不能對你做什

麼，除了他們能騙你來懷疑自己，他們不能吞噬你，他們不能咬掉你的腿，

他們不能帶你進入某種惡魔般的地獄。你覺知到，“哇，現在有很多沒轉世

的存在在地球周圍漫遊。” 還有很多能量 —例如你走進一棟老房子，可能

50 年前、200 年前住在那裡的人的能量都還在那裡。  

開始變得超級敏感有點令人興奮，覺得有趣。你只需要記住你可以隨時把它

關掉。你可以把它放在一邊，然後回到你自己，甜蜜的你。  

  

 和能量同步 （Ensync）和 超級靈敏（Supersensitive ）– 允許一切 

在進入今天的討論之前，讓我們深吸一口氣。讓我們放一些音樂，感受一下

與自己的能量同步並變得超級靈敏。 

（音樂開始） 



 

 

我提出這些事情是因為我知道這就是你現在所處的位置，或者至少你很快就

會到那裡。我知道你的能量有點不平順。 

在長時間不知道能量是什麼之後，您正在做出重大改變。那就是天使們在來

到地球之前試圖找出的，“能量是什麼？” 經過極長時間的追尋，“這叫能

量的東西是什麼？” 

在此生中，您現在正在改變這種動態。我的意思是，這是偉大的一世。   

所以，是的，它有時會有點不平順，因為你真的在翻轉，用你的能量倒轉整

個事情。 

你對它的定位，你對它的理解，你自己的能量流動物理，你現在正在改變這

一切。 

這是偉大劃時代性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拜託，請享受每一天的體驗。別

再抱怨了。 

享受你正在經歷的事情，因為它真的很重要 — 與能量建立一種新的關係 — 

很快地你將會有意識地真正理解如何讓它為你服務。 

不是藉由思想。這不是通過一些關於它的很好的積極肯定。你會真正了解能

量如何為你的慾望和熱情服務。   

不是為了小事。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小事上，而要用在你真正的嚮往和真正的

熱情上。其他一切都會落實到位。 

那些浪費能量和時間只是試圖要獲得能量來讓他們多賺幾塊錢的人真是可

恥。那真是一種真正的浪費，因為那些東西都會自然發生的。 



 

 

正如我在我們最近所做的許多事情之一中所說的那樣，凡夫想要一枚硬幣，

而大師則允許一個寶藏。凡夫浪費他們的能量只是擔心多個美元或歐元、比

索或日元。真是浪費了很好的能量和時間。如此地有限。 

大師只是允許整個寶藏，允許整個事情。不用擔心小東西，因為那是流動物

理一的一部分。它就在那裡。它一定要是。 

上師允許整個寶藏和全部寶藏 — 當然，它是物質的東西，它是物質上的豐

裕，它是健康，它也是智慧和喜悅。大師允許全部，全部的寶物。不是只限

制性的。  

所以，你現在處於這個巨大變化的時刻，翻動、翻轉、重做、環形交叉路

口，無論你想怎麼稱呼它。現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你就在其中。 

而且你變得非常靈敏。它們前後發生，但有時看起來它們是相互對抗的，實

際上並非如此。它們不是相互對抗的。你只是變得更加靈敏，更加覺知，因

為你真的正在與自己的能量同步。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感受一下在生活中你進展如何，你正在經歷的史詩

般的本質。 

好的，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我們在這裡有事要談論。 

（音樂結束） 

好的。 

  

講故事的時間 



 

 

我想念我的 Shaumbra，我想念你，我想念聚會的觀眾，我甚至提議他們把

硬紙板用你的形狀剪下來放在聚會中，這樣就感覺房間更滿了，我想念我和

你們的互動，我想念哄騙，我想念挑釁，我懷念幽默。哦，我非常想念幽

默。當你不在場時，很難做到幽默，因為幽默通常是以你為代價的。那我怎

麼做幽默呢？以我為代價？我不這麼認為，沒那麼想作。 

我喜歡這種能量，你知道，當有 50、60 人坐在工作室裡聚會時，這就像一

塊磁鐵，吸引了所有其他在家坐在電腦前的人。當我們聚會時，就像你成為

他們的錨，然後他們聚集在一起，現在已經多久沒有觀眾了？已經一年或更

長時間沒有觀眾了。最近的工作坊，是的，我對 Shaumbra 有著很多累積起

來的熱情和渴望，我想我在過去的幾個小聚會中做得有點太過火了。我想我

可能對他們有點太強烈了？ 

LINDA：也許吧。 

ADAMUS：也許吧。是的。但這正是要回到與 Shaumbra 在一起的深深渴

望。這裡我們再次沒有觀眾。該怎麼辦？該怎麼辦？所以 … 

LINDA：來吧，找我的麻煩吧（Adamus 笑）。 

ADAMUS：Linda, 我不想做得太過分。我不想給你造成永久性的傷害。所

以，不，我不想做得太過分。所以，我想做的是我創造了一個戲劇性的裝

置。  

LINDA：嗯嗯。 

ADAMUS：順便說一下，你們每個人都有很多隨時可以使用的戲劇設備。您

只需將它們從後面口袋裏拉出來，並偶爾使用一次。戲劇性的設備很棒，它

們實際上對能量流動很有幫助，因為你會離開頭腦。現在你只是在表演。所

以，是的，所以我有一個小戲劇性設備。我要講一個故事。 



 

 

LINDA：好的。 

ADAMUS: 這將是一個大師的故事。 

LINDA：當然。 

ADAMUS：你熟悉的 － “大師和……” － 在這種情況下是，“大師和提問

的學生”。你可以扮演所有聚集在周圍，聽大師講話的學生的角色嗎？ 

LINDA：（熱情地）哦！我喜歡。我有當一名優秀學生的良好歷史。 

ADAMUS：很好，很好。所以你要代表他們所有人。 

LINDA：當然。 

ADAMUS：我要扮演大師的角色。 

LINDA：令人震驚。 

ADAMUS：這對我來說很容易做到，我真的不需要特別作什麼。 

LINDA：好的。 

ADAMUS：我將扮演大師的角色，我們將用回答問題來講述這個故事，你提

問…… 

LINDA：好的。 

ADAMUS：......從學生那裡作為一種帶回觀眾的方式。 

LINDA：哦，好的。 

ADAMUS：好的。所以，在我們開始之前，讓我們一起深呼吸。 



 

 

LINDA：（深吸一口氣）是的。好的。 

ADAMUS：一位大師的故事。再說一次，我在扮演大師的角色。Linda 扮演

很多個學生的角色。 

LINDA：好的。 

  

“大師與提問的學生” 

ADAMUS：在這個美麗的夏日午後，大師在大橡樹下拉了一把椅子。大約有

20 名學生聚集在那裡。這不是一堂正式的課。這只是他們偶爾的一次休閒聚

會，大師和一些學生。學生們真的很期待，因為這是在教室外面。會比較輕

鬆一點，不是那麼激烈。 

一些學生開玩笑地稱其為禪宗/非禪宗聚會，因為他們經常陷入類似禪宗的大

問題，然後意識到是時候 “去禪宗了”。 

於是，大師在他的椅子上坐下，喝了口他的咖啡。這其實不是咖啡，只是讓

你知道，我有點失望。 

LINDA：不是我的錯！ 

ADAMUS：我還是很失望。大師喝了一口他的咖啡。 

LINDA：我們應該幫你拿咖啡嗎？你知道，我們可以做的。 

ADAMUS：不，我很好。別擔心…… 

LINDA：你聽起來不太好。 

ADAMUS：別擔心我。不，不，請。 



 

 

大師坐下，啜了一口他的咖啡，那是一個學生好心給他拿來的，雖然他沒有

要求，但因為學生總是預料到大師的慾望。這可能是一個小提示，但也許不

是。 

LINDA：我正在努力中。 

ADAMUS: 大師和學生們深吸一口氣說：“今天我們要談論的是有史以來最

古老的哲學辯論之一，也是討論中最激烈的，但今天我們要談論的是你在旅

途中所經歷的人際關係。今天我們來談談快樂。 

LINDA：哦。 

ADAMUS：快樂。“我現在問你，”大師說，“我要求你去感受一下快樂，

感受你自己的快樂水平。什麼是快樂？它是可以達到的嗎？它是值得嚮往的

嗎？這僅僅是一場哲學上毫無意義的辯論嗎？你們今天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感受一下快樂。你快樂嗎？快樂重要嗎？” 

（暫停） 

幾分鐘之後，其中一名學生意識到大師的咖啡杯是空的，然後在適當的時間

拿來了一杯新的咖啡（Adamus 輕笑）。端來新的一杯咖啡 － 啊，咖啡來

了（有人端來一杯咖啡）。 

LINDA：哦，魔法！誰知道？ 

ADAMUS：謝謝。 

LINDA：誰知道？ 

ADAMUS：謝謝你預料到我的需求。帶來新的一杯咖啡 － 很好，Linda，

然後大師說，“現在我很想聽聽你們對快樂的疑問 ”。   



 

 

LINDA：是的，是的！“大師，我們應該為快樂而奮鬥嗎？”  

ADAMUS：“我們應該為快樂而奮鬥嗎？” 大師喝了一口咖啡，講述起尼

采曾經說過的話：“人類不應該為快樂而奮鬥。除了一直在努力的英國人之

外，沒有人真正為快樂而奮鬥。” 

我不太確定尼采是什麼意思，但基本上，不，人類實際上並不為快樂而奮

鬥。他們想到快樂，他們想要快樂，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太忙了，根本不把

它放在首位。他們忙於賺錢，照顧孩子，努力解決工作中的問題，諸如此

類。大師說，“不，實際上人類真的不為了快樂而奮鬥，”，大師現在正在

等下一個問題。 

LINDA：“大師，名利會帶來快樂嗎？” 

ADAMUS：嗯。“功名和利祿。名利發生在追求快樂的過程中。例如，人們

試圖獲得更多的錢，認為它會帶來快樂。人們認為名氣，甚至認可，是通往

快樂的道路。但最終，快樂是它自己。它不需要名利。你看，這些只是對快

樂的追求，並不一定會帶來快樂。“ 

“不。不，這不是關於必須插入這些其他東西。快樂自己單獨成立。” 

“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快樂真的不是一個目標，也不是一個目的地，當用

這個詞來形容它時，它幾乎是難以捉摸的。但快樂無時不在，這就是為什麼

我告訴你們所有人，我的學生們，你們在學校的每一天都是如此。有艱難的

日子，也有輕鬆的日子，但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每一天都可以與快樂交織

在一起。這就是你在這裡的原因之一，去了解那個，去了解這不是關於判別

你在哪里或你如何，而是走過經歷，然後感受其中俱有的快樂。” 

大師停頓片刻，讓每個人都可以反思他偉大的智慧之言。但從他的眼角余光

中，他注意到，有幾個學生正在熟睡。嗯。如此成為一位大師。 



 

 

然後他進入下一個問題。 

LINDA：“大師，我可以通過推理得到快樂嗎？” 

ADAMUS：如果大師的眼睛是睜著的，你會看到他的眼球對著這個問題轉動

著（Linda 輕笑）。“我可以通過推理獲得快樂嗎？” 

大師深吸了口氣，來避免他聲音裡可能會發出的惱人的聲音，說道：“暫時

地，是的。暫時性的你可以用思想甚至推論來製造快樂的幻覺。你可以告訴

自己你在銀行裡有錢，你可以告訴自己，你的孩子愛你，你可以告訴自己，

你比很多其他人更成功。你可以告訴自己，你已經超越了你為自己制定的人

生目標，這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我稱之為虛假的快樂，甜蜜的快樂。但是，

不，最終，最終，真正的快樂，生活中真正的快樂不是來自其他事物，而是

來自靈魂，來自靈魂。真正的快樂是知道你在實現你的熱情，你在追隨你的

熱情，知道你終於要允許和接受你自己。那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大師再次閉上眼睛，等待觀眾的下一個提問。 

LINDA：“大師，我來自一個不幸的家庭。那就是我的宿命？” 

ADAMUS：啊，對於許多來自不幸家庭的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大問題。大師

說，“有句老話，那就是 ‘ 快樂的父母，有快樂的孩子。不快樂的父母，

有非常不快樂的家庭。’ 

“從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大約 50% 的快樂是在你的基因中。它是祖先遺傳

基因的延續，它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構成了你那輩子的快樂能力，或者至少是

你對快樂的認識。如果你的父母不快樂，機率是你很可能也會不快樂。你正

在從他們的能量中得到。你此生現在正處於不快樂的循環中。所以一般來

說，是的，你的基因中大約有 50% 攜帶著快樂。 



 

 

“大約 10% 只是來自好運，事情安排的很順利，或者我會說如果你允許的

話，是你的能量為你服務，還有大約 40% 是來自大眾意識、來自你的環

境、來自你的現實和你對現實的觀點。 

“那麼，在回答你的問題時，'如果你的父母不快樂，這就是你的命運嗎？

' 大多數人的可能性是肯定的。但是一旦你停一下，你就會意識到你不再依

賴他們；你可能深愛他們，也可能厭惡他們，這都沒有關係，但你不再依賴

他們，幸福不在你的基因或 DNA 中；不快樂不一定要是業力的結果。 

“在你生活的各個方面，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地快樂。這是俱有的權

利。這是靈魂的方式，你稱之為快樂，或者，就靈魂而言，那是滿足。人是

快樂的，靈魂是滿足的，這是你的權利，一旦你收回那權利，不再讓社會甚

至運氣或你的家庭決定你的快樂水平，那麼你就會意識到快樂一直都在，但

它被你自己的家人窒息而塗成黑色。 

“這就是為什麼意識到你是一個有主權的存在是如此地重要，而不是受制於

家庭、祖先或者血脈。雖然你可能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個靈魂的存在，而非

常愛他們，但已不再適合通過家族而將業力、不快樂和諸如疾病、酗酒和抑

鬱等所有這些事情傳下去。所以現在，”大師對學生們說，“這完全取決於

你們。你接受你自己的快樂嗎？還是繼續靠著家庭因素？” 

他深深地吸一口氣，記起了他自己的家庭，在他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挑

戰性、破壞性和混亂，意識到在他成為大師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他跟隨著一

個不快樂的家庭的腳步。只有當他在最黑暗的絕望時刻說，“不再如此” 的

時候，他才離開那個，而走出去追求自己的自我，最終追求自己的快樂。  

他深吸一口氣，停下來等待下一個問題。 

LINDA：“大師，你是說快樂是一種選擇嗎？” 



 

 

ADAMUS：“快樂是一種觀點。快樂絕對是一種選擇，但它不能經由很多推

論來強制。它不能經由試圖用思考的方式來強制得到。你所要做的是意識到

快樂是靈魂給凡夫的禮物，而且它是你的權利。這一直都是你的權利，現在

問題來了，你會允許嗎？更好的問題是你為什麼不允許？” 

LINDA：嗯。 

ADAMUS：“一般來說，這是因為你仍然依賴於外在事物 － 人和事件 － 你

仍然依賴於你過去的凡夫目標和志向，依賴舊的，來決定你的快樂水平，因

此，這將是難以達成的，這將會幾乎是不可能的。“ 

“一旦你意識到快樂是靈魂送給凡夫的禮物 — 靈魂知道凡夫將走過充滿挑

戰性的經歷，靈魂會說，'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快樂（happiness）的禮物。

' 不是愉悅（pleasure）。那是另一回事。愉悅是一種人為的感覺和情緒。

快樂是靈魂的禮物，當你準備好並覺得自己值得接受它時，它就在那裡。”  

大師作了一個很深的停頓，喝了一點咖啡，等待下一個問題。 

LINDA：“大師，我有快樂的回憶，但總的來說，我並不快樂。快樂就是回

憶嗎？” 

ADAMUS：“對很多人來說，是的。對很多人來說，當他們回到記憶中時，

他們會找到快樂。當他們想起小時候，他們看著某物的照片，即使在拍攝照

片的那一刻，他們可能並不快樂，但現在他們回顧而進入快樂的回憶。確

實，也有不好的回憶，驚悚的、可怕的回憶，但是，是的，快樂的回憶。 

“有快樂的夢想。當您展望未來時，您會夢想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當您意

識到自己已經完成了所有這些艱難的轉變時，您的臉上會露出微笑。你已經

走過了依賴他人。當你意識到能量就在那裡，它就是在為你服務，而且它是



 

 

如此輕鬆、同時如此俱有藝術性和創造性時，你就會微笑。你微笑，但這並

不一定會讓你在那一刻感到快樂。”; 

“事實上，對大多數人來說，快樂是過去式，或者是未來式，而不是現在。

他們不允許在當下就只是快樂。許多人對於快樂感到內疚，因為他們將自己

與他人比較並說，“除非我們都快樂，否則我不能快樂。” 其他人則忙於心

理處理，擔心事情，並在當下懷疑自己，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快樂 － 這種

自然的禮物就在那裡。快樂可以與憂慮等事物共存，快樂可以與糟糕的一天

共存。一切都在那裡。這只是一個觀點的問題，你選擇如何看待它。” 

大師深深吸了一口氣，等待下一個問題，但他的學生們停頓了許久在反思大

師所說的話。他快樂地對自己笑了笑，心想：“今天，我聽起來有點像紀伯

倫。所有這些很棒的問題。” 

他等了一會兒，下一個問題出現了。 

LINDA：“大師，平靜與快樂有什麼區別？ 

ADAMUS：“是的。” 

（暫停） 

然後大師對著自己微笑說到：“是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相同的，因為

它們都沒有衝突。平靜是當你與自己和解時，平靜是當您意識到不再有內在

或外在的戰鬥時，平靜就是當你意識到一切事物都在他們應該的位置，即使

它們看起來並非如此。但一切都是正如它們應該的樣子，這創造了一種平靜

的感覺，然後在平靜中，人們可以記住他們生活中這種自然的禮物 － 快

樂。 



 

 

“當你內心不平靜時，很難去認知那禮物，很難去擁有快樂。但是當所有的

事情都被接受，當不再有爭吵、爭鬥，當龍不再是以前的對抗性的能量，當

龍現在是你的寵物，那麼就更容易感受到那種快樂，那已經在那裡的禮

物。” 

下一個問題突然出現。 

LINDA：“大師！自我價值和快樂之間有什麼關係？” 

ADAMUS：“是的”大師再次說道。“是的。自我價值和快樂密切相關。“ 

“自我價值是你對自己的觀點。你值得嗎？自我價值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

你是通過一面清澈純淨的鏡子看著自己嗎？或者你是通過破裂的鏡子看著自

己？你是否用你認為別人看待你的方式來看待自己？或者你是從你的靈魂的

觀點來看你自己？ 

“這創造了一種自我價值的水平，與快樂略有不同。這不是一個觀點，它是

一種幸福的狀態，一種接受和恩典的狀態，一種意識到你確實有權利快樂的

狀態。 

“自從人類生活在這個星球上，人類一直有著不同程度的不快樂。只要人類

一直在這裡與他人爭鬥並最終與自己爭鬥，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對自己提出很

高的要求，這種快樂，這種幸福狀態就不會存在。 

“人類現在充滿了壓力。他們在生活中忙碌、忙碌、忙碌。他們總是在努力

實現一些目標。他們根據金錢和朋友甚至健康等因素來衡量自己的成功，但

最終這並不能真正帶來快樂。顯然，它不會帶來快樂。很難處於這種存在狀

態。 



 

 

“但是當你意識到自己是有價值的，當你意識到不再需要對任何事情感到內

疚和羞恥 － 你是有價值的 － 那麼要處於這種快樂的狀態就會容易地

多。”   

大師深吸一口氣，聞了聞空氣。一陣微風吹來，他能聞到這群人能量的改

變。你知道，就感知而言，能量是很容易聞的，他能聞到有什麼東西在變

化，有時當有很大的變化發生時，它並不總是令人愉快的氣味。但是當那氣

味通過時，當深層變化時的令人不快的氣味發生時，隨後它就會打開了一種

甜蜜的氣味、一種花蜜的氣味、一種蜂蜜的氣味、一種新鮮出爐的餅乾的氣

味。 

學生們提出了下一個問題。 

LINDA：“大師，我能有挑戰，有冒險，而且快樂嗎？” 

ADAMUS：“當然。你生活中的挑戰和冒險 — 有些是你特定地、有意識地

選擇的，有些是就是發生了 — 這些可能會掩蓋這整個叫做快樂的事情。它

們可以讓快樂看起來很遙遠，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最終，是的，在每一次冒

險和每一次挑戰中，即使你正在經歷困難，當你意識到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時，你就會感到快樂，那就是：是你設置了你人生中所有的挑戰和所有的冒

險。是你想要深入體驗的，無論體驗是吸毒成癮還是攀登喜馬拉雅山脈。你

是設置這一切的人。   

“當你意識到這一點時，即使你面臨非常大的挑戰，即使你處於某種甚至可

能是可怕的冒險中，你也能找到快樂。這可能只是決定最終你要離開你現在

的工作，你要創業，那是很可怕的，那是一次大冒險。但是當你意識到你正

在安排這一切，並且你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讓你真正做出你想做的，這是

一個好機會讓你的能量為你服務，是的，即使在壓力、冒險和挑戰下也會有

快樂。” 



 

 

大師等待下一個問題。 

LINDA：“大師，快樂是一種思想還是一種感覺？” 

ADAMUS：“是的！快樂可以是一種思想。你可以為自己想想快樂的想法，

你們中的許多人都試圖這樣做。你們中的許多人試圖用快樂的想法來安撫自

己，但最終你會意識到它們是透明的，他們幾乎是假的，它們不會持續很長

時間，不幸的是，在做了一段時間快樂的想法之後，您會發現自己摔到谷

底，比以往任何時候對自己都更加失望。並不是說快樂不在於思想中，而是

通常人們會嘗試經由思考而獲得快樂。 

“快樂終究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不在這裡（指著頭），這是一種從這裡開

始的感覺（指著心）。正如我所說，靈魂感到滿足（content），你可以說

是滿足；人們常常感到需要做更多、擁有更多、追求更多、改變更多。人們

總是處於一種想要完美、想要一些不同東西的狀態，並且經常感到無能為

力。所以，人們在當下真的有快樂的感覺那是非常非常罕見的，但這絕對是

可能的。 

“這是來自靈魂（Spirit）的禮物，現在是打開禮物的時候了。不只是在想

著過去的快樂回憶，不只是夢想未來的快樂回憶，而是現在就打開那份禮

物。” 

大師現在已經不耐煩了，因為他想出去兜風。於是他對全班同學說：“我再

回答幾個問題。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LINDA：哦，“如果我有健康和經濟問題，還有可能快樂嗎？” 

ADAMUS：“尤其是健康問題，會讓它變得尤其困難，當然，你們中的任何

一個有經濟問題的人都明白，這會分散人們對快樂的注意力。你所有的注意



 

 

力都集中在你的健康或財富等事情上，然後你又一次忘記了你內在的快樂本

質。 

“這是你的靈魂給你的禮物，知道你會有很多有趣的經歷，然後說，‘這就

是你可以隨時回到的快樂，它總是在那裡，即使在最惡劣的風暴中，這種快

樂也始終在那裡。即使你的身體有疾病，即使你的財務狀況沒有按照你想要

的方式流動，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那個快樂。它總是在那裡。我希望其實一切

都告訴你現在沒有理由快樂，你還是會回到它。不要通過頭腦去尋找它。經

由心來回到它。你回到這個你內在的快樂禮物的地方，它改變了能量的方

向。它把風暴變成了美麗的微風。” 

下一個。 

LINDA：“大師，我有兩隻狗。寵物快樂嗎？”   

ADAMUS：嗯。“如果人們快樂。” 

LINDA：哦。 

ADAMUS：“如果人們快樂，因為，寵物是一種反映，寵物是一面鏡子。寵

物是一種回饋方式，無論是狗、貓還是您的任何其他寵物。快樂的人，快樂

的寵物。寵物會接受你的所有感覺，然後基本上自己來經歷它們。有時寵物

會拿到你的不平衡、你的不快樂並自己吸收它們。有時，寵物甚至會得到一

種您可能會得到的疾病。但最終，寵物快樂嗎？最終，從哲學上講，絕對

是，因為無論您經歷什麼，寵物都會為您服務。謝謝。” 

LINDA：嗯。“大師，快樂和允許有什麼關係？ 

ADAMUS：嗯。“我會說快樂和允許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聯。為了獲得真正

的快樂，重要的是允許。一旦你允許，你就會擁有真正的快樂。所以，我會



 

 

說它們是齊頭並進的。他們就像……”在人類層面上，哪兩件事是相輔相成

的？巧克力和餅乾。“但是，是的，它們確實是一部分相同 － 絕對的允許

和快樂。” 

大師深吸一口氣。他現在開始有些不耐煩了。他有事情要做，有地方要去，

有人要見，有時到了一個點上問題會變得很無趣或者是重複一些同樣的問

題。所以現在大師深吸一口氣，要回答最後一個問題了。 

LINDA：“大師，你快樂嗎？” 

ADAMUS：大師抬起頭，看著剛剛問過這個問題的學生，好像説再問一遍。

他這樣做是為了戲劇性，讓房間裡的每個人都能聽到，他揚了揚眉毛，好像

在說：“重複那個問題。” 

LINDA：“大師，你快樂嗎？” 

ADAMUS：此時，大師站了起來，深吸了一口氣，說：“毫無疑問。毫無疑

問的。” 

說完，他走開了，坐上他的老式 911 保時捷，在夕陽下愉快地開走了，享受

著乘坐他眾多汽車中的一輛出去兜風的機會。他喜歡這車，因為它是冒險、

道路、旅程的象徵，但現在不是開在路上、不是在路上掙扎，而是他有很多

車，很多舊車，他喜歡維修它們，只是為了享受乘坐它們。不必去任何地

方，而只是允許快樂。 

大師和學生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很好的問題，親愛的 Linda。而這一切的

寓意很簡單。 

  

不再懷疑 



 

 

當有人問：“大師，你快樂嗎？你快樂嗎？” 他說：“毫無疑問。毫無疑問

地我是的。” 到時就結束了這最後一個問題，這就是整個故事的寓意。 

懷疑是會讓你遠離快樂。懷疑，懷疑你是誰、懷疑你為什麼在這裡、懷疑地

球現在的去向、懷疑你自己的能力、懷疑你的靈魂，懷疑你的思想，絕對懷

疑你的身體。那些都會帶走在那裡的快樂（指向心）。快樂是與生俱來的。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靈魂層面進入凡夫的。但懷疑會讓你永遠看不到快樂。

你永遠感受不到它，你很少、很少體驗到它。 

大師說：“毫無疑問，我是快樂的”，因為你看，他早就學會了放下懷疑。

當他這樣做時，幸福、快樂的感覺又回到了他身上，他意識到這是他的自然

狀態。 

大師在自己的生活中一路上遇到過很多困難。他是個脾氣暴躁的少年，惹了

很多麻煩，有無數次走了錯誤的道路。他不是像說他是天才什麼的。不，他

和你們很多人一樣。他有他的衝突和挑戰，他有情感和身體上的傷痕來證明

這一點。但是一旦他走上正道，當他到達你現在所處的點上時，他的老師對

他說：“這是關於沒有懷疑，不再有懷疑。” 

大師當時心想：“嗯，這聽起來很好，沒有懷疑，但人類很難能深吸一口

氣，然後就放下所有的疑慮。人類在各個層面都充滿了懷疑。“ 

當凡夫詢問大師：“我該如何克服這些疑慮呢？我該如何處理這個疑慮、那

個疑慮、還有那個疑慮？” 他的大師非常嚴厲地看著他，說：“你已經沒有

奢侈來懷疑了。你不再有那種奢侈了。” 

這給了大師重重一擊 — 不再擁有奢侈 — 起初，他想衝著他的大師尖叫，

“你說奢侈是什麼意思？我一點都不喜歡。” 但他突然明白了，他知道那是

什麼意思。他正在給自己這種奢侈的懷疑。   



 

 

這是他和自己玩的遊戲。這是一個古老的、古老的懷疑遊戲。懷疑不是你打

擊和爭鬥的事情之一，你進入並試圖找到自己內心裏每一個小角落的懷疑。

你只是意識到你不再有那種奢侈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為您服務。懷疑

讓你質疑事物，尤其是質疑你自己。懷疑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你磨利你的劍，

直到你把自己傷得很厲害。懷疑給了你一面鏡子，但它是一面非常破裂的鏡

子。 

你不再有 “懷疑自己” 的奢侈。是時候繼續前進了。 

是時候停止懷疑您是否真的來證悟的。要嘛做，要嘛不做。 

是時候停止懷疑自己是聰明還是愚蠢了。 

是時候停止懷疑自己是否和其他人一樣優秀和有價值了。 

是時候停止懷疑是否這是你證悟的時候了。 

你不再有那種奢侈了。現在的問題是要嘛放下，停止玩懷疑的遊戲，要嘛離

開這條道路，回去其他地方。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在今天這快樂的日子裡。你看，懷疑會摧毀快樂。徹底

摧毀它。你有權利在你的生活中快樂。這根本不是哲學討論。你有快樂的權

利，你需要那種快樂才能作為成為體現大師留在地球上。 

  

快樂的 Merabh 

當我們進入這快樂的 merabh 時，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好好地深呼吸。 



 

 

（音樂開始） 

人們從早上醒來的那一刻起，一整天，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懷疑，直到他們

進入了睡夢中。它是一個一個又一個的懷疑。 

在某種程度上，它會有所幫忙，幫助你更加地了解自己，幫助你更加地了解

你真的是誰。但在某一時刻，它不再適合你，你就是必需要放手。 

不用懷疑。也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你甚至沒有那種奢侈去考慮它。現

在沒有，你在的地方也沒有。 

懷疑會撕裂你。懷疑使您無法了解真實的自己，也無法記住自己為何來到這

裡。 

懷疑會扼殺你的熱情（有人打噴嚏）。祝你健康並祝福你。 

懷疑會讓你筋疲力盡，讓你的身體生病。它會減慢你的思維，它肯定會減慢

你的覺知。 

你無法與懷疑爭鬥。它只會帶來更多的懷疑，然後你懷疑與你的懷疑爭鬥是

否會產生任何結果。你無法與懷疑爭鬥。 

你也不能真正迷住懷疑。換句話說，迷住它，說：“親愛的懷疑，讓我們對

彼此好一點。我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只是很懷疑自己，但實際上我是一

個好人。” 你無法迷住它。 

真的，我不覺得懷疑是你可以跟自己諮詢的東西，你知道，去得到諮詢。事

實上，你坐在諮商師的椅子或沙發上會讓你懷疑自己。我的意思是，你不會

坐在那裡而沒有懷疑，然而它會強化你所有的懷疑。我不認為你可以通過回

過頭來重溫生活中的創傷來消除疑慮。事實上，我相信它實際上會讓你更加

懷疑自己。 



 

 

懷疑是一種遊戲。最終，這是魔鬼的遊戲。 

懷疑非常非常地深入。它進入你的腦海並進入你的內心。它滲入你的人際關

係，滲入一切。它滲透到你的財務生活、你的職業生活中。 

還有懷疑 — 在你的旅途中來到這裏，作為一位體現大師留在這裡，我會直

接告訴你 — 你不再有這 “懷疑自己” 的奢侈了。就是如此。就是這麼簡

單。就這麼簡單。你沒有奢侈來懷疑自己。   

你會嘗試。我知道你會嘗試，哦，下個月將是一個有趣的月份。你會經常生

我的氣，你會試圖對懷疑和快樂作哲學思考，直到它讓我想吐。 

下個月你實際上會玩一場更激烈的懷疑遊戲，因為你不確定 － 好吧，你在

懷疑我在這裡說的話，並且在某個時候，你會意識到， “該死，Adamus 說

得對，我不再有奢侈來懷疑了。” 

懷疑是一種你與自己玩的情緒和心理遊戲。它讓你保持人性，它讓你變得渺

小，它讓你迷失方向。你問，“我可以放棄這遊戲嗎？我真的可以嗎？” 

不要用那種懷疑的方式問那個問題。是的，你可以走過去。不再懷疑了。 

現在，這就是你將要面對的。你總是用懷疑作為自我評估的工具，以避免風

險，並確保事情不會在你身上爆發。當你感受到熱情的偉大時期時，你會懷

疑自己。你懷疑，害怕自己會脫穎而出，害怕會與眾不同，害怕那或許是錯

的。 

你懷疑自己，所以你把自己維持的很渺小，真的很渺小。不再如此。不再如

此了。 

就像我們之前談論過冠冕堂皇的理由（makyo）、心理上的吹牛、心理上的

分散注意力一樣，我們將在下一次聚會中更多地談論懷疑，但是 － 我稍後



 

 

會用一個詞 － 沒有懷疑，沒有懷疑。這裡已經沒有懷疑的位置了。不適合

你，也不適合其他的 Shaumbra。    

你不再需要那個安全網了，你不需要對自己進行雙重確定，你不需要那懷疑

把你陷入的限制，你不需要再仔細檢查你的頭腦或你的想法或你的行為，我

知道當你在思考毫無疑問時，你會遇到這個問題，“什麼會把我固定住？什

麼會讓我保持一致良好？什麼能讓我不發瘋？如果我不懷疑我所做的事情，

如果我去做一些瘋狂的事情呢？” 

不，不。你現在正在做的瘋狂事情，就是懷疑自己，活得渺小，每時每刻都

不快樂。那真太瘋狂了。 

在這一天，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當學生問大師：“大師，你快樂嗎？” 大師簡單地回答：“毫無疑問的。” 

他的說法是，“是的，我很快樂，因為我不懷疑自己。我就是我是。我很快

樂，因為我之前放棄了那場遊戲，現在我可以很快樂。懷疑是一個兇手，懷

疑是一個強姦犯，懷疑是一個小偷。我簡單地告訴它從我的生活中消失。” 

大師現在開著他的古董紅色保時捷 911 在開闊的道路上行駛著。他對自己微

笑著，因為那次聚會的美妙，因為他讓所有學生思考直到下一次聚會。 

他在這條寬闊的道路上行駛，沒有其他車輛，太陽開始下山，他深吸了一口

氣說：“所有的創造都是美好的。我真是太開心了。” 

親愛的 Shaumbra，我不需要觀眾，但是（Adamus 輕笑）我真的很想念你

們所有人。 

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