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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哦，廢話！哦，廢話！” 正當我們隨著音樂進入，感受這個新系列 － 長

椅藝術系列 － 的能量，。“哦，廢話！”  這只是 Sart 所說的。 

Sart 在這裏， FM 在這裏。在我們到達長椅系列之前，有很多 Shaumbra 離

世了。順便說一句，親愛的 Linda of Eesa，你在公園的長椅上看起來很可

愛。就是可愛。 

Linda：謝謝你。 

ADAMUS：哦，我們有 Timothy、DocCE、Edith 以及許多離世的 

Shaumbra。他們在另一邊。一些真正的靈性大師。有些人就會選擇在另一

世回來繼續你們，Shaumbra，今生正在做的工作。他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全然證悟。事實上，他們選擇不這麼作。他們選擇再次回來，但我今天讓他

們來到這裡是為了我們新系列的開幕式，長椅的藝術。  

https://www.crimsoncircle.com/


 

 

他們對此感到很興奮。我對此也感到很興奮，因為這正是我們應到之處，合

適的人，在這個星球上的合適時間。我們到了，我們做到了，我們到了。火

車在對的時刻駛入車站 － 不是太早，也不是太晚 － 有合適的乘客，你。   

我們已經經歷了這麼多年的討論，談論問題，前世，問題，談論世界，談論

物理、能量和意識，做了很多釋放和很多允許。那是一件很難的事。你知道

有時你釋放了它，它會馬上回到你身邊。但是隨著你不斷地允許釋放，很快

它就會離開。老議題、老問題，停滯不前的能量，它就會離開，而回到能量

的自然狀態。不再停留在它的舊形式、在其困難的、具有挑戰性的形式。不

再糟糕，但現在在這裡，能量準備為你服務。 

現在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史詩時刻來到這裡，在這個 Shaumbra 的美麗時

刻，長椅的藝術時代。花了一段時間來到這裡，但我們在這裡了，現在真正

的，好吧，我甚至不想稱之為工作，但真正有熱情的使命開始了，長椅的藝

術。而且，事實上，他們為我找到了一張漂亮的長椅，還有一位漂亮的女主

人陪伴我。     

LINDA：客氣話。 

ADAMUS：一切都在這裡。這個長椅。我們在 Kona 這個美麗地方的 

Ahmyo 別墅。除了咖啡外，我什麼都有了。 

LINDA：天呀！  

ADAMUS：現在，你可能會看到在台上跟我在一起的這個夏威夷咖啡杯，但

這是 Cauldre 喝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是真菌或什麼的。所以，親愛的

Kerri …… 

LINDA：她已經下班了。 



 

 

ADAMUS：親愛的 Kerri …… 

KERRI：是的，親愛的，我將給你拿咖啡（Adamus 輕笑）。 

ADAMUS：親愛的 Kerri 正在去拿咖啡的路上。我喜歡喝一杯好咖啡。當

然，我們在靈性大師俱樂部裡有咖啡，但沒有什麼能比得上人類咖啡的強

度，有時甚至是苦澀、另人震蕩，還有大量的咖啡因。所以親愛的 Kerri 在

這裡，現在跑去拿咖啡。 

LINDA：是的，她是的。 

ADAMUS：謝謝。 

LINDA：這是相當的一段路。 

ADAMUS：這是相當的一段路。它不是就在隔壁，而且擁有它很重要。 

LINDA：當然。 

ADAMUS：所以，我說我們來到了這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和在非常特別的時間

裹。在到達這里之前已經發生了很多事情。為此努力了好幾輩子，我可以說

現在不再需要任何努力了。你有沒有注意到過，當你在努力做事情的時候，

他們似乎只是在反擊你？努力真的沒有任何好處。努力工作，與它們爭扎並

受苦，這真的是行不通的。這最終只是允許的問題。只是允許。 

可能還有一些殘留物，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仍然幾乎沉迷於解決自己的問

題，但我會以我自己溫柔迷人的方式鼓勵你們不要再這樣做了。如果你在生

活上有問題 － 我不在乎它是什麼，是關係、健康、富裕或任何東西、自我

價值 － 如果有問題，只要超越它，不要專注於它，不要與它爭鬥。它現在

正在離開中。只有當你給予它那種關注，當你陷入與其爭鬥時，它才會留下

來，因為正如我所說的，相當有禮貌地説，如果它仍然存在，那麼一定是有



 

 

你喜歡它的東西。現在是放手的時候了。你會發現，即使是疾病，是的，你

認為深深植根於你身體的東西，一些疾病或病痛，也不要與它爭鬥，不要試

圖溺愛它，別給它注意力。只是意識到這是過去的遺跡。它正在離開。不要

擔心它如何離開，如何進行。 

它正在離開，因為現在你在這裡，嗯，為了有熱情的使命，這正是你這一生

來到這個星球的原因，而它不僅僅是關於證悟。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說，這

是一種附帶好處。它是關於做我們現在將在這個長椅藝術系列中所做的事

情。我們將坐在長椅上，散發光芒。 

它實際上並不是從這裡開始的。我們已經以微妙的方式做了一段時間。我們

已經這樣做了很長一段時間，正如你在他們之前談到的 Metatron 的星船上

的旅程所看的。那時我們與 Metatron 一起作，進入其他次維，那些在其他

次維遊蕩、迷失的沒有肉體的存在，它們陷入了自己的黑暗。但我會説，它

們喜歡。我會一直這樣說 － 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會翻白眼並生氣 － 但即

使你是一個非肉體的存在，你在其他次維，你是一個鬼魂或一個漫無目的地

遊蕩的幽靈在其他次維，這其中有些事情你仍然喜歡，否則你就不會待在那

裡。這對你們中任何一個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問題的人來說都是如此重要的一

點，無論問題是什麼。有些東西仍然以一種奇怪的方式給你那種快樂 － 即

使痛苦也可以是一種快樂 － 它仍然給你一些東西。現在讓我們超越這一

切。這就是我們想要去的地方，在公園的長椅上，這就是你來到這裡的確切

理由。       

在我們開始我們的新系列 “長椅的藝術” 時，讓我們將此好好地深吸一口

氣。  

在我深入之前 － 我們將在每一個月聚會中做長椅體驗。這不是我們需要談

論很多或教你很多關於它的事情，但我想每月一次聚集 Shaumbra  － 當然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dreamwalker-series-journey-on-metatron-s-starboat.html


 

 

你會自己作，但我想聚集 Shaumbra 每月一次 －為你和地球做這件最俱有

慈悲心的事情。我們當然會進行講演和討論，但在我們的每一次聚會中，我

們都會作一段長椅。我們將讓我們的光放射出去，就像在 Metatron 的星船

之旅中所做的那樣。不是去其他次維試圖挽救或拯救這些迷失的存在，而只

是成為那裡的光。並且確實總是有足夠的，即使是少量的，或大量的，但總

是有足夠的實體和足夠多的人對這個光開放。      

他們不會知道它來自哪裡，它也沒有議程。它沒有附帶說明，或者沒有任何

他們必須做的回報，但他們會注意到一些事情。我們將在今年的長椅上觀

察，我們將觀察地球上發生的變化。有時並不總是容易的變化，有時是非常

困難，但我們將觀察長椅和放光的直接結果所產生的變化。 

啊! 謝謝你，親愛的 Kerri。我的咖啡終於來了。 

KERRI：謝謝你，親愛的。 

ADAMUS：你剛好在島上幫忙準備咖啡，這不是很神奇嗎？ 

KERRI：是的！ 

ADAMUS：哦，如果你願意 － 哦，還有巧克力。Cauldre 想要加一點奶

油。 

KERRI：我很高興去拿。 

ADAMUS：謝謝。謝謝你。謝謝你。我有巧克力，但讓我們回到正題，長椅

的藝術。親愛的 Linda，別坐，因為我要你在黑板上寫字。不，準備好在黑

板上寫字。我準備好了。 

LINDA：好的。 



 

 

  

零的本質 

ADAMUS：所以，在我們進入實際的坐長椅之前，我想談談 

Adamamatics，如果你願意把它寫在板上，Linda。它可能相當大。我們不

會在頁面上寫太多其他內容。Adamamatics。什麼是 Adamamatics ? 嗯，

這有點像 Adamanomics。那是我對經濟學的看法（在 ProGnost 中）。這

就是 Adamus 數學，如果你願意在下面寫下它 － Adamus 數學。  

你知道，我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你可能已經認識到了，在這裡我想談一點

數學。不是非常複雜的術語，實際上是非常簡單的術語，但是 – 謝謝，那是 

Adamamatics。Adamamatics，Adamus 數學。在下一頁，Linda，如果

你願意的話。你會在那裡待一會兒，所以請留在原地。但在下一頁，我們今

天將討論零的本質。  

LINDA：英雄的本質？ 

ADAMUS：零的本質。 

LINDA：零的本質。   

ADAMUS：不是 “英雄 (hero)” ，而是 “零(zero)” 。零的本質 － 我的

咖啡來了，咖啡裡有 Cauldre 的奶油，我們準備妥當了。謝謝你，親愛的 

Kerri。謝謝你。  

LINDA：零的本質。 

ADAMUS：零的本質。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prognosttm-2020-update.html


 

 

你們大多數人都熟悉零。你知道，零真的沒有成為數學的一部分太久。我會

說大約不到 500 年。所以，人類一直沒有零，終於有人發現了零。這一切都

與意識有關，這不是很有趣嗎？直到意識準備好，事情才會被發現，即使它

們就在你面前。亞特蘭蒂斯人也一樣，真的沒有看到星星，幾乎沒有真正感

覺到太陽和月亮，他們知道它就在那裡，但星星甚至不在他們的意識中。 

與零相同，與零相同。直到，我想說，實際上大約 800 年前，它才出現在意

識中。然後它只是一個偉大的大理論，它受到了很多爭論。有很多人說，

“沒有零。它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 其他人說，“零實際上真的不是一個

數字”，實際上它真的不是。這不是一個真正的數字，但它是零點。它是起

點。 

感受一下零，Linda 請在 “零” 字的下方畫一個大零。暫時感覺一下零。這

是一個迷人的非數字，但它與數學有關。零。這就是我們將要進行這種長椅

藝術的地方 － 歸零，歸零。 

讓我再解釋一下。Linda，請在板上。 

LINDA：好的。 

ADAMUS：就在她認為她要休息的時候。如果您願意，請在頁面中央繪製，

大約 6 英寸高，一個零。一個不錯的圓形的零。好的。很好。然後，如果你

願意，在右側延伸出一個 “+1，+2，+3” ，從左邊到右邊，就像從零的

東邊開始一樣 － “+1、+2 、+3、+4” － 等等。從零的左側，西側， “-

1、-2、-3、-4” ，依此類推。然後在北面或零的頂部，一個小的插入符號

往上， “^1, ^2, ^3, ^4, ^5, ^6” 向上。 

LINDA：好的。 



 

 

ADAMUS：是的，就像那樣。好的。好的。然後在下面，一個插入符號向

下， “v 1、v 2、v 3、v 4、v 5、v 6。” 這是真正簡單的 Adamus 數學 – 

Adamamatics ……（Adamus 輕笑）。我甚至說不出來。      

那麼，現在，Linda，最重要的是，請在零的中間放一個點。一個點。這就

是零點。那就是你，Linda 在黑板上畫的每一個數字，每一個數字都代表一

種體驗、一個面相或一個現實。 

現在，事實上大多數人，他們有一個非常線性的 “從左到右” 的現實基

礎，數學一般都是以此為基礎的（指向零右邊的數字）。你可以組合這些數

字 － 加、減、除，無論你想做什麼，乘 － 你可以組合它們來創造一種體

驗。你可以把一個 “1” 和一個 “3” 放在一起，你就得到了 “4”。您可

以將 “4” 和 “10” 放在一起，得到 “14”，然後將 “14” 除以 

“7”，無論您想做什麼。但這是現實本質的象徵。   

這也可能是你的前世，也許你會把它放在零的左邊，你的前世都排成一列，

它們就是過去的經歷。然後我讓 Linda 畫了上下延伸的頂部和底部的數字，

因為現實甚至數學不僅僅是線性格式，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現實也無處不

在，如果你真的想在這個例子中準確，就會在這板子的四周放置數字。所

以，Linda，你隨意把數字放在你想要的任何地方，在板子上的任何地方...... 

LINDA：任何次序嗎？ 

ADAMUS：……除了零。任何數字，任何你想要的地方。它前面不需要任何

東西，但不要把它放在零裡面。 

LINDA：好的。 



 

 

ADAMUS：任何你想放的地方。

 

LINDA：好的。 

ADAMUS：所以，基本上這意味著每個數字或數字組合都是一種體驗或現

實。你可以擁有獨立不於被鎖定在現實形式中的體驗。你可以出去體驗一

下，這通常是你在晚上的夢中狀態；你可以出去體驗一下，它不會被鎖定在

現實中，就像我們現在有的這種人類非常線性的現實。 

最終，一切都會回到零，回到中心，奇怪的是，它現在看起來像一個圈點或

意識的象徵符號。你可以出去擁有所有這些經驗，這些數字的組合。正如我

所說，大多數時候，人類，他們停留在這個（從左到右）次維。Linda，如



 

 

果你可以在下劃一條線，並在它的右端放一個箭頭。大多數人都非常線性地

看待生活，他們沿著同一條線性線來輪迴。他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組合這些

數字，同樣，這些數字只是代表經驗，或者它可能是一個面相或一世，但他

們開始組合這些數字，這些數字可能會達到數十億、數万億等等。它們可以

變得非常非常複雜，然後你就有了所有不同的除法或計算數字的方法。這與

在你的生活中你正在挑選能量的說法是一樣的 － 在這板上的例子中，它是

數字 － 你正在挑選能量，將它們結合起來，將它們融合在一起以創造你的

體驗。但在這一切的基礎上，這是零，它實際上不是一個數字。它只是一個

起點。    

人類通常不會做的事情，請原諒，我不得不走路繞過 Belle，因為她在我們

的地方非常非常舒適並且感覺非常安全（Linda 輕笑）。但是人類不做的是

在這些其他現實中體驗。他們停留在這個水平上，很舒服，它是安全的，他

們已經習慣了物理現實。但你可能會上下波動。你可能 － 嗯，這可能是你

現在正在經歷的前世，如果你選擇這樣做，但通常不會。你專注於此。你可

能只出去到各處，擁有獨立於特定現實的體驗。而這一切的重點是最終你總

是回到零。 

零並不是真正的零。它只是一個起點。零不是一個你與其他數字組合的數

字。零不是一個用來除其他數字的數字。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預留位

置。它是經驗的起點。 

我今天在這個月聚會上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以及它的重要性，就是我們正在

做的事情。我們要回到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從頭開始，因為您已經獲得

了所有這些在板子上顯示的其他體驗。您已經獲得了所有這些其他體驗，但

現在我們回到零了。 



 

 

零本身並不充滿任何數字，但零現在擁有巨大的智慧。零，現在回到那裡作

為起點，您現在意識到您不必有新的體驗。你不必回到線性人類，“+1、

+2、+3、+4”。你可以選擇任何你想要的，你可以隨心所欲地體驗它。如

果你願意，你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次維下作。 

  

回到零點 

譲我們再次感受一下零。不是一個數字。你不會把它和其他的結合起來，但

它總是那個起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零點。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位置。 

你這一生經歷過所有這些經歷。你已經在許多、許多、許多世中運行了這種

線性的全部範圍體驗，現在我們又回到了零點。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你已經深入到自己的內心深處。你已經探索了真正的你是誰的核

心。你在這一生中非常非常地深入，除了有很多經驗之外，但你已經非常地

深入內在，而且你又回到了這一點，零點。 

當我們回到這裡時，你仍然帶著一些舊傷和舊問題的痕跡。那些會消失。正

如我之前所說，請不要在它們上面作功課，不要強迫它們，不要使用技巧，

不要試圖用咒語將它們從你的生活中抹去。不要嘗試使用治療師。這些將就

是消失，即使是最卡住的問題。 

一些 Shaumbra 仍然存在豐裕的問題。這些就會消失。當您進入並開始嘗試

了解問題時，您與他們搏鬥或擊敗他們，他們只會堅持下去。他們會留下

來。但是，如果你只是深吸一口氣，然後你意識到所有這些事情現在都會消

失。你又回到了零點。你正在回到你自己的意識，在旅途進入這個宇宙之

後，在這個數字的宇宙中，這些實際上只是經驗，你又回到了零點。那是公

園長椅，那是公園長椅。這是我們回到的零點。 



 

 

現在你來這裡是為了做你來這裡做的真正的事情。再次提醒，重要的是，不

要參與問題。而且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有點生氣，我不知道為什麼，也許

你們想要參與廠它們，你想受苦，你無法相信會這麼容易，它是這麼容易

的。當您遇到身體問題時，換句話說，您正在嘗試解決或沉迷於它，或者您

正在嘗試找出一些新的替代療法或其他方法，您立刻又投入其中，並且它不

會消失，因為這個問題 － 只要把它想像成這些數字之一 －，說：“哦，你

仍然希望我在旁邊，因為你在參予我。所以，我要持續下去。” 如果你意識

到你正在回到零點 － 它是你，它是意識，最終會對能量下指令的意識；如

果你意識到你有過無數的經歷，但現在你回到家了，現在就只是要坐在公園

的長椅上，將你的光放亮。回到零點。     

一路上，一些 Shaumbra 退出了。由於各種原因，相當多的 Shaumbra 退

出了。也許我冒犯了他們。我無法想像，但也許我是這麼作了。也許我甚至

試圖擺脫他們，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問題根深蒂固。他們非常固執地堅持著自

己的問題並指責別人，他們在攻擊他們的假想敵，他們正在與不存在的鬼魂

戰鬥，他們沉迷於自己的挑戰，他們緊緊抓住他們，無論是家庭狀況、關係

還是他們的自我價值，無論那是什麼。他們真的沒有準備好來到這裡。對他

們來說，最好不要，因為這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 

你們中的很多人都堅持了下來，你到了這一點上了，現在我們回到了零點。 

深呼吸，如果你還有任何議題 － 自我價值議題或任何懸而未決的疑慮 － 作

個深呼吸，不要參與，讓它們離開吧。它們準備好要離開了，真的，它們準

備好要離開了，不要參與。Cauldre 問我，“好吧，這是在偉大的戰鬥面

前，成為一個天真的人嗎？” “這是不是很蠢，”我想這就是他想問的。基

本上忽略這些問題，是否是天真？一點也不。能量動力就是如此簡單。如果

你參予一個議題 － 你知道那是什麼樣子的；比方說，這是一件豐裕的事

情，而你已經為此參與了多少，幾世，或者幾十年 － 如果你參與其中，它



 

 

就會繼續存在。如果你意識到你回到了零點，你回到了自己的意識，回到了

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能量中，這些東西就會消失，而你不必專注於它

們，也不必在它們身上撒上仙塵，不必有任何水晶療癒或治療，任何這些。

然後你會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早點這樣做，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告訴你，但我

們會稍後再談。    

但現在，作個深呼吸，允許自己回到零點。是的，所有這些數字代表了你的

所有經歷和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但你回到了零點。這不是一個數字。換句話

說，這不是一種體驗。這就是你。 

感受一下。 

你花了一段時間才回到這裡。你必須經歷無數的這些數字，所有的經歷和你

經歷過的所有事情。每一個數字都可能是你過去的一個身份，一個前世，或

者今生的各種身份。你擁有所有這些角色，所有那些面相，但不知何故，你

回到了零點。這不是另一種體驗。這不是另一個角色或面相。這就是你。你

深入其中，儘管有這麼多的分心，你還是找到了自己的路，現在你在這裡

了。 

正如我所提到的，一些 Shaumbra 沿途退出了。他們對原因和戰鬥太感興趣

了，你們都看到了，尤其是在這個冠狀病毒時代。它是個戰鬥、爭論、陰

謀、正義和其他一切的好時機。沒有一個真的很重要。不管怎樣，這對你來

說都不重要。這不再是你的戰鬥了。 

如此多的人堅持著要進行這些戰鬥，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它們 没有一席之

地。他們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改變主意，但現在是這個團體，你，這個世

界各地這群非常投入的 Shaumbra。所以現在，作個深呼吸，放鬆在你自己

的公園長椅上，無論你是否坐在長椅上，無論你有沒有長椅，但這是一個比

喻。這是零點的比喻，回到自己的家中。當然，厭倦戰鬥了，也許還有很多



 

 

故事，很多數字飛來飛去，但現在是回來的時候了，回到自己，為了我們在

這裡的真正原因。 

你是一個零。嗯。你是零，那是一件好事。無論如何，你的核心，你的中心

點是零。那是一件好事，因為現在它沒有了過去和舊記憶、舊鬼魂和其他一

切的所有覆蓋。你回到了自己身上。它是 “我是，我存在”，現在它是你的

公園長椅。 

你需要一個真正的公園長椅嗎？不，但有一張長椅並不是一個壞主意，只是

作為一個提醒，一個作我們將要做的事情的地方。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但

是，不，您實際上不必擁有一張長椅。您可以將一張椅子稱為公園長椅，也

可以將馬桶稱為公園長椅。這並不重要，但只要記住你現在是零。 

零不是僅是另一個數字。零是你。它是意識。 

（暫停） 

在這個系列中，我們將進行主動坐長椅。我將深入這一點，而且，這並不需

要很多的教學或解釋；我們只是要做它。但是今天我想從基礎的基礎開始。

今天，我想從公園長椅 101 開始。所以，讓我們放一些音樂，讓我們從這裡

開始公園長椅。 

  

長椅的藝術 

現在，想像一下有個房子。你有一個很大的房子，有很多很多房間。 

（音樂開始） 



 

 

多年來，您一直在探索這些房間並對其進行裝修和改造，尤其是在您開始這

段旅程之後。我要離題一下。 

你所在的並不是一個心靈之旅，有時那會很讓人分心，因為，人們認為他們

正在進行心靈之旅，然後他們認為他們必須表現得像心靈的，他們認為他們

必須或不能吃某些東西，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行事，他們必須時時刻刻都在

呤誦，他們必須對每個人都很好，他們不能抽煙、喝酒或任何事情，那不是

屬心靈的，那是一場遊戲，那是板子上的另一個數字，那就是它全部。它是

另一個數字或數字的組合。有趣的是，經常但並非總是如此，但經常當人們 

“變得心靈” 時，他們往往會在自己內心作鬥爭。我的意思是，就像說，你

的精神崇拜不允許你吃糖，現在他們正在爭鬥關於糖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好

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但糖是壞的，現在他們正在戰鬥。所以，這真的不是

心靈上的。 

我們所做的不是心靈上的。我們所做的就是關於意識。不管你吃什麼、喝什

麼，或者你的語言有多粗俗，或者任何那些，它不是關於那個。它不是要嘗

試修復自己或處理粗糙的稜角。你們所有人，天生就是海盜。呵！所以，

不，這不是一種心靈體驗。也許是形而上學，但它實際上是關於意識的。所

以，當你回到零點時，不要擔心心靈。我們不是。我們不是。 

所以你有這個大房子，你一直在裡面漫遊，在裡面體驗。它是你身體的象

徵，它是你思想的象徵。我猜你可以說地下室和閣樓是潛意識和超意識的象

徵，但這一直是你的地方，你已經花了很長時間試圖把它弄清楚。你如何修

復它？你如何讓它為你使用？很多時候，你不覺得你擁有它，它像屬於別人

的。 

但特別是現在，哦，我們這麼多人在一起的 20 年，或者無論你已經在 

Crimson Circle 多久了，又組成了另一個房間。它不是凡人計劃、設計、而



 

 

且必須進入和建造的。它不是凡人必須出去買木頭和材料，拿錘子和釘子或

跪在地上鋪瓷磚。它不像那樣。 

這是你屋子的另一個房間。我只是簡單地稱之為零房間。它是被它自己建造

的。你一直在做的所有事情，你所有的投入，它只是在自己建造，而它成為

你的房子、你、你的身體、你的思想、你的生活的永久添加物。 

而這個房間與其他房間不同，它沒有堅固的牆壁，它沒有窗戶，因為它不需

要。事實上，它真的不像你房子裡的任何其他房間。 

它只是光，它只是覺知和意識。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個房間一直處於一種

形而上學的建造之下。 

有時你覺知它，有時沒有。有時你想知道你需要做什麼來建造這個房間。但

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把你的手拿開，讓它自己建造。” 這是神性的房

間。 

你允許它被建造。誰在建造它？你可以說是大師，我是，這並不重要，但它

是你的。 

光的房間，神性的房間，它就是那個發光的東西。 

它就是那個放出光芒的東西，在這個神性的房間裡，沒有議程。它永遠不會

告訴你該做什麼。它只是會發光。它永遠不會給你一些快速致富的方法，它

永遠不會試圖治癒你的身體。 

這個房間沒有任何議程。它就是光。但這就是一切。這就是所有的可能性。 

現在，當我們開始這個系列時，我希望你去找到這房間的那扇門。它在那。

它在你的房子裡。你的房子，又是一個隱喻，是你身體和思想的象徵，嗯，

是你今生的象徵。 



 

 

我想要你去找它。在房子周圍走一下。 

有一扇門。 

在那扇門的後面是你的光。 

（暫停） 

當然，這只是對非常非常真實的事物的一個隱喻，但是你們中的許多人會發

現、意識到那扇門一直在那裡。你從來沒有真正問過它是做什麼用的。有時

你只是忘記它了。 

你意識到它一直在那裡，但它有點被忽視了。有點不在意識之內。但是現

在，親愛的朋友們，是時候來打開那扇門了。 

把手放在門的旋鈕或把手上，無論那扇門的設計方式如何，然後深呼吸並打

開那扇門。 

讓這個房間裡的光，讓它湧入房子的其餘部分。 

你甚至不必走進那個房間。如果你願意，歡迎你進入，但現在所發生的是你

打開那扇門，讓那光湧進來。它就是發光。它是你的神性。 

它不會進入房子並試圖改變房子裡的一切，但它會發光，所以你會看到東

西。你會意識到以前從未有過的事情。你會意識到你自己的房子實際上是多

麼神奇，很久以前你是如何忘記它的。 

讓那光，讓它照進你自己的房子。 

這是長椅藝術的第一步。 



 

 

這不是現在就為世界其他地方或其他人做這件事。我們會到達那一點，但在

本節中，它是關於為了你自己坐在長椅，回到你的零點，回到你自己，你的

核心，你的意識，讓那光芒閃耀。 

你先為自己做。你先為你做。 

這是一種就是傾瀉而下的光芒。它湧入你的身體，湧入你的思想，湧入你的

腦海。而且，再説一次，不是試圖改變任何東西，不是試圖讓你不同，而是

閃耀著光芒，讓你看到你真正是誰，你真正是由什麼組成的。你不是由我們

談論的所有那些數字組成的。你是由意識和你組成的。 

現在讓那光從你神性的房間裡出來。 

這就是會溶解掉你所堅持的、你在戰鬥、對抗和堅持的議題的最後痕蹟。 

這就是流入這整個事情的東西，如果你有豐裕的問題，它會流入，它告訴

你，真的沒有什麼來阻止你豐裕。 

它不會為你做事，但它會向你顯示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這只是你

玩的東西，這是板子上的另一個數字，現在你不需要它了。 

現在你不需要它了。 

現在讓那光照進你的每一個部分。 

讓它照進你的身體，它不會試圖改變你的生理，但它會讓你非常清楚，首

先，你一直拖著的舊身體真的不是你的。它會發光，向你展示你的真實的，

我稱之為自由能量體是什麼。讓它照到你生物體的每一個部分。 

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患有疾病或病症或酸痛和疼痛。只要讓它照射進來。 



 

 

讓它照射進來，因為很快 Kuthumi 將與你一起在你真正的光體上工作。讓

光現在就照進來，這樣當他開始和你一起工作時，你就可以輕鬆優雅地帶入

那個完整的光體。 

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思想中有一些惡魔。你思想中的惡魔。那些是艱難

的。惡魔喜歡潛伏在黑暗中，這意味著他們在那裡是因為沒有太多的意識。

他們在黑暗中。他們有點不覺知，非常局限性的。但是當你現在打開那扇通

往神性房間的門時，那光便照進來，惡魔就消失了，他們不能忍受光，他們

需要在黑暗中工作，他們需要在無覺知中工作。 

所以，你會發現你一直在忍受的這些惡魔 － 稱它們為面相，那舊聲音繼續

試圖打敗你 － 他們無法忍受光。是你允許光進來了。他們可能會大喊要你

關上那扇門，或者告訴你讓光進來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他們將不得不離

開。他們只能存在於黑暗中，在缺乏意識中。 

我們和你一起開始坐在長椅上。 

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你知道，當你讓光進來時，如果你站在你的房子外面，

你會突然經由房子所有的窗戶看到這些個亮光。 

你知道你如何在傍晚看到一所房子，太陽已經下山了，但天空中仍然有一點

光，突然房子裡的燈開始亮起來。那是多麼美麗的景象，那金色的光芒剛好

從房子的窗戶裡傾瀉而出。啊，房子裡面看起來好溫馨、好溫暖、好安全。 

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如果你站在你的房子外面看，當你打開你的神性之

門時，光就會湧進來，照亮你房子的每一個部分，照射到院子裡。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讓它變得更複雜，但它就是這麼簡

單，就像說現在是時候讓那光、那意識進入你的每一個部分那麼簡單。 



 

 

然後，站在房子外面，你環顧附近的其他房子，突然你看到它們的燈一個一

個地亮起來，一間一間地，開始照亮整個鄰近街坊。 

多麼美麗的景象。一切都很安靜、祥和，但所有的燈都開始亮起來。 

當你一開始想，“哦，它是鄰居，它是其他人，天快黑了，所以他們打開

燈。” 但是再看看。 

不是其他人，而是其他的 “你”。它是你的前世，因為當你打開你家的那扇

門時，它也為他們打開了一扇門。 

這是你的前世，你的，你稱之為來世，即使你開始意識到沒有過去或未來這

樣的事情。它們只是經驗。他們都是黑板上的數字。而你是零。 

你是零點。你是核心，現在這些燈開始在街頭附近、門廊燈、室內燈和街燈

亮起。 

這個鄰近街坊全是你。都是你的能量。這些是你的前世，因為現在當你允許

你的證悟，當你在這個現實中打開你的神性之門時，它正在照亮所有其他的

現實，它正在照亮所有其他世。因此，他們正在發生變化。你現在就是藉由

打開你的神性之門來改變過去。 

路燈亮起，你幾乎可以聞到空氣中的魔力。 

當你這樣做時，所正在發生的事，就是你的每一個其他體驗 － 面向、過去

世、甚至你的人類頭腦中確實沒有概念的其他現實，板子上的其他數字，往

上、向下、橫向、隨機的，就在那裡的所有數字 － 現在每一個都受你的光

影響。  

它不僅是在這個身體和這個頭腦中這一世的存在。它是你的全部。 



 

 

感受一下。這簡單的動作，簡單的長椅的藝術由你開始，從現在開始，影響

你的一切。 

那光正湧入你的能量中。那光正傾瀉入你所擁有的每一次經歷中，甚至是你

沒有經歷過的經歷中。它正在改變一切。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了這麼長時間，你做的比你想像的還要多。你以為你只是

試著修復或修正這一世、這一個人。一點也不是這樣。 

光正在照亮你的每一個部分。 

深吸一口氣，允許它現在流動。就是允許它吧。 

你不必為此努力，你不必強迫它，就允許那光繼續亮著，在你這一生的這所

房子裡，現在光沿著街道蔓延到整個鄰近街坊。 

光照亮各個地方、角落。每一座房子都代表著你的一生、一次經歷或你的一

部分，無論是在這個次維還是另一個次維，很快所有的房子都被點亮了。 

一切從這裡開始…… 

......在你所處的這個零點。回到零點，回到你自身。 

這一切都始於你為你自己坐長椅。 

我知道想到我們將要為世界其他地方發光，是很棒的一件事，但最重要的是

先在這裏為自己而做。 

啊! 讓那光把你照通透，現在為你自己坐公園長椅。沒有議程。不要說，

“這是我需要的，這是我沒有的，這是我所擔心的。” 都不是這樣。 

只是光、意識和慈悲流過你的每一部分，觸及你身體的每一部分。 



 

 

（暫停） 

進入你記憶的每一個部分。 

（暫停） 

你的每一個角色、每一個個性、每一個人格特質，無論是一生還是一個面

相，或者只是你一天所做的事情。但是現在從你公園長椅上發出的光，從你

的零點，照射到你的每一個部分。不是試圖改變一件事，而就是說，“我就

是我是。我存在。” 

這就是長椅的藝術。 

（暫停） 

這就是為什麼你選擇留在這個星球上，最終將那光從你自己的家、從你自己

的存在中，照射到其他可能感知到也可能感知不到的人們身上。它都沒關

係，但它從你這裡開始。 

大多數相信前世的人 － 大多數人，他們認為前世是刻在混凝土上、寫在石

頭上的，它就是如此。但一點也不是這樣。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在這個非常簡單的長椅體驗中，那光正在照耀著他們

每一個人，他們的生活正在發生變化。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數字不再是從左

到右的線性路徑，使用非常有限的數字來創造體驗。突然間，他們的一切都

改變了。 

突然間，他們不再被困在某條道路上，而是自由了。那也讓你自由了。 

你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我要求，我幾乎是在乞求，請不要想法解決你的問

題。你真的沒有問題。不要參與二元對立。 



 

 

哦，世界上其他地方，他們現在真的很擅長，而且有很多正在發生，但你沒

有必要這樣做。沒有戰鬥。沒有任何原因。你只是、只是地球上的意識和

光。 

不要陷入他們的戲劇。不要陷入你的老問題。不要被捲入那二元性。 

回到這個公園長椅，你的公園長椅。回到零點。 

我知道有時回到過去的戰鬥和過去的爭鬥，幾乎是很誘人的，但不要。回到

零點，就在這裡，你的公園長椅。 

深吸一口氣，與其跟問題作鬥爭、執著、擔心或其他任何事情，深吸一口

氣，並在那光中。就是這樣。 

所有你認為是問題或挑戰的東西，它都會消失。 

不再有戰鬥，不再有苦難。 

讓我們在第一次團體公園長椅體驗中深吸一口氣。這個是為你的。 

你打開那扇光之門、神性之門、意識之門，讓它滲透到你的整個房子裡，然

後進入你的鄰居街坊，然後進入你的每一個部分。那就是零點。 

這就是公園長椅的用途。 

（暫停） 

是的，這很簡單，但你必須經歷很多才能到達這裡。確實是很簡單。 

所以這就是我們來這裡的目的。不是要解決問題，不是執著於問題，不是擔

心政治，不與健康問題或金錢爭鬥。那些現在都沒有了。那些都不需要再擔

心了。 



 

 

我們來這裡是為了長椅的藝術。 

親愛的 Shaumbra，好好地深吸一口氣。好好地深吸一口氣。 

我們會在一個月後回來，我們將繼續做我們的長椅、談話和娛樂，但今天的

這個非常特別。這全都是關於你。 

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在我的公園長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