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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歡迎來到 2021 年 12 月的聚會。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前

所未有的時代，迎接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一切。 

彷彿就在昨天，我們第一次聚在一起。Tobias 離開後，我進來了，好像就在

幾分鐘前 － 無論如何對我來說是這樣。時間是如何流逝的。我們是如何共

同完成這麼多事情的。 

當我們開始這個月聚會時，讓我們做個深呼吸，我們真的正在走過一個臨界

點或者來到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中的另一個分界點。讓我們在這個美麗的聚會

中做個深呼吸。 

他們創造了一個很好的背景，美麗的舞台，有鮮花、樹木和泰迪熊。讓我們

為我們聚會的美麗深吸一口氣。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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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確實是史無前例的時代，首先，對你來說 － 對於 Shaumbra，對於 

Crimson Circle － 史無前例的，因為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從來沒有一群人

來自世界各地經歷過他們的證悟，成為大師，並且留在地球上。     

我最近在一些 Kasama 課程聚會中講述了在靈性大師俱樂部所發生的一個故

事。我會在這裡講個簡短的版本。但有一天晚上我在靈性大師俱樂部獨自安

靜地讀一本書時，我無意中聽到了其他一些靈性大師的談話，聲音大到他們

知道我能聽到，大到刺激我到一個程度。他們在談論你是多麼容易地擁有

它。這位靈性大師 Sebastian 立即指出，“他們在那裡很容易，他們擁有所

有這些科技，他們在線上聚集，世界各地的每個人都可以在線上聚集一起收

聽，他們有電腦，他們可以跳上飛機去夏威夷參加一個工作坊。他們擁有所

有這些便利。當我們進入我們的證悟時，我們沒有所有的這些東西，我們獨

自掙扎，我們必須自己做，我們不知道還有另一團人，我們沒有靈性大師傳

達給我們一些訊息。我們的過程很艱難。” 

他們有點像這樣子繼續著。我終於放下了我的書，坐著聽了一會兒，我的焦

慮和惱怒由此升高。其中另一位靈性大師說：“是的，他們很容易就得到

它，而我們卻是用艱難的方式來做到了，他們現在在這個星球上能夠如此簡

單地得到。” 

好吧，最後我就是用手拍在書上，站起來走到這群人面前說，我説 “你知

道，是的，他們有一些現代的便利設施。他們可以和我一起有個月聚會，讓

來自世界各地的 Shaumbra 可以參加，他們可以記錄他們所謂的雲端課程，

而且他們現在可以很輕鬆地印刷書籍。而且，是的，他們現在有一些現代便

利設施，但為你們所有人都感到羞恥”。 

“為你感到羞恥，因為當你在這個星球上經歷你的證悟時，它並沒有那麼瘋

狂，這個星球並沒有那麼瘋狂。事情進展得慢了很多。現在，僅在美國，每



 

 

天就有成千上萬的專利正在通過。當你在數百或數千年前經歷你的證悟時，

幾乎沒有任何新事物被創造出來，事情都是一樣的。” 我說：“現在那裡快

速而激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忍受它。只是數據量、信息量和事物變化的速

度，我不認為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可以真正地應對。” 

他們仍然有點對此竊笑著，我心想，“好吧，我會在這裏切入正題。” 真正

的重點是，我告訴他們，“你知道，當你經歷你的證悟時，是的，它很困

難，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是如此。但是你和 Shaumbra 之間有一個很大

的不同，那就是你在證悟時離開了。哦，你可能待了幾天、幾個星期或者 

Kuthumi 待了幾年，但你們其餘的人馬上離開了，而這個小團體不會這樣

做，這群人會留在這個星球上。 

“他們不必如此。他們可以簡單地接受並允許他們的證悟並離開，但他們會

留下來，並且他們會停留在那有很多疼痛的身體中。他們留在這裡必需要應

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的大眾意識。當事情真的非常瘋狂時，他們留

在地球上。他們不是走了。他們沒有說，‘好吧，我越過了終點線，我得到

了我的證悟，現在我要離開這裡。他們留下來，他們留下來做一些我們稱之

為亞特蘭蒂斯夢的事情。在地球前所未有地絕對需要它的時候，他們留下來

照亮地球。 

“他們會留下來發光，對他們來說會有一些艱難的日子，他們會有焦慮的日

子，會有很難忍受其他人和大眾意識的日子，但他們會留下來。而且不僅僅

是幾個星期或幾天。他們會在這個星球上停留數年，甚至數十年，而你並沒

有留下來” 。 

我內在感覺很好，我很清楚；我很堅定。我沒有像現在一樣微笑。在他們面

前說清楚讓我感覺很好。房間裡安靜了下來。而這時候，周圍已經聚集了上

千名靈性大師，一個個都沉默著，不知道該怎麼接。然後從房間的後面，很



 

 

後面，你可以聽到一位靈性大師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鼓

掌。很快就有五個人，然後是 100 人，然後是幾千人，很快地，靈性大師俱

樂部的整個大廳都在為你們鼓掌，為你們所在做的事情鼓掌。 

這是一個如此感人的時刻；我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當整個靈性大師俱樂部

意識到你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之時，這是一個如此感人的時刻。而且，當

然，你有一些現代的便利，但它們也是現代的痛苦。我的意思是，社交媒體

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科技和醫學變化的速度 － 它有它的優點，但

也可能有它的缺點。人工智能的整個問題，我將在 ProGnost 中討論到，它

有其優點，但也有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  

是的，確實，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但在另一方面，正如你們每個人都

知道的那樣，它如以往任何時候那麼艱難或者更為艱難。我從和你們一起工

作中知道，Kuthumi 從和你們一起工作中也知道，你們的承諾是留在這裡。

你們不必，正如你們所知，你們中那些已經證悟的人，在你們達到證悟的時

候，你到達那個點 － 你意識到你已經證悟，不再是思考它或抵抗它或嘗試

去做它，你只是意識到你已經證悟了 － 到達一個點上，你也知道你不必留

下來。    

離開也是很誘人的。很誘人，意思是突然間，如果你離開了，你就不用和那

具肉體周旋，您不必與其他人或家人的煩惱和惱怒周旋了。你不必應付這個

就像在上下顛簸、四處旋轉、人們發瘋的世界 － 我的意思是字面上的意思 

－ 因為事情變化的速度太快了。而且它不一定會很快變好。我不是在預測任

何形式的危機或任何形式的災難，但它只是會越來越快地加速，人們將越來

越難以應對。它會首先影響他們的思想，然後最終影響他們的身體，但它會

影響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神志穩定性。而且，當然，他們現在所做的只是讓

他們服用藥物，這實際上只會使頭腦變平。所有的感覺，所有的覺知，一

切，所有的戲劇性和情緒都還在，但現在它們被掩蓋了，被藥物掩蓋了。正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prognost2022-january-22-2022.html


 

 

如現代科學發現的那樣，你可以服用這些抗憂鬱藥 － 哦，你好，親愛的

Linda。   

LINDA：你好。 

ADAMUS：嗯，你今天看起來很可愛。 

LINDA：好的，謝謝你，先生。 

ADAMUS：是的，我能感覺到你在我身後，只是有點像是在暗示我在這裡走

在薄薄的地面上，想知道我是否將會越界。但 Linda 會在我這樣做之前告訴

你我所說的一切純屬娛樂價值。 

LINDA：到目前為止你還好。你沒有越界。 

ADAMUS：是的，是的。 

LINDA：很接近了。 

ADAMUS：是的。 

LINDA：很接近了。 

ADAMUS：官方免責聲明，但讓我們超越它。 

LINDA：不，不，不。不，你沒事。 

ADAMUS：好的，好的。 

LINDA：好的。 

ADAMUS：很好。只要隨時提醒我…… 

LINDA：好的，謝謝你，先生。 



 

 

ADAMUS：……你覺得我越界了，所以我便可以越過它。 

LINDA：哦，好的。 

ADAMUS：是的，很好，很好。 

LINDA：太好了，Adamus。 

ADAMUS：很好。 

LINDA：太好了。很棒。好點子。 

ADAMUS：所以，發生的事情是人們服用了這些藥物，而且會越來越多，不

僅僅是抗抑鬱藥，而且越來越多地使用你現在在這個星球上所擁有的東西 － 

鴉片類藥物 － 任何可以免除疼痛的。因為事情變化地如此之快，那將在全

球範圍內變得越來越普遍。你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時代。從來沒有像這樣。 

對不起，我得喝口咖啡了。當我來到這裡時，我喜歡沉迷於一點地球咖啡

（他喝了一口）。嗯。而且我看到他們實際上正在這裡製作拿鐵咖啡…… 

LINDA：哦…… 

ADAMUS：是的。 

LINDA：……給你的美食。 

ADAMUS：這是美食，而且應該是任何人來這裡參加研討會的一個很好的理

由。 

LINDA：哎呀，是的。 

ADAMUS：感受一下，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時代，從來沒有如此的，沒有

什麼可以相提並論的。你可以回到古代，你可以回到這個星球的原住民，你



 

 

可以回到亞特蘭蒂斯、利莫里亞，回到你所想要的古遠，你不會找到像這樣

的。即使在亞特蘭蒂斯最好的時代也不會。就技術的發展、事物的發展速

度、地球上正在爆發的變化而言，沒有任何像這樣的事情。我使用 “爆發” 

這個詞，意思是在社會系統、金融系統、發明、提煉和製造方面都有如此多

的變化。有些正在發生的爆發，它不是一個負面的詞。它只是意味著它發生

得如此之快，對於普通人來說很難保持平衡。 

這就是為什麼，在靈性大師俱樂部，當他們開始談論 Shaumbra 非常容易地

證悟，而且他們從 Adamus 那裡得到了所有這些指導，就像，不，不，不。

他們不是容易得到的。我在很大程度上知道你現在在這個星球上所正在經歷

的。沒有其他團體正在經歷你進入證悟所經歷的。 

同時，現在真正學會進入你的直覺，你的創造力，而不是依賴於頭腦的舊功

能，這可能是另人害怕的。做到這一點需要對自己的信任度有很大的飛躍，

頭腦試圖阻止說，“不，你必須符合邏輯。” 

你現在有光體的全部問題。光體進來了。光體現在被你允許進來，Kuthumi 

在他的製作光體中非常詳細地介紹了它。我很高興他同意這樣做。但是在整

個新人類物種的時代裡，你們的生物體發生了如此多的變化。儘管光體進入

聽起來很棒，但它可能非常困難。它會影響你的身體。  

與這一切相衝突的是整個新冠病毒問題，我將在稍後討論，然後在我們進行

ProGnost 2022 時會有更多的討論。但是當光體進來時，聽起來很美妙，但

它對你的身體有影響，它會給你的頭腦帶來焦慮。由於所有的變化，

Shaumbra 現在有很多的焦慮。  

所以，我讚賞你們每一個人。我會在靈性大師俱樂部或所有創造中的任何其

他地方為你挺身而出，捍衛你正在做的事情，並幫助其他人了解你現在在這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making-light-body.html


 

 

個星球上所做的事情。我個人感謝你經歷了你所經歷的一切，允許你自己證

悟，允許你自己成為這個星球上的體現大師。 

我感謝你們每一個人。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亞特蘭蒂斯之夢，也許

是你做過的最 －（Adamus 嘆氣）－ 令人滿意、美麗的事情之一。 

所以，讓我們將此作個深呼吸。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新冠，嗯。我弄錯了 － 嘿！－ 和其他所有參與的靈性入大師一

樣，我們沒有一位真正了解新冠病毒的嚴重程度。它應該來得快而激烈而且

相對快地離開。新冠病毒應該在人類真的開始進入新物種時，震撼生物學，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意圖在動搖地球上的金融系統、經濟，導致重新思

考如此多的事情。   

你看到了它的結果 － 人們說他們根本不想再工作了，而且那是他們的權

利；人們說，“我不想一輩子都做中層經理，享受兩週的假期，然後退休然

後死亡。” 正在發生意識上的整體轉變，現在在工作、飯碗、職業方面，比

以往任何時候更多人離開。並不是說他們只想坐在家裡做個懶惰的流浪漢。

他們說，“我還有一些事情要做，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我想在這個星球上

做更多的事情。” 

COVID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動搖系統，是的，我們弄錯了，我將第一個

承認我認為它會快速進入并快速離開。但途中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好

吧，沒那麼好笑，但過程中發生了一些事情。隨著新冠病毒的到來，現在已

經兩年了，我相信…… 



 

 

LINDA：是的。 

ADAMUS：……自從 COVID 首次出現，當它開始進入人群，進入生物體，

人類做了一個有趣的轉折，一個有趣的轉折。他們沒有將那偉大的經歷帶入

新冠病毒，而是說 － 人類、群眾意識，總括來說 － “讓我們做一次徹底的

大掃除。我們不只是為了社會的一些變化，經濟的一些變化而引入它，讓我

們完全把它帶進來。” 換句話說，群眾意識允許它產生了它的變種，現在我

相信你所說的 Delta 變種，然後在那之後你還有另一個。  

LINDA：Omicron。 

ADAMUS：哪一個？ 

LINDA：Omicron。 

ADAMUS：Omicron 變體。現在它正在產生所有變種，並且還會出現其他

變種，因為新冠病毒在此基於人類的允許下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掃除。並且

可能 － 可能 － 甚至因為這個星球上有足夠多的生命發著光說： “讓我們就

做吧。” 

LINDA：哇。 

ADAMUS：有足夠的 － 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經通過龍的 － 生命 － 並且，在

一定意義上，COVID 是真的一個龍 － 但有足夠的已通過龍的 Shaumbra 

說， “你不要做個小龍，你做到極致吧。你不會只做一點清理，一、二年後

回來又再做一點。讓我們現在就做吧。”     

所以也許有了那個光，它有助於影響群眾意識說：“進來吧。讓我們現在就

處理它。讓我們讓它進來並改變系統。” 而且，是的，它造成了很多人的死

亡，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那些是準備要離開的人。我並不是要試圖減少某



 

 

人因新冠病毒之類的事情而死亡時，所發生的悲傷和痛苦，但總的來說，這

些人無論如何都不會待很長的時間。他們會找到另一種方式來離開，對他們

中的許多人來說，這只是重新開始，重新啟動，並說，“我這輩子走錯了道

路” 或者 “此生我只是沒有做任何事情，我要重新啟動，然後回來。” 

你很可能會在大約五到七年內看到某種小型人口激增，基於那些因為新冠病

毒而離開的人，他們現在在另一個世界得到了一點恢復活力的時間，然後又

回來。 但底線是新冠病毒做了，並且正在做，對幾乎所有事情都進行了深入

的大掃除。 

新冠病毒實際上已經深深地融入了群眾意識。它可能是這樣的，它進來了，

產生了影響，然後離開了，但它就像癌症一樣把自己編製了進來。換句話

說，它現在已經成為生活結構的一部分，並且在這樣做時，會影響到一切。

它影響了醫療行業，同樣，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在醫學研究上所作的研究以

及時間、精力和金錢將遠遠超出了只是新冠病毒。對人類基因組的新認識，

對原子粒子如何協同工作的新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認為將在接下來

的 18 個月內會出現一種絕妙的理解，對元素、粒子如何進出現實的真正的

實際理解。不僅僅是來自某個物理學家的理論，而是對於粒子的移動，現在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這個次維中的每一個粒子、每一個物體，在一個非物質次維都有它的相互

或平行的物體或粒子。它就像一個影子或一個幽靈，它們有時會來回走動，

有時這個次維的粒子完全進入另一個次維然後又回來了，或者說影子粒子是

回到了物理現實中。 

關鍵是，隨著對醫學研究的新關注，他們現在將了解粒子的真正運作原理，

進出現實，因此，他們將更好地了解人們所說的其他空間，但真的是其他次

維。 



 

 

因此，新冠病毒的分支 － 我比較喜歡這個詞 － 是它現在正在改變地球。它

正在加速著改變。它在這個星球上引起了很多重新思考，儘管我沒有做出任

何預測，但它會存在一段時間。不要問我它會存在多久。 

LINDA：好的。 

ADAMUS：我不會對此做出任何預測。 

所以，這一切都在發生，而你選擇了留在這裡。你選擇了成為體現大師，這

並不容易。而且，拜託，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在你身上撒了太多的醣粉和仙

女粉，認為進入你的大師會很容易。它會有所不同，在很多方面都很容易，

但在某些方面要困難地多。 

不是從個人的角度，也不是從 “我做錯了什麼？” 的立場，但會更困難而

說，“有些日子我就是不想待在這裡。” 這沒關係，不要試圖抵抗它，因為

有些天當你就是覺得你超負荷的時候，因為你感知你周圍所發生的這一切。

你甚至不需要看報紙，或者 － 人們仍然這樣做嗎？你不必 － 我是從 

Cauldre 那裡得到的 － 哦，現在是看互聯網、YouTube 和這些東西，了解

到這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而且你是在感官層面上感受到的。你在你四周感

覺到它，你仍然習慣於把它當作是你自己的，你做錯了什麼。沒有。你只是

（砰的一聲）感覺到你周圍的一切（Adamus 笑）。   

所以，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因為事情會發生。但是，呃，它一定會發生

的，事情在你周圍發生。 

  

自然保護 



 

 

正如 Cauldre 和 Linda 在他們的開場白中所說，事情會發生，而且它們將會

繼續發生。只要你在地球上的群眾意識中，只要你在大自然中，只要你在其

他人身邊，事情就會發生。他們最近的例子是倒在房子上的樹。但它造成的

損害很小，沒有人身傷害，他們兩人都沒有受傷，Belle 也沒有受傷。 

這棵樹倒下因為它是大自然。樹倒了，樹不會因為你是體現大師而停止倒

塌。但是，當事情發生時，並且就在您身邊發生時，會發生一個自然的保

護，因為您是體現大師。這棵樹可能會倒下，但它並沒有直接倒在房子上並

造成很大的破壞，而是以一種幾乎精確的方式倒下，我的意思是，一種驚人

的方式。而且它以這樣一種方式倒下，讓損壞最小。它創造了很多興奮和戲

劇性，我猜 Cauldre 和 Linda 在一定程度上很享受。 

LINDA：（小聲）什麼？！ 

ADAMUS：它當然引起了他們的注意（Linda 輕笑）。Linda 坐在這兒翻白

眼。她真的很擅長，滾動著眼珠子。 

但是對於你周圍發生的事情，你有一種自然的保護。這並不是說事情不會發

生。他們會的，但你有點 － 我要小心讓 Cauldre 說得正確 － 你周圍有一個

像保護環，但不要把它想像成你過去用你周圍的白光所做的事情，那有點像

一堵牆，一個屏障。現在只是像一種能量場圍繞著你，你的能量場，那是一

種自然的保護。   

這可能就像你在人群中，那裡有人是新冠病毒的帶原者，而你只是有一種天

然的保護。其他人可能會被感染，但您不一定會被感染。或者比方說一場車

禍，有人在路上打滑，有一堆汽車。它就在你面前，但不知何故，這幾乎像

是一個奇蹟，你什麼也沒發生，只是你的汽車擋泥板上一個小凹痕。或者可

能你正在穿過森林，突然來了一場大風暴，閃電和打雷，它可能在你四周，

但你的自然保護會保護你。 



 

 

現在，這不是天使的保護，我們今天在這裡不是出售保險計劃以提供保護。

它是你的自然能量。它有點像是你周圍的能量場，你可能正處於各種戲劇

性、各種瘋狂的事情之中，你受到保護，它是你的。 

我希望你現在就感受一下。 

因為你允許自己在這裡，所以它在那裏。它在那裡是因為你在這個星球上，

然後事情將會發生。並非所有的日子都會陽光明媚。會有混亂和問題，會有

前所未有的事情，比如互聯網崩潰等等，而且你可能就在那裡，但不知何故

它不會影響到你。就好像其他人都在下雨，而你非常清楚 － 你可以聞到和

感覺到空氣中的雨，你可以看到它 － 但出於某種原因，它就是沒有在你身

上下雨。  

這就是未來的生活。並不是突然整個星球都清理了，每個人都是和諧愉快，

互相擁抱。那可能會在某個時候發生，但現在，不是。在這個星球上有太多

的改變正在發生，甚至在這個次維都是太多的變化。如果有的話，它只會帶

來更多的衝突。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現在明白，除了你的自然的 － 它是一種自然的保

護 ，你可能處於瘋狂之中，但你並不瘋狂。但 Shaumbra 仍然繼續做的一

件事就是感受到深深的焦慮 － 焦慮 － 而它是一種幻象的焦慮。Cauldre 最

近（在這裡）寫了一篇關於它的文章，他正在告訴我。一種幻象的焦慮，而

你所做的只是撿起你周圍的事物 － 其他人、整個星球、未來的事物 － 而不

是你自己的。   

  

它不是你的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s://www.crimsoncircle.com/News/Articles/Geoffs-Page/Phantom-Anxiety


 

 

Shaumbra 有承擔事物的習慣。你已經這樣做了很多很多世了。你一直是這

個星球上的能量持有者。在過去世中，你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救贖者。所以，

你已經承擔了這個星球的很多東西，很多的群眾意識。而現在，那個仍然在

你的內在有一定程度的存在，而這會引起焦慮。 

這種焦慮有點像我不時使用的馬毛毯。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對它們不熟悉，

它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舒適和溫暖，但它們非常癢。而對於 Shaumbra，你

仍然有點喜歡，作為一個星球保姆，保持能量，承擔、處理不屬於你的東

西，希望能夠幫助群眾意識。但現在是放下它的時候了。是時候燒掉那條馬

毛毯了，因為你在這個星球上所做的真正工作 － 閃耀你的光 － 沒有它存在

的地方了。不需要它了。而且我知道有時感覺就像你真的在做某事並承擔這

個世界的問題那樣，讓人感到溫暖和舒適，但是當你進入你的光體時，你會

發現它不再那麼有用了。 

你承擔其他人的問題，其他人的能量，這對身體來說是非常非常地困難。你

在承受了很大的不屬於你的額外負擔。你們中的許多人生病了，沒有能量，

疾病，這些都不是你的。你已經承擔了群眾意識問題，部分原因是你非常靈

敏 － 你能感覺到這些，然後你說，“哦，我一定有問題” － 部分原因是你

仍在做社會工作。讓其他人做社會工作。他們想有名。隨著其他人的意識越

來越多，他們想要做你曾經做的事情。  

能量持有者、星球社會工作、心靈社會工作，它不再是你的了。當你的光體

進來時，要容納它並保持或攜帶這些其他的問題，將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它

們一開始就不是你的，我希望你能真正有洞察力地認識到這一點。它們不是

你的，你仍然傾向於認為它們是你的，你認為它們是你的，但它們不再是你

的了。 



 

 

什麼是你的呢？Tobias 說得最好，“你所選擇的就是你的。” 如果你沒有

選擇某些東西 － 像你大腦中的垃圾想法、身體問題 － 如果你沒有選擇它，

那麼它就不是你的。如果你選擇了它，就這樣吧，它是你的。但你有這個權

利，我要說你對我和 Shaumbra 都有義務，現在主要是對你自己 － 來讓這

些事情過去。   

最近在 Kona 舉行的聚會上，我非常高興地點出人們的問題。他們喜歡談論 

－ 不再像過去那樣，但在某種程度上 － 還是談論他們的一些受害者問題，

以及他們如何在生活中的某個方面，你知道，他們什麼也做不了，沒有事情

是對的，它就像，嗯，它不是的，只因為你還在抓住它，你仍然擁有它。如

果它在那裡，那是因為你仍然喜歡它。  

所以，我現在要邀請你們每一個人放下這一切。我們還有其他事要做。我們

要放著光，那是將光照射出去，而不是拉入其他人的烏雲。你在這裡不再是

烏雲的聚集者，看看你是否可以處理它並克服它以及所有其他的廢話。現在

你來這裡是為了發光，這有很大的不同，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只是放著你的

光與聚集著真正不屬於你的烏雲，這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嗯！ 

所以，讓我們繼續。換檔。但在此之前，我想再次強調這種自然保護。當你

這體現大師留在這個星球上時，它會與你同在。這是能量的運作方式。你自

己的能量不會讓你受到傷害，除非你喜歡它，除非你想要傷害。但除此之

外，您可能會置身於所有其他事情之中，就像 Ahmyo 別墅倒下的那棵樹一

樣，這棵樹倒下了，但損壞非常非常地小。而這損壞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點和一兩天的有趣戲劇性。但是在其他人不同的環境下，它可能會摧毀整個

房子的大約一半或三分之一。 

所以，讓我們將此做個深呼吸。 



 

 

  

愛 

下一個主題 － 愛。愛。 

出於很多很好的理由，我很少談論愛，但我將開始更多地談論它。我不談論

它，我不會在我與 Shaumbra 的日常詞彙中使用它，我們不説愛的和諧愉

快，因為對我來說，愛不是大多數人對它的定義，甚至不是他們的體驗。對

我來說，人類的愛被高估了。 

愛被高度操縱，而愛通常是你必須給予他人的東西。有時也許是為自己接

受，但它幾乎被宣傳為給他人的。你不會聽到太多關於接受愛的話題。你聽

說過給予愛。 

即使在聖經和其他一些聖書中，愛也被高度、高度地過度使用。從 60 年代

開始，愛肯定被過度的陳腔爛調使用，但實際上並不止於此。新時代將它變

成了陳腔爛調 “我們都會彼此相愛，我們會和諧喜悦地愛，我們都是一體

的，我們會回到一體彼此相愛的狀態” － 對我來說，這是一場鬧劇。這是

對能量和愛的真正含義的一種巨大誤解。  

對我來說，愛是在地球上第一次被體驗到的東西。人們談論上帝分享他的愛 

－ 現在，你就知道有些不對勁，他們將上帝視為 ‘他’，並且是在 “根據

要求” 或要申訴的基礎上分享這種愛。上帝在這裏和那裏施以一點愛。上帝 

－  不管那是什麼 － 對愛是什麼沒有概念。在人類來到這個星球之前，你的

靈魂，你的 我是 不知道愛是什麼。 

沒有人說，“你要去地球體驗愛”，因為他們對什麼是愛沒有概念。你來到

這個星球是為了代表你的天使家庭來理解意識和能量之間的關係，你不愛，

因為沒有愛。 



 

 

所以現在你來到這個星球，你開始瘋狂地尋找能量和意識的理解，你發現了

什麼？愛。純粹的愛。對另一個的愛。一種如此清晰的聯繫，一種回憶 － 

即使在這個現實中 － 回憶你和另一個人來自哪裡，知道很久以前你們都來

自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正是這種聯繫引發了這個星球上從未經歷過的事情 

－ 愛 － 最終愛成為了一種天使的感覺。 

你繼續愛，但後來你發現了愛的陰暗面 － 離婚律師。你發現了愛的殘酷。

當父母毆打你，然後說：“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愛你”，當有一天下午你回到

家，發現你的伴侶和別人在床上時，他們說：“不！不，我真的很愛你，這

只是我的一點輕率。” 然後愛會痛了，愛會咬人了。 

然後人們 － 以前從未見過面的人突然說，“哦，我愛你，”你知道，就像

是“麵包” 或 “空氣” 這樣的詞。嗯，不，我認為在那裡使用這個詞有點

鬆散。我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您必須了解某人超過 10 分鐘才能愛上他

們。 

所以，愛是地球上人類首先經歷的現象之一，現在它到了所有的創造中。有

些天使來到這裡只是為了體驗愛，有點像愛的馬戲團，“我們想去那裡看看

那個就是愛的東西是什麼樣子。” 你的歌是寫些關於什麼的？愛。愛。有多

少首歌曲是關於花生醬的？不多。他們寫的是愛。有多少歌曲是關於科學的

發現？大約 10 首，但其餘的歌都是關於地球上的愛。 

我還沒談過愛，你可以看出我有點譏諷 － 也許吧？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

來，從我關於愛的語氣中發現它 － 僅僅因為它在很多方面被過度使用、操

縱、商業化、誤解和有害的。    

你經歷了很多愛的體驗，你們中的大多數人，在上一輩子，獨自行動並說：

“不再有愛了。我已經跟它結束了。” 不再有關係和夥伴了。不再像以前那



 

 

樣深深地墜入愛河，那時當你深深地愛上另一個人時，你會失去所有的覺知

和自我。它達到一個目的。你學到了很多，而且你能夠體驗愛。 

然後你們中的許多人在上一世獨自行動，獨來獨往，遠離他人，遠離愛。你

需要自己獨處的時間，而沒有愛的關係的入侵。是的，我說 “入侵” 是因

為它可以是如此的。然後你來到了這一世。 

你來到這一世，你由你的洞見而知道你為什麼在這裡。由洞見知道這一生是

關於什麼。我的意思是，不是細節，而是你來這裡的目的 － 為了證悟，然

後最終作為一個體現大師留下來。在此過程中，你們中的許多人試圖重新回

到行不通的關係中。你們中的許多人都在努力，在一段關係、整個家庭單位

和整個愛的方面試著努力了幾年或幾十年，但沒有奏效。你們中的許多人，

當我們深夜交談時，仍然悲傷，你說，“但是，Adamus，我只是想要一個

伴侶，一個今生的情人，我從來沒有找到過。那真的是我生活中從未滿足過

的一件事，就是那個伴侶，我的靈魂伴侶。” 然後當你說 “靈魂伴侶” 

時，我想噁心、嘔吐，你說，“哦，不！抱歉。我是說我的雙生火焰。” 然

後我的臉上出現那種表情。沒有靈魂伴侶或雙生火焰的。   

所以，你再次來到此生，希望能擁有那種愛，但你來到此生時，知道你會推

開它，因為你不想讓任何事情干擾你的證悟。 

愛是一件美麗的事情 － 我所說的愛，不是典型的人類之愛 － 當你可以開放

地與另一個人分享時，愛是如此地美麗。分享你的身體，分享你最深的、最

親密的想法，分享你的旅程故事，分享歡笑，分享去看電影或長途駕駛。當

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當沒有什麼退縮的時候，那就是愛。如果你處於一種有

退縮、有隱瞞、通往你的心靈和精神處有秘密通道、有嫉妒、有指責和所有

其他這些事情時，那就不是愛，那不是愛。那是一種關係，但它不是我所說

的愛。    



 

 

所以，人類一路走來，他們發現了愛，深刻地體驗了它，體驗了它的陰暗面

和美麗的一面，不，我一點也不反對愛。我反對不當使用 “愛” 這個詞。

哦，愛。而且，當然，最偉大和最難以捉摸的愛就是愛自己。 

親愛的 Shaumbra，親愛的大師們，是時候了，現在是時候以一種非陳腔爛

調的方式愛自己了。不是像 “哦，我愛我自己，我愛我自己” 這樣的老套

路，但是你真的沒有愛自己。要真正地愛自己。 

我將更多地談論它，有時我對稱之為 “老式的愛” 或蹩腳的愛的東西非常

挑剔。我現在要談論的是愛別人的重要性，但現在愛自己是什麼感覺。這很

困難，因為就你現在所在，就你的意識而言，現在愛自己仍然很困難。記住

我說的關於有一個伴侶。真正的愛是沒有退縮，沒有秘密，沒有隱藏的房間

或走廊，沒有嫉妒。它是開放和值得信賴的。那是真愛。“當你們直到死亡

把你們分開之前，都不再彼此束縛時”，那不是愛，那是宗教。 

真正的愛永遠不會執著於任何人或任何事。沒有必要抓住他們，執著於他

們，束縛他們，因為那不是愛。愛是對自己和他人的深深信任。 

但現在，我們將更多地談論愛自己 － 愛自己 － 這確實是最困難和最具挑戰

性的事情之一。愛另一個人是要容易得多。投射愛、給予愛比接受愛要容易

地多，無論是否接受來自其他人，但主要是來自你自己。主要來自你。 

現在是我們以一種您可能從未聽說過的方式來談論愛的時候了。我們會做一

些特別的聚會，愛的聚會，但我現在想提出來。這是我們下一個轉捩點或下

一個分界點，不管你怎麼稱呼它 － 那就是愛自己。  

現在花點時間想像一下無條件愛自己的可能性。 

你來到這個星球，對愛一無所知。然後你發現了它，而且墜入了愛河。然後

你有了性關係，然後你有許多其他的愛的關係。然後愛變酸了，就像牛奶變



 

 

質一樣。但即便如此，你還是明白了愛不是什麼，所以你最終可以在這裡愛

自己。 

我們將要談論的我的那種愛，一點也不是陳腔爛調，如果你開始這麼做，你

的龍就會上來，咬上你的愛的餅乾，就在那裡。它不會允許這種糖衣棉花糖

的愛。我說的是真正愛自己。聽起來真好，不是嗎？但是，它太難了。它是

非常困難的。 

現在當我們與 Shaumbra 一起進入下一步時，讓我們一起做個深呼吸。我要

回到靈性大師俱樂部，告訴那些混蛋一、二件事，那些說你的證悟有多麼容

易的人，我會說，“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 或者，更好地說法 － 

“我們現在允許的是對自我的真愛。” 不是這種看起來很甜蜜的愛，出去 

“愛這個世界”，即使你真的不愛。愛自己，真正圓滿你來到這個星球的原

因，是來真正了解能量和意識，它們如何協同工作，也是來了解如何愛自

己。   

愛自己意味著完全接受自己，接受一切，一切。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啊! 令人愉快的咖啡。 

好，接下來。接下來是我們最熱門的。嗯。 

呃，我想就停留在愛中片刻。讓我們就那樣做 － 愛自己 － 現在就讓它通過

你的意識。來到這個星球學習意識和能量，但你發現了什麼？愛另一個人，

然後你經歷了所有的那些經歷。愛另一個人，好的和壞的，然後有一段時間

幾乎就像沒有了一樣。似乎愛已經從你的生活中消失了，現在是時候愛你自

己了。 

現在在地球上或曾經在地球上的，真正愛自己的人並不多，不多。我們將這

樣做 － 不是一起 － 但我們將有點像同時進行。 



 

 

  

大師的故事 

好的，但我在這裡換檔時，讓我們作個深呼吸。再次，我要講一個故事，一

個大師的故事。 

一個近黃昏時，大師坐在他的小屋裡，在壁爐旁閱讀一本書，享用一杯美

酒，做真正的大師的事情，有時放鬆一下。大師教很多課，日子也很充實，

但大師知道，每隔一段時間，他就得留給自己一些時間。他正坐著看書，突

然間他聽到了這樣的一個鈴聲 － 嘿！－ 他腦子裡響起了鈴聲。不是真的聽

到鈴聲，而是輕輕一推。一個洞見，突然他必需放下書，披上斗篷，出去散

散步。   

現在，有趣的是大師不知道為什麼，大師也不質疑，因為一旦你質疑，你就

會開始用頭腦了，一旦你說，“現在，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和 “只

是我嗎？” 或 “我應該要做什麼？靈性想告訴我什麼？” 不，不，不，

不，不。 

大師感覺到鈴響了，輕輕一個推力，披上斗篷，知道只是去散散步，不知道

為什麼，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這對你們所有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你只會感覺到一些東西，而你過去所做的就是思考它，診斷它，剖析它，分

析它，然後變得愚蠢。現在是進入你的洞見的時候了，就像大師所做的那

樣。他披上斗篷走出門外，不知道該左轉還是右轉，還是直走，一點也不知

道。但是知道並足以來相信自己，知道它將是對的方式、對的地方。 

他走了大約七分鐘，終於來到了校園裡被大片美麗的樹木環繞的小湖，在這

個傍晚湖邊的公園長椅上，他的一個學生 Christina 坐在湖邊哭泣，坐在公

園長椅上抽泣。大師停頓了一下。他覺得最近 Christina 發生了很多事情，



 

 

好像有什麼事情在折磨她，所以看到她哭，他並不真的奇怪。她是個好學

生。她絕對是專注的，堅定於她的證悟。她對自己的能量有一個基本的了

解，但是有一些東西在干擾，一些東西擋住了路。 

他在那裡站了一會兒，去感覺一下 Christina，真的去感覺一下是否可以去接

近她，或者他應該走開。但是當他去感受它，沒有試圖在他的腦海中表達話

語，也沒有讓 Christina 的高我與他交談時，他只是去感受能量，就像你應

該做的那樣。這件事上不要全用頭腦，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塞進你的腦子

裡。不要等著要聽到一些大聲音。只是去感受它。那是你的洞見。大師就是

這樣做的。他去感覺它，似乎很合適去接近她，就像是能量在邀請他進來一

樣。 

所以，當他在公園的長椅上走進她時，他 － 咳咳 － 清了清嗓子 － 咳咳 － 

幾次以免嚇到她，她雙手抱著頭抽泣，抽泣著。大師只是在她身邊坐下，沒

有說任何話，也沒有說愚蠢的話，像 “你好嗎？” （Linda 輕笑）她該怎麼

回答？這不就是人類所說的，“你好嗎？”， “我崩潰了，我不想活了，你

好嗎？“ 不！（Linda 輕笑）大師就是坐在那裡 ，我很高興能娛樂 Linda

（Adamus 輕笑）。       

大師就在她身旁坐下 － 要習慣，就是在那裡。大師只是允許他的光閃耀。

他不必為此而作任何事情。他不必按一個按鈕然後說，“光，繼續放。” 真

正的大師永遠在閃耀著光。大師只是在那裡坐了一會兒，並沒有試圖給她送

出各種正能量，沒有試圖療癒她，沒有做任何念誦或禱告。他沒有從口袋裡

掏出任何香，把它點亮來塗抹和淨化空氣。都沒有。他只是坐在那裡。這是

完美的做法。這就是她所需要的。  

那個時候她不需要很多話語。她不需要老夫子的一堆教誨，更不需要身邊到

處都是點香的味道。有時人類會有這種試圖幫助他人的奇怪概念，這在我的



 

 

書中是一種該死的侵入。有時只是在場 － 當你感覺有被邀請時，只是在場 

－ 如果有話語，也不是太多。    

於是，大師在 Christina 旁邊坐下。她知道他在那裡。她馬上就能察覺到，

而他只是坐著。什麼也沒說，也沒有試圖將自己施加於 Christina，只是坐在

那裡。大約五分鐘後，Christina 停止哭泣，屏住呼吸，擦掉臉上的污跡，大

師把手伸進口袋，伸進斗篷，掏出一瓶白蘭地，什麼話也沒說的遞給了她。

她有點驚嚇到，然後深深地舒了口氣。 

現在，大師不是應該總是帶著一瓶白蘭地，但偶爾這樣做也不錯。這正是

Christina 所需要的，只是為了打破她所處的整個情緒宣洩情況。大師知道她

在某種程度上需要經歷這一切，但他也意識到她已經陷入其中，她現在在裡

面打轉。 

大師意識到她的生活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事情並沒有像她想要的那樣發展，

特別是與她所擁有的關係，一段持續了大約五年的關係。她沒有嫁給這位紳

士，但他們已經同居了，而他幾乎沒有任何通知就捲起包袱離開。只是說 

“結束了”，她就崩潰了。 

最後 Christina 對大師說：“認識愛情不是我的宿命。” 

大師就坐在那裡。有時最好什麼都不說。大師就坐在那裡，她說：“大師，

你知道的，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的關係持續了兩年，再之前的關係只持續

了八個月，再之前的關係持續了大約五年、六年。” 她說：“這就是不意味

著我這輩子真的會有一個關係。” 

大師真正了解，因為在他允許自己的證悟之前，他從一個關係到另一個關

係，試圖尋找答案，尋找意義，尋找愛，但都沒有奏效。他知道面對愛的黑



 

 

暗面是什麼感覺，但最終會出現對自己的愛，這就是你所需要的。但是，當

你擁有對自己的愛時，你就可以真正在真愛中與另一個人建立關係。 

Christina 開始說話。估計是喝了一大口白蘭地，讓她的舌頭稍微鬆了點，但

她開始講話了，她說： “大師，我最近去諮商了。” 

這句話讓大師翻了個白眼，有點像 Linda 所做的。大師心裡想著 “諮商，

哦，我的天啊。諮商是給癮君子的。”。他不敢對 Christina 這麼說，但諮

商是為癮君子準備的，現在人類的諮商是那種類型的。他們沉迷於他們的問

題，而諮商則強化了他們的問題。諮商讓他們更深入他們的問題，而不是解

決問題。通常，諮商實際上比任何事情都幫助創造更多的受害者和施虐者意

識。Cauldre 現在正在責備我，我不是說所有的諮商師，但一般的諮商就是

像這樣的。它不著眼於根本原因，它試圖修補和修復，如果不起作用，則使

用藥物。 

Christina 說： “大師，我最近一直在進行心理諮商，試圖找出答案為什麼

我根本無法擁有良好的關係，為什麼它的開始總是好的 － 當它開始時，我

真的認為這是我曾經找到過的最好的愛，但後來我們開始產生分歧，然後我

們開始爭論，然後是冷漠，然後是沉默，然後是指責，它只是從美麗，幸福

到壞。我的諮商師告訴我，這一切都是我創造的。我的諮商師說，真正的原

因，這裡真正發生的是我有一個受傷的內在小孩，她希望我做一個內在小孩

靜修。這將需要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花費大約 8000 美元，但我每週去這些

研討會三或四次，了解我受傷的內在小孩。”    

大師心想：“如果我再聽到這件事，我要把這整瓶白蘭地自己喝掉，”因為

他意識到，不，那真的是一堆心理廢話。 



 

 

大師又聽了 Christina 的一些談話。他知道把它抒發出來對她來說很重要。

他幾乎一句話也沒說。他不時點了點頭，眼珠子翻了好幾下，卻一句話也沒

說。 

終於，當她說得有點累的時候，大師終於開口了：“Christina，問題與受傷

的內在小孩無關。事實上它是受傷的大人。 

“我想讓你閉上眼睛片刻，Christina，記起你這一生第一次來到這個星球的

時候，當你這一世出生的時候。我要你記起你對你為什麼來到這個星球上有

如此純粹的洞見，對你想做的事和你想去之處有一種純然的洞見。這一直伴

隨著你。 

“當你一、二歲的時候，你正在做一些事情，比如和元素、仙女、我和其他

人說話，那真的很美。當你三、四歲的時候，仍然有清晰的記憶，但現在越

來越意識到你周圍的世界和它的特質、它的挑戰和困難，但仍然記得很清

楚。當你五歲甚至六歲的時候，仍然清楚地意識到你為什麼在這裏以及你將

要做什麼。” 

他說：“Christina，你沒有一個內在受傷的小孩。它一直都知道。它一直、

一直都知道。你有一個受傷的青少年和一個受傷的成年人，一個非常受傷的

成年人，但這整個事情與受傷的內在小孩，不，不。就是不是這樣，它是這

些新時代類型的事情之一，聽起來不錯，但請自己去感受一下。” 

他說：“我希望你能感受一下那個內在的孩子，感受一下你自己。把它帶到

這裡。你知道時間不存在，沒有過去和未來，所以現在就做你內在的小孩。

去感受一下。” 

Christina 在那裡坐了一會兒，大師很沉默，起初，她很掙扎，因為，你看，

她的整個問題就是她的內在小孩受傷了，所以她期待一個受傷的內在小孩，



 

 

並據此表現出來。但她繼續呼吸和去感受它，最終 － 最終，她可以感受到

她年輕時的自己，可以這麼說，她內在的孩子。突然間，她感覺到了它的清

晰，它知道她為什麼來到這裡，並且它被保存在她的內在。 

它被掩蓋了。它被 － 不是失去了 － 但它已經被生活中的許多其他事物所掩

蓋，但那個純潔的內在孩子，在它真正的洞見中仍然存在。它就像一塊磚頭

打到了 Christina。它擊中了她，她清楚地知道它不是一個受傷的內在小孩。

只是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讓她偏離了軌道，讓她偏離了，或者至少認為她偏

離了她在這個星球上的真正使命或熱情使命。  

她去感受了一陣子，它開始在她身上流動，她這個晶瑩剔透的小孩的美麗，

然後是所有的挑戰，所有的烏雲、陰影和人性的黑暗旋轉著，導致那個內在

的小孩躲起來，但沒有受傷。它是為了保護自己，所以它可以在正確的時間

清晰地出現。 

它流經她，她的真實、純潔的童年自我的回憶，然後是所有導致它隱藏起來

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進入了她的青少年時期，無論是感覺她淫亂、傷害他人

或在早些時候吸毒或者一路上的壞夥伴。然後她意識到，不，沒有受傷的內

在小孩，如果她能回到她這個年幼的孩子的那個洞見和肯定中，那將有助於

她理解所發生的其他事情。 

大師能感覺到她在重新連接的點了，大師說，“現在，深呼吸，讓那青春的

純真再回來。你被你周圍的世界硬化了。你已經變成懷疑和冷嘲熱諷。現

在，讓那個純真回來。是時候了。” 

她做到了。 

大師現在知道了，是該起身離開的時候了。她正在經歷她的事情。她正在經

歷一個和自己結合或者是再結合的時刻。他靜靜的站起身來，正要走的時



 

 

候，Christina 抬頭用著美麗卻依舊帶著淚水的眼睛看著他，說道：“大師，

你願意把你的白蘭地酒瓶留給我嗎？” 

親愛的 Shaumbra，你沒有受傷的內在小孩。你有那個內在的自我，那個年

輕、聰明、天真、純潔的洞見的自我，它已經隱藏了很長時間，它沒有受

傷，從來沒有。這個凡夫，成年人，青少年，也許，它已經被藏好，遠離生

活的瘋狂，但現在是時候把它帶回來了。 

讓我們為 merabh 放一些音樂。 

  

內克里斯托斯之子的 Merabh 

沒有受傷的內在小孩。 

（音樂開始） 

有青少年的、成人的，無論是，中年，甚至是老年人，他們承擔了太多不屬

於他們的事情，承擔得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對你們中的許多人來說，你們來到這個星球，然後你們必需等

待很長時間，直到時機成熟，在合適的時機在這裡做你真正的熱情使命，成

為體現大師。 

你們中的一些人等待了，三十、四十、五十年，在那段時間裡，哦，你可能

變得沾污了，你可以變得非常消極，然後最重要的是，你承擔了很多不屬於

你的事情，非常多。 



 

 

讓我們在這片純潔和純真的 merabh 時刻中，把那部分帶回來 － 你帶回來

的那部分在這麼多年裡是如此純潔，那部分知道你為什麼在這裡，那部分基

本上把信息帶進來。   

現在讓我們邀請你的那部分回來。它不是過去，它就在這裡、就在現在。它

不是在其他地方，它就在這裡。 

它只是像是出於一種保護感而隱藏起來。你從不想要任何東西來污染或扭曲

你自己美麗的那部分。小孩，實際上是基督之子。 

帶著這樣的洞見和決心進來的克里斯托斯或水晶小孩。它現在就在這裡。把

它帶出來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有個自然保護。是時候允許它出來了。 

“受傷的小孩。” 這些人想出來了什麼？沒有受傷的小孩。它是純潔的小

孩。受傷的成年人，也許吧。不是受傷的小孩。 

（暫停） 

深吸一口氣，可以讓那種純潔和純真重新出來。它是那部份的你完全知道為

什麼你來到這裡。 

也許你七歲、八歲、九歲開始質疑。也許你陷入了群眾意識或你自己的內疚

和羞恥。都沒關係；那些都不重要。但它不是受傷的小孩。 

我邀請你去感受那個、那個純潔、那個洞見。那才是真正的你。 

那是在你開始承擔別人的東西之前，你開始承擔大眾意識，你開始列出你所

有的問題，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受傷的，什麼是不正確的，你哪裡出了錯。 

這個純潔的小孩自我，你是基督之子，它知道你為什麼在這裡。 

（暫停） 



 

 

那個基督之子，它明白 2000 多年前你和耶和華同時在這個星球上。耶合華

是一個集體 － 不是一個有靈魂的存在，而是你們所有人的集體 － 你知道當

耶和華進來時，那時候在這個星球上播下神性和意識的種子，而且你最終會

回來收穫那個，那就是現在的這一生。 

在這個聖誕假期，現在是時候讓你內在的基督之子出來了。 

沒有受傷的內在小孩。不是那個。那真是一場鬧劇。 

（暫停） 

那麼，Linda，你能把這裡的泰迪熊遞給我嗎？是的，我想要它在這裡。 

LINDA：哦，它將取代我嗎？ 

ADAMUS：是的（他們輕笑）。從現在開始，泰迪會帶領呼吸（Linda 假

哭）。 

所以，親愛的 Shaumbra，沒有受傷的小孩。沒有受傷的內在小孩，沒有。 

你內在有那個小孩，基督之子。Teddy 和我，Linda 和 Belle，我們請你們

現在好好地深呼吸。Belle 仰面躺在外面，雙腳懸空，雙腿張開。她知道我

在說什麼。 

讓我們一起作個深呼吸。 

現在沒事了。你有自然保護。現在可以讓那個基督之子出來，回到你的生活

中來。它包含了所有的記憶、所有的洞見、所有的純潔和對你今生真正來到

這裡的原因的理解。 

它從未消失，它只是隱藏起來，受到保護。 



 

 

它從來沒有像你更成人的自己那樣承擔其他人的東西、大眾意識的東西。 

它從未受傷，也永遠不會受傷。 

深吸一口氣，讓這個基督之子出來。 

有趣的是，它實際上，你可以說，它平行於光體的進入。 

光體的純真，光體的單純。沒有垃圾，沒有廢物，只有純潔。 

那我們讓基督之子和光體都一起進來怎麼樣？ 

嗯，也許，只是也許，它們有點相同。 

現在深呼吸，進入基督之子。 

藉此，我的朋友們，祝你們假期愉快。2022 年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這

將是強勁的一年，非常強勁的一年。 

用今年剩下的時間為自己做點事，愛自己，讓自己恢復活力，抱抱熊，抱抱

自己。 

我們會回來參加一月份的聚會。我們將全力以赴，但在今年餘下的時間裡，

深吸一口氣，感受內在的基督之子，讓它開始出來。 

代表所有靈性大師和他們給你們的掌聲，祝你一切順利，並期待我們在地球

上一起的其餘旅程。 

藉此，我們祝你一切都好。 

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謝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