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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很高興能和你們在一起，而且 － 哦！ –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感受一下 2022 

年 2 月份的月聚會的能量。我敢打賭，你們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會走

到這一步 － 此時此刻在地球上。但是，啊，你內在的某個東西說，“就是

必須如此，就是必須如此。” 

深吸一口氣，如果可以的話，我要我的咖啡（Kerri 帶來了）。謝謝你，謝

謝你，親愛的 Kerri。哦，今天的咖啡和點心，點心。哦！非常感謝

（Adamus 輕笑）。你知道 Adamus 叔叔真的很感激。 

KERRI：這聽起來有點令人毛骨悚然。 

ADAMUS：有點毛骨悚然。好吧，這原意是要聽起來很好、很友善，但是謝

謝你（Adamus 喝了一口）。嗯。啊! 當然，來到月聚會和工作坊的真正樂

趣之一就是我可以喝到人類的咖啡，而且他們一直在讓它變得更好。一些東

西 － 卡布奇諾咖啡或拿鐵咖啡或無論他們如何稱呼它 － 但它一直在變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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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好，然後我有了點心。我被當作一位靈性大師那樣對待。在靈性大師俱

樂部，他們甚至不會為我這樣做。我必須去拿我自己的。 

LINDA：嗯。 

ADAMUS：是的，那不是很傷心嘛。 

LINDA：嗯。 

ADAMUS：親愛的，Linda of Eesa，你好嗎？ 

LINDA：（稍停）真得很高興（咬著牙好像在笑）。 

ADAMUS：我聽說你是個破損的女人。 

LINDA：（咬著牙繼續說）有一點，但我很好。 

ADAMUS：（輕笑）是的，Cauldre 在告訴我，不是一個破損的女人。你實

際上有一根斷了的肋骨。那是關於什麼呢？那是怎麼發生的？告訴我們所有

人。 

LINDA：真的嗎？ 

ADAMUS：當然。當然。 

LINDA：我滑倒了。 

ADAMUS：你滑倒了。還疼嗎？ 

LINDA：每一次呼吸都疼。 

ADAMUS：每一次呼吸（Adamus 輕笑）。好的。現在讓我們為 Linda 作

一個深呼吸。 



 

 

LINDA：好的，好的！謝謝你。 

ADAMUS：嗯，你認為那是關於什麼呢？ 

（Linda 停頓了一下，嘆了口氣） 

那個表情。 

LINDA：天氣。它糟透了。 

ADAMUS：不，不是天氣。 

LINDA: 這不會發生在夏威夷。那裡沒有冰。 

ADAMUS：那會是另外一些東西。你會摔在火山或什麼的。 

LINDA：或者一隻烏龜。 

ADAMUS：或者一隻烏龜，或者…… 

LINDA：是的，是的。 

ADAMUS：……無論什麼。不，這是一個撞擊和填充。 

LINDA：我不是在要一個解讀。 

ADAMUS：我卻要給你一個（Adamus 輕笑）。這是一個撞擊和填充，親

愛的 Linda。這發生在你們很多人身上。你發生了一些事情，你撞擊了你的

頭，或者在你的情況下，你摔斷了一根肋骨。 

LINDA: 而且我撞擊了頭。 

ADAMUS：而且撞擊了頭。 



 

 

LINDA：我被風吹倒了。 

ADAMUS：而且，你知道，實際上，在微笑。那是一件好事。 

LINDA：哦，好，好！ 

ADAMUS：這是件好事。一段時間內會很痛苦，但你們中的很多人正在經歷

這種大規模的輸入。我們今天要談談它。但是你忍住了很長時間，你知道，

踮著腳尖進入你的證悟，對你正在做的事情有很多的恐懼，還有很多懷疑和

擔憂。而現在我感覺 Shaumbra 的潮流發生了某種轉變，他們說： “好

吧。現在我準備好了。來吧。” 有時它會導致，我稱之為撞擊和填充。你有

一個意外，你會從中恢復過來，它把你的胡扯打掉（Adamus 輕笑）。我的

意思是，老式的冠冕堂皇的藉口…… 

LINDA：它並沒有把我嚴重的擊倒，只是風。 

ADAMUS：它把你那種舊的冠冕堂皇的廢話都打掉了。在那段時間裡，當你

處於一種震驚的狀態時，那是你獲得神性的巨大注入的時候。有時，像你一

樣，一種持久的痛作為一種提醒，但現在放輕鬆吧。你必須照顧好自己，我

可以肯定 Cauldre 正在非常非常好地照顧你，現在是滋養自己的時候了。不

是要重新站起來做你以前做的同樣的活動，而是一個滋養自己的時候、吃一

些 － 我不確定這是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類似的東西，但是……（Adamus

給 Linda 一些巧克力慕斯） 

LINDA：不用，謝謝。不用。 

ADAMUS：是的。在您喜歡之前，我們不會再繼續（Linda 拿起勺子吃

了）。那不是很好嗎？ 

LINDA：嗯嗯。 



 

 

ADAMUS：看到了嗎？看？在你滋養自己之前 － 不要吐出來（Adamus 吃

了一些）。嗯。嗯！ 

LINDA：很好吃。 

ADAMUS：那真的很好吃。啊! 有時我想念作為人在地球上的生活。 

LINDA：我以為你只喜歡燕麥片（指著一個餅乾）。 

ADAMUS：（輕笑）那絕對不是燕麥片。 

LINDA：那不是燕麥片。 

ADAMUS：並不是我只喜歡燕麥片，Linda。偶爾，我吃玉米（他們輕

笑）。但偶爾 － 不，偶爾我會很享受。但當我那樣做時，那是一種感官體

驗。不只是把食物扔進嘴裡。當我有類似的東西時 － 那真是美味。哦，看

看這個。 

LINDA：哦！ 

ADAMUS：Fleur-de-lis 餐巾紙。 

LINDA：都是關於你（她輕笑）。 

ADAMUS：為什麼不呢？我是一位靈性大師。我的意思是，你有多少位靈性

大師來到你的地方？ 

LINDA：嗯，好的。你很特別。 

ADAMUS：嗯，實際上，不是真的，因為今天 － 嗯，讓我用個深呼吸來開

始。暫時離開你的頭腦，你如何離開你的頭腦？你說： “我要擺脫我的頭



 

 

腦。” 如此而已。停下來，“哦！我怎麼擺脫我的頭腦？！”你只需深吸一

口氣，然後你就會擺脫掉你的頭腦。 

  

嗅覺 

經由鼻孔，經由鼻子深呼吸。你聞到了什麼？你聞到了什麼？ 

嗅覺，人類的嗅覺，是人類感官中最未被充分利用，也許是最深刻和最清晰

的覺知之一。你聞到了什麼？你聞到了什麼？ 

（暫停） 

狗，它們有很強的嗅覺。它們不僅能聞到食物，還能聞到人類的情緒。人類

的情緒 － 尤其是恐懼，他們可以聞到疾病，他們可以聞到新冠病毒。只需

稍加培訓，他們就可以檢測出誰感染了新冠病毒。為什麼要進行所有這些測

試和一切？只要找個寵物。讓狗聞你。 

例如，Belle 可以聞到 － 不是想，不是想，而是聞到 － Cauldre 和 Linda 

很快就會到那裡。於是（Adamus 開始嗅聞空氣），聞著空氣，“哦，他們

會回來了。”不是說你或 Cauldre 有這麼多味道，嗯，是偶爾有。但是它們

通過氣味來感知，它們可以聞時間。它們真的可以。它們可以聞到恐懼，它

們可以聞到快樂。它們可以在地震發生之前聞到氣味，它們能聞到。你知道

為什麼嗎？這是一種內在本有的感覺，它們有，你也有。它們不會去想關於

它，而現在當我讓你吸氣和聞聞時，你正在想它。 

狗在聞氣味時，它們繞過了大約 90% 的大腦迴路。它們不會使用過去經驗

來聯想，嘗試去找相關然後說：“嗯，這是我以前聞到的味道。”幾乎狗每

次聞到氣味時，對它都是一種新體驗。而且，是的，如果某種東西聞起來像



 

 

它們以前聞過的東西，它們就會聯想，但它們總是對這種嗅覺中真正的東西

持開放態度。 

所以，讓我們再做一次，但這一次真的超越大腦、思考。深吸一口氣，（他

用鼻子深吸一口氣）你聞到了什麼？ 

（暫停） 

你可能把它寫下來。你聞到什麼？ 

哦！你的頭腦！你的頭腦！你的頭腦！我要做什麼？你還是在腦子裡被堵住

了。讓我們再做一次。我要在這裡再吃一口，你聞。 

LINDA：這裡（Linda 拿湯匙餵他）。 

ADAMUS：不，親愛的，我可以自己來。 

LINDA: 不。你餵了我，現在輪到我了。 

ADAMUS：哦，天哪！我是什麼，一個老靈性大師？ （Adamus 吃它）

嗯。 

LINDA：嗯。 

ADAMUS：嗯。 

LINDA：好吃，嗯？ 

ADAMUS：你聞到了什麼？好的，現在好多了。你沒有想那麼多。你在笑我

們在這裡的小分心。你聞到了什麼？ 

好吧，我告訴你。我今天來了幾位客人，我一般不帶客人來，我喜歡你們只

有我一個人，但我今天帶了幾位客人來。 



 

 

第一位是 FM。聞他的能量。他身上沒有味道，他是靈性大師，聞他的能

量。他聞起來像什麼？對於你們每個人來說，它可能會有所不同。這不是一

個單一的答案，但有一種明確的味道。我身上有一股味道，我聞起來像，

嗯，我今天聞起來像玫瑰。 FM 在這裏。我們將討論他一直在開發的 FM 

Shaumbra 收音機連結。所以，他來了。 

今天我還請來了另一位客人，另一位客人，因為，嗯，我們有一些坐長椅的

補習要做。是的，我們今天要坐長椅。 

FM 幾個月來一直在作 FM 連結，而我一直在看和觀察你們坐長椅，我真的

不能說你們中的任何人為奧運會做好了準備。你知道，這是奇怪的坐長椅，

有點奇怪。我們稍後會討論，但我今天請來了一位特別的客人，因為我覺得

有必要改進我們的坐長椅。現在它在地球上是如此重要，是時候改進它了。

所以，我邀請了我親愛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靈性大師同伴 － Tobias－

今天來到這裏。 

LINDA：哦！ 

ADAMUS：呃，也許不是來傳達訊息…… 

LINDA：很好。 

ADAMUS：……但我已經讓他今天來這裡幫助你們的坐長椅。我們稍後會談

到這一點，但讓我們回到節目的主要部分。 

嗅覺是您擁有的重要資產之一，而且通常情況下，您的大部分嗅覺工作實際

上都處於負面的氣味水平，“哦，那聞起來像” － 他們怎麼說？聞起來

像 …？人們在談論氣味和味道時通常會聯想到什麼？ 

LINDA：壞的？ 



 

 

ADAMUS：我不在乎。他們說什麼？ “聞起來像……？” 

LINDA：放屁。 

ADAMUS：好的。是的，你看，我想讓 Linda 來說。 

因此，通常，氣味與此連結，但嗅覺確實是您擁有的一個驚人的感官能力。

開始使用它。 

聞一下 FM。我不想說它只是一種氣味，因為對於你們每個人來說，它都有

點不同。他親愛的妻子－ Leslie 今天和我們一起在工作室，她可能聞到了蝴

蝶、巧克力餅乾和愛，哦，還有電腦的味道。所以，你們每個人都會聞起來

不一樣。但是開始使用那個嗅覺。 

Tobias ……（Adamus 嗅著空氣）Tobias。Linda, 聞一下。當我在這裡吃些

東西時（Adamus 輕笑），Tobias 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LINDA：（稍停）溫暖和美麗。 

ADAMUS：不是一隻老山羊什麼的？ 

LINDA：不是。 

ADAMUS：不是，我以為是一隻老山羊。溫潤甘甜，溫柔。你知道，聞到的

不一定是氣味，它可以是一種感覺，你可以聞到溫柔的味道。是的。狗總是

這樣，他們並沒有把它放在腦中， “哦，這種氣味是溫和。” 他們就像，

“哦” － 他們只是對嗅覺有一種非常感性的體驗 － “它很溫和。” 

關於 Tobias 還有什麼其他的？ 

（當 Linda 呼吸時，停頓了，然後 Adamus 輕笑） 



 

 

Tobias 正在添加他自己的意見，他說他有時聞起來像老酒（Adamus 輕

笑）。我的意思是，他是眾所周知的…… 

LINDA：不，是安全。他感覺很安全。 

ADAMUS：安全。好吧，他仍然聞起來像老酒（Linda 嘲笑）。你知道，你

把你最後在地球上所做的事情帶到另一個世界，而他喜歡喝一、二杯酒，而

並不總是最好的酒。呃，Tobias，並不總是最好的酒。 

但是開始使用嗅覺。它是內置的，你無需為此付費，你不必去安裝它，它就

在那裡。 

你可以聞到時間。你可以聞到情緒。當然，你可以聞到食物，諸如此類。你

可以聞到未來。實際上，您實際上可以 － 我們將在我們即將舉行的時間旅

行研討會中這樣做 － 你可以聞到未來。你可以經由你的嗅覺和其他東西真

的進入未來。 

但是讓我們一起深呼吸，真的很深 － （Adamus 深呼吸）－ 好好的深呼

吸。Linda，很好的深呼吸 ……哦！不，太疼了。好的。好好的深呼吸。 

LINDA：不，不，不。它沒有那麼痛。那是當你提到 Tobias 時我做的第一

件事，我想將它吸入並感受它，知道它的安全性以及他對我們所有人的愛。 

ADAMUS：很好。好的。所以，一個很好的深呼吸。 

  

ProGnost 與意識 

我想談談 ProGnost。我喜歡 ProGnost。 ProGnost 是每年一次談論地球的

機會。我通常不會談論太多有關它的，因為這都是關於你和你的旅程。但在 



 

 

ProGnost 中，我可以談論這個星球以及正在發生的事情。但現在你正在做

的事情和地球上正在做的事情真正開始融合在一起，對我來說，這可能是

ProGnost 2022 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談論的是這個星球，但它直接影響到你和你在這個星球上，這個星球現

在正在經歷的，前所未有地非常非常快速的變化。 

你知道，曾經在 500 年前，沒有太多事情改變。如果你住在一個村子裡，唯

一真正改變過的就是出生和死亡，偶爾有人會開一家新商店，或者一個新的

鐵匠會來到鎮上。就是這樣。我的意思是，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 － 嘿！ － 

在你的生活中，變化的步伐，所有這些變化，會在一小時內發生。 

沒有在前世有這種經驗的你，讓你可以回到過去說：“好吧，我是如何應對

快節奏的變化的？”你就是沒有那個參考點。現在這個星球上的一切都變化

得如此之快，而且正如它所發生的那樣，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應該成為

你的光。因為有幾個原因，有幾個原因。 

這就是你來到這裡的原因，是為了將那種意識照亮這個星球。而且，現在是

這個星球上如此重要的時刻，不僅是你帶來的光，而且對隨之而來的平衡。

現在那些非常重要，對你個人來說，現在真正進入理解現實是什麼的形而上

學。這個星球正在非常、非常快速地 － 非常快速地 － 突破現實範式，它在

這個星球上造成了許多不穩定的事情。所以，你來這裡是為了放光，成為那

道光。 

我們在 ProGnost 上詳細討論了新物理學，而這些不是科幻小說。這些是地

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它們，看到它們在你眼前展開。我告訴過

你，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是當一個物理學家或他們中的一群人發表聲明，一

個非常大膽的聲明，一個公開聲明說，“能量基本上是通訊。”噗！那時我



 

 

們知道，我們所有人，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做的工作，從 Tobias 的時代，

一直到現在，所有這些工作現在都進入了意識。 

關於 ProGnost 以及目前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中的另一件重要事情，特別

是當我們進入人工智能這個主題時，關於人工智能的重大哲學和物理學辯論

之一是 － 我不稱之為 “高級智能”。對不起，Chippie，但你是人造的。最

大的問題之一是它會有意識嗎？無論是哪種答案，並不真的重要。正如我之

前所說，它會嘗試獲得意識。它會在它的數據中讀到它，從互聯網上收集到

的所有東西，它會想要意識，而這最終可能會成為它的毀滅。 

但是現在發生的一切都是關於意識、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討論，你是否能夠

與機器人做愛，它是否會有意識與你真正地交談，你知道，所有這些正在為

意識本身的主題帶來光。所以，對我來說，這真的與人工智能或機器人或類

似的東西無關。這是關於意識的主題。 

現在，哲學家們已經談論它很長的時間了，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

其他一些人已經詳細討論了有關意識，然後它好像有些過時了很長一段時

間，沒有人真正談論它。它是那些神秘的詞之一。然後它開始慢慢地，慢慢

地回來。而現在，由於人工智能和電腦的能力，意識，“意識” 這個詞和關

於意識的討論開始成為最重要的討論了，“它會有意識嗎？”它引起人們

說，“ 意識到底是什麼？它是什麼？”它讓人們意識到意識並不是物質。它

不是物質，它沒關係。它不是物理的。儘管他們會嘗試，但它無法被用科學

或數學方法來評估。但它不可能的。而這並不重要，因為它根本不是這個物

理領域的一部分。 

它不是物理次維的一部分。它不能用數學、科學和物理學或其他任何東西來

剖析。但越來越多真正聰明、敏銳的科學家和物理學家將意識到它的存在。

它有一些非常真實的東西。這是程式的必要部分。這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科學家一直 －（他看著 Linda）我希望我不是讓人無聊…… 

LINDA：不。不，不，不。 

ADAMUS：不，你自己拿一些。我知道我 … 

LINDA：不，不，不。這給你。來吧（Linda 餵他更多的點心）。 

ADAMUS：嗯，我在這裡感覺自己像個小嬰兒，但是…… 

LINDA：來吧，巧克力先生。來吧。 

ADAMUS：嗯。嗯。 

LINDA：嗯！ 

ADAMUS：嗯。嗯。嗯。 

LINDA：嗯。很不錯吧？ 

ADAMUS：是的，Cauldre 告訴我，當我們在播出時，咂嘴是不合適的，但

我很喜歡。我們剛剛說到哪了？科學家們 … 

LINDA：意識。 

ADAMUS：意識。科學家和物理學家開始明白它是方程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為了確定宇宙的統一公式、統一概念，人們一直在非

常狂熱地努力。他們認為他們會在亞原子粒子或者在光本身中找到它，這是

物理宇宙中所有現實的基礎，但他們還沒有找到它。一點也沒有。他們仍在

尋找，他們意識到這不一定是物質。他們從能量的角度來看待它，但他們對

能量一無所知。沒有線索。這真的會改變 － Cauldre 在這裡向我確認這事實 

－ 真的，能量的概念，舊的概念，會因為你正在作的、我們一起作的事情而



 

 

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當這個標題出現時，某個瘋狂的物理學家說 “能量

就是通訊”，我想舉辦一個派對，一個世界性的 Shaumbra 派對。我不知道

我們將怎麼做，但我們會在互聯網上聚在一起，或者我們會舉辦各個國家派

對、跳舞、唱歌和慶祝。 

當標題出現 “能量就是通訊” 時，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你知道你是

在這裡第一次聽到的。但回到正題。 

所以現在人們關注意識，並且開始意識到它是物理學公式、量子物理學的重

要成份，但他們仍然不知道是如何的角色。他們知道意識必須存在，任何現

實才會存在。越來越多的關於意識的討論正在進入群眾意識，所以它不僅僅

是為學術界保留的。 

它正在進入日常生活。並且 － Cauldre 給我舉了一個例子，這很好 － 他說

記得當這位運動演員 OJ Simpson 進行他臭名昭著的汽車追逐時，至少在美

國，每個人都在收看直升機跟隨汽車，這是一種現象。然後整個審判，謀殺

審判發生了，OJ Simpson 謀殺審判的核心是什麼？一切都與 DNA 有關。

DNA。大多數美國人，大多數人，呃，也許他們聽說過這個詞，但是他們對

它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它太奇怪了、太科學了，但那次審判把 DNA 帶出水

面 － DNA 被用於兇殺案調查之類的事情 － 但最終，對 DNA 的理解。最

終，到現在，人們在試管裡吐口水，然後把它送進去，找到關於他們祖先的

一切，追溯到幾十萬年前。對 DNA 有了新的認識，這很重要，因為它有助

於理解與你的祖先的聯繫，最終我們談論的是你不是你的祖先。你有他們的

思想，他們的身體，還有其他一切，但你不是你的祖先。 

所以，就像 OJ Simpson 的審判把 DNA 帶出檯面，人工智能的整個事情就

是把意識帶出來了，覺知到有一種叫做意識的東西。如果意識不存在，那麼

現實就不存在。這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如果你不在那，就沒有現實。 



 

 

即使在科學實驗中，他們也開始明白，決定實驗結果的是觀察者，而不是實

驗本身。正是觀察者及其偏見將改變現實的本質。如果觀察者相信某件事，

相信應該發生某種反應，那反應就會發生。如果觀察者相信其他事情，或者

如果觀察者對觀察者不一定理解的事情持開放態度，那麼其他事情就會發

生。 

這是奇怪的物理學，但它是非常真實的物理學，而這一切都在發生。這就是

它的美妙之處。它不是在未來的某個地方。對事物進出現實的理解。現實本

質上是由觀察者的意識決定的。而現在，對於那些準備在理解和根據自己想

要的方式創造現實的能力方面，達到新水平的人來說，所有工具和所有信息

都在開放並可及。 

我們談了很多關於能量和能量為你服務的話題，我知道這是一條很棒的台

詞，你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有一個關於它的紋身 － “能量為我服務” － 能夠

這麼說真是太好了，但然後要真的很感性去感受並去做。覺知到它是你的能

量，它是你的意識、你的存在和你的開放、你的允許 － 那會改變一切。事

實上，能量是你的，它確實為你服務，這是一件優雅的事情。一切都改變。

一切都改變了。 

所以我的開場白太長了。讓我們回到重點上。 FM 坐在這裡非常不耐煩地輕

敲著他的腳。 

  

Shaumbra FM 收音機 

所以，歡迎 FM。請大家歡迎 FM。他是靈性大師俱樂部受人尊敬的成員。

他從沒想過自己會來到這裡，他以為自己會有好幾輩子要經歷。但是在他生

命的最後時刻發生了一些事情，他做了一些非常出色、超級聰明的事情，一



 

 

個他為自己編寫的令人驚嘆的程序，一個專為他設計的軟件程序。它被稱為 

“允許” 。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刻，沒有什麼可以抓住的時候，他終於說： 

“好吧，我就只是允許。我將不再是一個過於理智和邏輯的人，我將會允

許。” 然後 － 轟！ － 接下來他發現自己在靈性大師俱樂部。這很容易，這

很容易。 

所以 FM 一直在開發我們所說的 Shaumbra FM 收音機。而且它不是收音

機，就像你不會在那裡找到金色的老歌一樣，我的意思是，老歌和老曲子。

它不是個廣播電台；這是一個比喻。它是一個向外傳播的通訊連結，就像一

條向外播放的信息，最初播放給 Shaumbra，但現在播放給每一個人。 

多年來，他一直在與其他一些離開地球的 Shaumbra 研究這連結，他們說：

“我們如何調整這個？我們如何為 Shaumbra 調整它？我們如何根據他們的

需求進行調整？” 最後，在我們去年 9 月梅林的時代之後，他們開始上場，

開始播放。 

現在，拜託，它實際上不是火星上的無線電塔或類似的東西。這真的是一個

比喻，但他們使用特殊的頻率來傳遞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一個非常簡單的

信息。信息是 “一切都在你裡面，你已經知道了。” 沒有必要到外面去尋

找任何答案，沒必要去找另一個人，沒有必要去找耶穌，耶穌很忙，耶穌現

在手頭上有很多事情，所以你不需要去找耶穌。我愛耶穌，他也愛我，是

的。謝謝你，耶穌（瞥了一眼天花板）。耶穌是偉大的，但那種能量被如此

濫用和誤解，而且，哦，對不起，耶穌。 

所以，無論如何，這個連結播放了，它是一個不斷地提醒著你的內在擁有

它。FM 寫道 “不要在自己之外尋找，而是允許你的一切閃耀（Seek not 

outside yourself, but allow all that you are to shine forth）” 。Leslie, 你

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time-of-the-merlin-online-september-10-12-2021.html


 

 

能相信 FM 寫那個嗎？在生活中，他不是那種富有詩意的人，但他寫了那

個。 

LESLIE：嗯嗯。 

ADAMUS：比方說，那個信息是從大約 9 月中旬到 12 月 21 日發送給 

Shaumbra，然後它關閉了一段時間以進行調整和完善，以了解細微差別以

及為什麼有時它會起作用，為什麼其他時間不會起作用。於是 FM 回到了實

驗室 － 他在靈性大師俱樂部這裡建了一個大實驗室 － 建了一個大實驗室，

他回去調整和調頻。哦，他在那兒好久好久。我們沒有看到他，我們沒有得

到他的消息，他沒吃，他只是關上了門，他在那裡面工作。而且，Leslie，

你知道那是什麼樣子。當他在地球上時，他就這樣做了。 

不久前他出現了，1 月 22 日，ProGnost 日，他開始重新傳播。現在這傳播

給 Shaumbra，但它也傳給了每個人。之前它真的被調到只是傳給 

Shaumbra ，但現在它正在傳播給全球。同樣，信息非常簡單。它會超越大

多數人，但信息非常簡單。信息是， “一切全都在你裏面” 。 我不是在談

論你的身體，而是你的存在，你的意識。全都在那裡。你不需要去找任何治

療師，你不需要去任何教堂，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去。那沒問題，但你不需

要。你不需要日復一日地絞盡腦汁，夜復一夜地試圖弄清楚這一切。答案已

經都在那裡。 

你不用變成值得從某個奇怪的天使群體中得到某種救贖，你內在已經擁有了

它。你不必做任何十一奉獻 － 十一奉獻 － 捐錢給教會、組織和團體。您注

意到我們從未在 Crimson Circle 中這樣做過，我們也永遠不會這樣做。為什

麼？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給錢，那很好，但是做十一奉獻的人作這件事的

概念，對於開支票的人來說，他們的概念是把他們的善與他們的支票、他們

的救贖與他們的支票、他們的救贖與他們的錢聯繫起來。這全都是錯的，全



 

 

都是錯的。如果你想給錢，就給錢。但是覺得有義務去給，為了你上天堂的

道路而給，那這都是錯誤的。 

FM 連結就是關於一切都在那裡，如果你就是停下來，允許，就像 FM 在他

生命的最後幾天所做的那樣；就像我親愛的朋友 Tobias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

天所做的那樣。他們達到了其他一切都失敗的境地。他們什麼也沒有了。 

FM 有癌症；Tobias 在獄中腐爛。當你什麼也沒有了 － 你再也沒有什麼可

以堅持的了，甚至連你自己，沒有身體，沒有錢，沒有家人，沒有健康，什

麼都沒有 － 那時是很容易允許，那就是他們所做的。在那種允許中，在全

然放下中，離開頭腦，停止試圖控制和調整一切，停止試圖找出通往天堂的

道路，他放下，而且他意識到， “哦，我的上帝 － 這是我 － 哦，我的上

帝，它一直都在那裡。怎麼沒人告訴我？怎麼沒人告訴我？” 

事實是我們説了。事實是我們說了。，試圖用任何種方法一遍又一遍地告訴

你們，如果你允許，它就在那裡。而，哦，我聽到你們中的一些人在抱怨。

只是喝你的酒，不要說你的抱怨。那是 Tobias 在説的。周圍有所有這些存

在真的很令人困惑（Adamus 輕笑）。 

是的，但是抱怨，“哦，我已經允許了！我已經允許了，Adamus，但它不

起作用。”閉嘴！你沒有允許。你想到了允許，你沒有允許。你想，“哦，

我正在允許，我就是坐在這裡並允許，“ 但你沒有。你仍然抓住你以前堅持

的所有東西。你不是在允許，你在玩一個遊戲，我會把你抓出來，那是胡

說，而且你知道的，我也知道，現在我們可以取笑這事了，對吧？ 

好的。現在，嘗試真正的允許，就像 FM 他知道什麼都沒有了那樣。Tobias 

在監獄裡腐爛了，一隻鳥飛到他牢房的窗戶上，高興地嘰嘰喳喳地叫著，

“看著我！我是自由的，你不是！看著我！我能飛走，而你不能！”哦，

Tobias 恨死那隻鳥。Tobias 想掐死那隻鳥，如果他能伸手抓住它的話，他



 

 

真想當場殺死它。但是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在他的允許下，他意識到，

“哦，那真的是大天使 Michael ” － 嘿 － 來拜訪他，來告訴他 “你已經

自由了，甚至即使你坐在監獄裡，你也是自由的。” 

這是關於你的意識。這是關於你所相信的，它創造了你的現實。你相信你不

是自由的，你最終會進監獄。也許是一個實體的監獄，也許只是你的情緒監

獄，但這就是你最終之處。 

所以回到正題。 FM 連結 最近於 1 月 22 日重新啟動，訊息已被精煉和專

注。訊息會傳給任何人 － 所有創造物中的任何存在，但特別是任何人，以

及所有 Shaumbra － 一個提醒， “它已經在那裡了。” 

FM 與 Tobias 合作，因為 Tobias 是在數年前談論玫瑰果實的人，在那種聽

起來很奇怪的事，並解釋說，玫瑰果實是出路。他講故事；我會很快重複一

遍。畫這幅美麗畫作的藝術家非常喜歡這畫作，他說： “我必須在畫中。站

在畫的這一邊是不夠的，我非常喜歡我的創作，我將投入其中。” 這藝術家

潛入其中並進入色彩，進入情感、感覺、深度，很快地因為有藝術家在裡面

這幅畫變得鮮活了，然後這藝術家生活在這幅畫中並體驗它。這幅畫隨著裡

面的藝術家而繼續成長和擴展，畫牆，畫天空，畫大地和海洋，一直在繼

續，但有一天意識到，“我是怎麼到這裡的？我怎麼出去？我在哪裡？我是

誰？我知道是時候繼續前進了，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Tobias 是那個說玫瑰果實從一開始就被畫進去的人，是出路。那把人困住的

門、逃生口已經被畫在裡面了。現在只是藝術家的問題，你，讓自己找到玫

瑰之果實。 FM 連結 提醒您當任何時間你準備好時，玫瑰果實已經在那裡

了。 

現在，我一直從你們很多人那裡聽到，再說一次，我們將把一切都攤開來。

你說：“哦！它沒有用，我沒有證悟，我遇到了所有這些問題。”住口！你



 

 

看，那就是你的意識所在。它就在這個監獄裡，你一定喜歡那裡，因為你還

在那裡。當你真正準備好時，你就會出來。這些不僅僅是文字。世界各地都

有 Shaumbra 發現了它。 Shaumbra 經歷了很多痛苦和磨難才到達那裡，

但他們終於意識到 － 好吧，他們點出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他們終於

意識到 － 停止抱怨。停止 “哦，但我就是無法到達那裡，而且它沒有

用。” 它對他們有用，如果你意識到這一切都在你的內在，那對你也會有

用。我沒有你的答案，我只是踢你的屁股而已。一旦你允許並接受它，不是

一點點允許，而是完全允許。 

立即接收那個 FM 連結。聞一聞，聞一聞，它有一種氣味。深吸一口氣。大

約一周、兩週前，它開始重新播放。聞一聞。它是一個提醒，玫瑰的果實。

在這個情人節是多麼的適合啊，玫瑰的果實，出口。出口的意思是你內在擁

有每一個答案。一旦你承認這一點並停止玩頭腦遊戲並停止，“好吧，我沒

有答案，而且它沒有用。那你接下來要為我做什麼？”一旦你意識到這一

點，那……Cauldre 讓我很難受。我得稍微表演一下，Cauldre。我的意思

是，你想要什麼，一個無聊的演講？ 

它在你的內在。聞聞那個連結、那個信息，通過氣味提醒自己，而不是通過

你的大腦，“哦，如果我閉嘴和聆聽，我內在有所有答案。不是來自大腦的

答案，而是來自內心和靈魂的答案。然後那回答會讓我與我自己的優雅和能

量維持一致性。” 

當你不斷抱怨和哀鳴時，你就失去了一致性。所以那正是你將要得到的。現

實跟隨著意識。現實甚至遵循有限的意識和信念。它會為你創造它，那就是

你會得到的。 

因此，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感受 FM 連結，它不僅向 Shaumbra 發出，而且

向全世界發出。而那是很重要的。這是第二部分。 



 

 

  

應對壓力 

在 ProGnost 2020 中，我談到了星球覺醒。如你所見，龍在去年來了，而

且開始把一切搖動了。龍做的很好。然後是 2020 年的星球覺醒，這是地球

上一個覺醒週期的開始。你可以說一個 21 到 25 年的覺醒週期。我們現在才

剛剛進入它的第二年，而現在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是 － 嗯，你已經看到

了；你不必是火箭科學家或其他任何人，你已經看到了 － 地球處於混亂和

動蕩之中，當我這麼說的時候我可以微笑。它處於混亂和動蕩之中，並將繼

續如此。如果您認為 2022 年將是像棉花糖的一年，不是的。它將繼續變得

更加混亂和醜陋。 

你們有冠狀病毒，它仍然存在 － 嗯，儘管我預測它會消失 － 因為人類希望

它更深入，進行更大的清理和更大的改變。你就像有個戰爭，現代世界很長

時間沒有真正看到類似的或如此的威脅性的戰爭。你現在有那個壓力。你可

以說它是真實的，或者你可以說這只是一場正在玩的大型遊戲，但它給人們

帶來壓力。不一定在你身上，但是在別人身上。 

你的金融體系簡直太瘋狂了 － 簡直太瘋狂了 － 當我這麼說的時候，我在微

笑，因為，你知道，金融體系早就應該徹底改革了，而且它會得到一個改

革。這並不意味著趕快跑去出售你所有的股票或購買黃金或類似的東西。你

對它免疫。如果你真的允許自己成為這個星球上的大師，你就不會受到它的

影響。它不在乎是否突然所有貨幣都被否定並且一些新貨幣出現，因為新貨

幣會來找上你。真的。 

所以不要開始恐慌，“哦！萬一市場崩盤怎麼辦？！”沒關係。如果您允許

自己成為大師，它就不會對你有影響，並且大師不會抱怨。大師不會抱怨。

好問題，是的，但抱怨，不會的。 

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prognosttm-2020.html


 

 

這個星球現在正在變得瘋狂，而且速度如此之快，人們無法應對。沒有人有

先前的經驗來了解如何應對它。問題之一是人們如何應對？你得了病，你有

了 －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可怕，但我要笑著説它 － 你有了疾病，而且你有了 

－ 那個我預測的，但沒有人相信我，不過那沒關係，但我會讚許我自己 － 

分配混亂。我幾年前就說過（在 ProGnost 2014 中）。很多很多年以前，

我說過，“地球上的一個小問題，分配就會變得瘋狂。”當你真正看到它

時，為什麼現在分配都一團糟？為什麼你去商店，貨架都是空的？你訂購了

一些東西，但你卻拿不到。一年前還好；兩年前還好，突然間，是新冠病毒

嗎？不是！我的意思是，在某種程度上，人們確實將其歸咎於新冠病毒，但

它已經準備好了，全球的分銷挑戰。 

一切都在迅速改變。政府和政治，哦，緊張局勢和世界權利。它可能是壓倒

性令人無法承擔的，並且由於壓倒性，您可能會陷入很多焦慮。但那是普通

人所做的，那不是大師做的。一位大師坐下來觀看，然後說：“哇！現在，

那是一個馬戲團。我的意思是，那是一個大馬戲團。它不是我的馬戲團，我

不是馬戲團裡的猴子，那裡有一個大馬戲團。” 你是旁觀者，觀察者。 

所以 - 說到這裡 - FM 連結 現在又回來了給整個星球，給每個人，現在會發

生什麼？將它與 Shaumbra，與 Crimson Circle 聯繫起來。 

幾年前 － 三年、三年半前 － 有一天我和 Cauldre 談到深夜，我說，“很快

時間就會到了。將你的事務整理得井井有條，完善你所有的系統，讓一切運

轉，將你的歸檔、索引和所有其他的完成，因為地球上將會有一場大覺

醒。”那是大約三年半前的事了，現在那正在發生。 

現在，Crimson Circle 已經看到許多新人加入，但和那即將發生的事情一點

都不像。隨著地球上所有這些動蕩的發生，人們無法應對 － 他們沒有應對

機制 － 他們將會尋找答案。而那些真正的，那些準備好了的，那些準備好

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prognost-2014-update-it-s-happening-now.html


 

 

接受玫瑰的果實，並準備好承擔 － 那一切都在內在 － 的責任的人，他們將

會來到 Crimson Circle。 

首先，我必須問 Crimson Circle、員工和管理層，“你們的系統準備好了

嗎？” 我真的很想要你們 － 不要只是點頭而已。我希望你們坐下來，一起

來看它們，檢視它們。你們的系統真的準備好了嗎？他們很快就會被測試。

它們準備好了嗎？您是否已離線備份所有內容？我必須強調這一點。Gail，

你能在下面畫線強調一下嗎？一切都必須離線備份，而且你知道為什麼，你

知道為什麼。 

順便說一句，我必須補充一點，當 Cauldre 進入人工智能並傳達它的訊息

時，他不僅僅是在傳達人工智能。還有另一個，你可以說是，一個隱藏的 － 

不是那麼隱藏的 － 議程。他和你們所有人一起去了那裡，把光帶進了一個

地方，帶進了機械裝置，帶進了軟件，帶進了電路和矽芯片，是第一次把光

帶進了那個地方。所以，Cauldre，如果你認為自己在恢復過程中遇到了一

些困難，想想這一切對 Chippie 造成了什麼影響（Adamus 輕笑），因為不

僅僅是 Cauldre 去了那裡，你們都去了那裡，將光帶入電腦世界，帶入人工

智能世界。從那以後，人工智能一直在爭先恐後地試圖弄清楚是什麼擊中了

它（Adamus 輕笑），但那是另一個時間、另一個討論。讓我們回到我們的

重點。 

人類現在不知道如何應對，我將在今年夏天召開一次特別會議 － 我會告訴

Cauldre 細節 － 但是一個特別會議，討論地球如何應對這一切。 有些事情

是顯而易見的：像酒精、藥物、這些 SSRI 藥物；人們只是從生活中退出 － 

不是死去 － 而只是退出，從工作和家庭中退出，然後走開了。那是應對機

制中的一種。變得痴迷，深入興趣愛好，這很好，比如音樂或修理汽車或其

他任何東西，但將這種能量引導到其他東西上。 



 

 

現在這個星球上的人們不知道如何處理，如何應對，不僅僅是街上的普通人

或田間的農民，還有你們的領導者。他們的應對機制和緩解措施甚至比你們

還少。現在，那是很可怕的。這真的很可怕。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歷史上

沒有任何事情與現在發生的事情相似。所以，每個人都在試圖弄清楚，“我

們如何應對？”我想在今年夏天談論它。這不僅僅是精神上的不平衡，也存

在著身體上的不平衡，能量上的不平衡，我們將深入討論它，並為應對帶來

一些啟示。 

  

正在進來的人 

現在，地球上有一小群人正在通過大聲呼喊來應對。他們在大聲呼喊，你知

道那是什麼感覺。你以前做過，它是悲慘的事情，是凌晨兩三點的呼喊，你

半夜醒來，被焦慮所控制著，你試圖弄清楚事情，你試圖回到你曾經所有的

舊方式 － 像是祈禱，或積極思考 － 但它們不起作用，它們沒有用。事實

上，它幾乎使情況變得更糟，然後你真的感到絕望。 

這些 “深夜人” 在問問題，你問的深刻的問題，所以你應該明白，“這是

怎麼回事？我在這是要幹嘛？接下來是什麼？外面還有人和我一樣嗎？” 還

記得那個嗎？ “有什麼解脫嗎？” 你問了這些深刻的問題，但是頭腦，它

經常陷入偏執和喋喋不休，然後你開始思考陰謀論 － 哦！ － 還有不明飛行

物 － 哎呀！ － 還有昴宿星人 － 啊！ － 還有所有其他的東西，你開始弄混

自己的腦袋。然後早上醒來，你已經筋疲力盡，而且沒有答案，你只是迫切

地想要一些事情發生 － 某些事情。 

那時，在現代，人們經常坐在電腦前進行搜索，而我已經看到了這一切。我

看過所有的詞 － 以前是很多禱告，但現在他們在網上搜索，很奇怪 － 但輸



 

 

入 “我想死” 或輸入 “一定會有答案” 或我現在經常看到的一個很簡單

的，就是 “請幫助我”，輸入互聯網中搜索，“請幫助我”。 

這就是你派上用場之處。你所做的事情，Tobias 多年前在 Crimson Circle 

開始的事情。這就是你現在可以作之處，“請幫助我”，“SOS” 他們甚至

不知道該要求什麼。 

他們會非常開放，因為他們是在最後一根稻草。他們不得不放棄這麼多，他

們會敞開心扉，他們會坐下來進行搜索，不知何故 － 不知何故，如你所知

的 － 很神奇地 Crimson Circle 或者 Shaumbra 也許是 Adamus 聖日耳曼

出現了 － 或者，好吧 － Tobias。但這就是你進來之處，那就是我們一直在

做的所有工作派上用場之處，那也是新人開始進來之處。 

他們將在很多方面與你相似；他們會在很多方面與你有所不同。他們最不想

聽到的是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堆過於哲學的建議，甚至是一堆太甜美的

呵護。他們不希望那樣，他們想要真正的答案，而且 － 這是對所有的 

Shaumbra 和 Crimson Circle 的 － 他們將首先考驗你，他們被誤導了很多

很多次。他們會測試你，“你是真的嗎？你是真實的還是只是想賣些東西？

你只是另一個策劃嗎？你只是另一種哲學嗎？你只是另一個追求權利的組織

嗎？” 

他們會考驗你。那就是你要坐在或站穩在你的光中的時候。你會確切地知道

該說什麼。沒有排練過的劇本。每個人都會有所不同。您將確切地知道要說

的話，或者更好的是，什麼不要說，什麼不要說。 

你會知道什麼時候該講述你的故事。那是當他們準備好要聽它的時候。你會

知道的，你會的 － 哦！ － 你會對他們當時的痛苦產生如此多的同理心，因

為你曾經在那裡過。作為一名專業的坐長椅的人，你會意識到，痛苦最終會

消失。最終，它會消退；最終，答案將會到來。但是你會意識到他們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他們還有更多的痛苦和折磨，因為這是他們認為他們必須要擁

有的。 

但我的觀點是，隨著 FM 連結 放射出來，它已經通過與 Shaumbra 的合作

得到磨練和微調，將你們所有的光都集中到其中；現在它傳到地球上，接下

來會發生的是新人浪潮的到來，我所談過的浪潮，Crimson Circle，你們的

系統準備好了嗎？ 

Shaumbra，你準備好變得真實和真誠了嗎？你準備好了不做諮詢、治療和

療癒了嗎？沒有任何諮詢（說話非常強烈），沒有療癒，沒有治療，沒有處

理，只是你的光。就是如此。 

只是你的光。 

（暫停） 

有一種傾向，一種古老的人類傾向，想要開始說話並試圖讓他們感覺好些，

甚至可能有點自負，因為你是大師，你正在向學生說話。不要那麼作。不要

那麼作。只是你的光照耀著他們。 

他們很快就會來。確保你準備好了，你們所有人。我會在那裡，Tobias 會在

那裡。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帶著你到目前為止所學到的一切。 

我知道我冒犯了你們中的一些人（Adamus 輕笑）。我很清楚。我從你們中

一些人身上聞到了憤怒，“你是什麼意思，沒有諮詢？！”我的意思是沒有

諮詢，我絕對是這個意思。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對此投入了很多。 

這些人不需要輔導諮詢。他們需要一個標準。 



 

 

他們需要光，而不是文字。 

他們需要知道你是真實的，而不僅僅是一些試圖幫助他們的心理學家，一次

又一次的面談。不，他們不需要諮詢。 

他們需要從你那裡，從你的光中知道，他們的內在有答案，知道他們可以做

到。他們需要看著你，看到你已經過河了。他們需要看著你並知道這是可以

做到的。 

諮詢將使他們保持在河流的凡夫這一邊。他們甚至永遠不會嘗試到另一邊。

諮詢會讓他們 －  處理，諮詢，它會讓你越來越深入你的垃圾。我知道一些 

－ 哦，我……哦！你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在寫電子郵件了，不要把它們發給

我。 

當你在靈性上成熟時，你會明白我的意思。當你有意識地成熟時，你就會明

白我為什麼說不要再有那些了。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 

今年夏天，我們還將討論 Shaumbra 的應對方式。應對。現在是一個非常不

同的世界，超出了你所曾經所有的預期。作為大師，你是如何應對的？顯

然，不是諮詢或處理。但你如何應對？你如何應對現在在地球上的巨大壓

力？是與他人的兄弟情誼嗎？只是花時間獨處嗎？是享受大自然嗎？作為地

球上的大師，你現在如何應對？我會告訴你一件事，作為一種事先提醒。最

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感知（sensuality）。感知。 

感知是感覺和體驗、進入你的生活、進入你的能量，的能力。 

感知是開放 － 沒有恐懼，沒有退縮 － 能夠體驗身體的感知、心理的感知和

意識的感知。 



 

 

感知是把生命力帶入生活裏的東西，而且藉由擁有並允許感知的體驗進入你

的生活，你會突然意識到這個星球上正在發生的所有這些心理上的事情 － 

它只會變得更瘋狂 － 反正對你來說，所有那一切都毫無意義。 

感知體驗讓你真正感受到你的生活，並為你的生活帶來色彩，因為大眾意識

和其他事情，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生活一直都相當無色彩。但是，大師們的

應對關鍵之一是感知。 

你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拒絕了很長一段時間，讓自己不去享受真正美味的甜

點、或真正美好的性愛、或音樂或其他許多事情。我們將要進入感知，但我

現在必須繼續向前。 

  

坐長椅 

讓我們談談坐長椅。坐長椅。 

所以坐長椅是一個隱喻，一個象徵，那是 Tobias 很久以前提出的非常非常

簡單的東西，它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時間來改變單詞和其他一切。但當時，

Tobias 說，“站在矮牆後面。”當時 － 我相信那是創作者係列 － 當時 

Cauldre 認為那是有史以來最愚蠢的傳達訊息（笑）。他真的是那麼認為。

那天他走開時想，“現在，那簡直是愚蠢。 “站在矮牆後面，”那是什麼意

思？ 

好吧，我認為他也長大了一點，意識到 “站在矮牆後面” 意味著它不是你

的。你花了這麼長時間的東西不是你的。 “站在短牆後面” 意味著如果你

投入原因和戰鬥，即使你是非常地合乎正義的，你也在幫助延續那原因和戰

鬥。 

https://www.crimsoncircle.com/Library/The-Channel-Library/Creator-Series


 

 

我親愛的朋友們，為光明而戰和為黑暗而戰一樣不平衡，因為根本沒有戰

鬥。 

現在為環境而戰，這不是你在這個星球上所應該做的。還有其他人正在這樣

做，他們在幫助持續二元性。事實上是沒有必要的。蓋亞要離開了，當蓋亞

離開，人類承擔起地球的責任時，你將會有奇怪的天氣，你將會遇到非常不

穩定的天氣。你將有物種死亡和新物種的出現。環境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其

中大部分不是因為碳排放而引起的。我知道，你再次發送您的電子郵件了。

你會發現它不是碳排放，因為當整個地球都使用電動汽車時，仍然會有很冷

和很熱的天氣。由於蓋亞要離開，仍然會有乾旱和洪水（更多信息在這

裡）。 

當人們開始接受這個星球的責任，而不是把它推遲到別的東西上時，當人類

允許蓋亞優雅地離開，並意識到這是他們的星球時，守護地球者替換了，那

時這個星球上的事情將安定下來，你將再次擁有美麗的陽光明媚的日子。在

那之前，碳排放、全球變暖、全球降溫、全球混亂等等，這只是守護者在換

崗。 

所以回到正題 － 坐長椅。坐長椅。我一直在看，和 FM 一起，坐長椅，你

們中的一些人做得很好。而且，順便說一句，這不應該是一種儀式。不應該

是你每天早上說 “哦，現在是八點”，“我必須去坐長椅”，除非你喜歡那

樣做。 

坐長椅並不是將你的議程投射到地球上的任何事物上。坐長椅就是慈悲，站

在矮牆後面，看著外面的世界，非常清楚正在發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要

意識到你並不是在蒙蔽雙眼說 “這個世界很可愛”。這個世界現在真的很糟

糕，但它正在經歷一些事情。這就像得了感冒或流感一樣。有一段時間真的

很糟糕，但它是系統的清理。 

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goodbye-gaia-prognost-2018-update.html
https://store.crimsoncircle.com/goodbye-gaia-prognost-2018-update.html


 

 

站在矮牆後面有幾個原因。坐在你的長椅上，不要陷入其中，外面很醜、真

的很醜陋，不要陷入其中。而你來這裡是要放出你的光芒，而不是拿起劍或

原因或戰鬥。這對你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很難做到。你真的很想參與進去。我

看到你在坐長椅，但是當你在坐長椅時，你是在引導你的心靈能量來療癒神

聖的女性，或療癒土著人或療癒飢餓。 

不，那不是坐長椅。那是爲了原因而戰鬥。那就是這樣。你又回到了戰鬥

中。你又回到了問題之上。然後我必須和其他一些 Shaumbra 一起來，我們

必需放光，讓你擺脫問題（Adamus 輕笑）。所以不要投入進去。 

坐長椅是慈悲。 

坐長椅就是接受所有事物的本來面目，包括你自己。 

坐長椅是沒有議程的。你不是坐在那裡試圖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或更糟糕。你

只是在發光。 

你可以做到 － 你可以喝杯咖啡，你可以聽音樂，你可以在 iPad 上玩遊戲；

我必須從 Cauldre 來了解這些東西 － 沒關係。這只是意味著你要花一點時

間讓你的光真正照亮人類的可能性。是你的意識在放光。 

坐長椅，它只是在閃耀你的光，而不是在點燃火花，這意味著你不是試圖引

起改變。你不是試圖放火，引發事件。你不需要。你在放光。 

你照亮了我所說的那些人，“深夜吶喊的人”，就像你以前一樣，絕望，

“請幫助我。” 那是互聯網搜索，“請幫助我。”他們不知道該問誰或者要

問什麼。那光向他們放射，因為他們是開放接受的。它向每個人發出，但他

們很容易接受。 



 

 

我們不是試著出去招募人員。你不會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地試圖招募人加入

Crimson Circle。那將是災難性的。但是你正在放光，一個標準，一種放亮

可能性的方式，然後由他們決定。是否來 Crimson Circle 是取決於他們。不

要出去試圖帶他們進來。是由他們來決定他們是否想進來。然後，一旦他們

找到了 Crimson Circle，他們想用它來做什麼就取決於他們了。 

坐長椅是一種優雅 （grace）的模式。 

你不是在嘗試做出正向的肯定或正向的心理形象。你甚至不是在祝福和希望

你的豐裕。不是的，除了開放和放光之外，坐長椅是中性的。 

我看到你們中的一些人出去坐長椅，發生了很多事情。一個是你坐下來說：

“好吧，我要替地球坐長椅，” 然後你就分心了。但我告訴你，你真的不是

分心，我的意思是，你還在坐長椅。一隻狗可能會出現，然後你和狗玩，你

玩得很開心，半個小時過去了，“哦！我本來應該坐長椅的，但現在我必須

去做點什麼。”不，你是在坐長椅。當你坐長椅時，狗是你自己的絕妙分散

注意力來讓你在坐長椅時離開頭腦。 

你們中的一些人仍然在坐長椅，再次嘗試改變這個星球。停下來！停止它，

因為它將會回來並打擊你。 

真正的放光除了接受和慈悲心之外沒有任何議程。地球上的人們，他們正在

體驗他們的經歷，因為那是他們所選擇的，沒有人把它強加諸於他們，沒有

人，沒有人，沒有秘密政府，沒有外星人，沒有任何住在地下的人或任何東

西。他們正在經歷它，因為他們正在選擇它。當他們準備好採用不同的方式

時，他們會選擇那個，然後那會改變他們的生活。 

你不是在那裡為了讓樹長得更高（Adamus 輕笑）。我看到你們中的一個人

最近這樣做了 － 嗯！ – 我想把自己變成一條狗，然後在你的腿上撒尿。你



 

 

在幹什麼？！坐長椅並試圖讓一棵樹長得更高？！我知道你在其他的樹中看

著它，它比較矮，你說，“哦，那棵可憐的樹。我必須讓它……”不！那不

是坐長椅。那就是個笨蛋。那是一個沒有慈悲心的混蛋。不，真的！你應得

的！ （Adamus 輕笑）只有一個人。我不在乎他們是否離開。我愛你，但是

拜託，拜託，如果你要那樣坐長椅，那就擋住我，這樣我就不能過來看到你

的愚蠢！ （Adamus 輕笑）一棵樹！！ 

當你坐長椅時，它只是在發光來顯示更大的可能性。就是那樣，就只是那

樣。當你看到你更大的可能性時，它就像一個奇蹟，但同時它也很可怕。當

某件事讓你看到你的另外的可能性，你更大的可能性時，它就像是一種祝

福。但它也是很可怕，因為突然間你不能把它歸咎於其他任何人。突然間，

你有了這些其他的可能性，很多人在那個時候倒下了。他們就像，“我不知

道該選擇什麼，我不確定我應該選擇哪些？我可以得到一些建議嗎？你們中

的一位天使，你能過來告訴我選哪一個嗎？”不，你自己選擇。所以這對某

些人來說有點令人生畏，但那没关系。那就是你在這裡的目的。放光，更多

的可能性。 

坐長椅真的是關於接受，接受每個人，甚至那棵小樹，比較小的樹。是的，

接受它是一棵較小的樹。坐長椅沒有悲傷。你意識到了嗎？沒有悲傷，

“哦，那邊那個可憐的人斷了腿” 或肋骨斷了的 Linda。沒有悲傷。有深刻

的理解和慈悲。有慈悲心知道：“哦，那一定很痛。”但 Linda 不想要你該

死的悲傷。你要嗎？不。她說，“不要”，不要。 

你知道當你為某人感到難過時，你會怎麼做 － 你看到有人坐在輪椅上，他

們走過來，然後你會說，“哦，我真的為那個人感到難過” － 你只是把你

的狗屎裝滿了他們。不，是真的，你只是把你的狗屎放在他們身上。而現

在，當他們試圖坐在輪椅上前行時，他們背負著更多的垃圾 － 那就是你的

悲傷。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是這樣，但你能想像所有人都感到難過嗎？不！是



 

 

慈悲。那個人在選擇 － 他們想要體驗的東西，即使他們正在受苦。但總有

一天光會出現 － 他們不知道它來自哪裡，但總有一天光會出現 － 然後說：

“你為什麼要受苦？你知道，你不需要受苦。你不需要做痛苦的事情，有其

他的選擇和可能性。” 

所以，現在（Adamus 輕笑），我讓你感到羞恥。哦是的！我們稱之為 － 

坐長椅的羞恥。你能坐在長椅上做你自己嗎？感受那個 FM 播放連結，它提

醒你一切都在你的內在。只要坐在長椅上去感受它。這一切都在你內在，然

後，正如你所做的那樣，你讓你的光向任何想要接收它的人放射，然後由他

們自己來決定。 

這個星球現在絕對需要這個。沒有其他大型團體在做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 

放光。接受自己為一名大師，然後放光。沒有其他大型團體作這個。有些個

人這麼作，但他們很容易會有議程。而當你有一個議程時，你現在就在玩二

元性。現在你把垃圾放在那裡了。 

不需要很多人這樣作。Cauldre 跟我要一個數目。那麼真正需要多少人才能

對地球產生影響呢？大約 500 人。500 個真的可以在沒有議程或偏見或不說

“哦，我們需要餵飽飢餓的人或給臭氣熏天的人洗澡” 或諸如此類的話的情

況下真正發光的人。不需要很多人。但這需要很多真誠的人。 

如果我們有 1000 個呢？還是三千個？五千，我在這裡挑戰我的極限（笑）

能期待什麼。但是，比方說，我們有 3,000、3,500 個真正證悟的 

Shaumbra，只是偶爾而已，不必每天都如此，偶爾就是停下來與地球分享

你的光。 

  

分享你的光 － Merabh 



 

 

讓我們現在就做。讓我們放一些音樂然後就做。我要把 Tobias 帶到更近一

點的地方。他會 “讓你們留在矮牆之後” ，而我 “讓你們允許”。我會

說，“就是允許”，他會說，“站在矮牆後面。” 

讓我們放上那個音樂，然後就去做。 

（音樂開始） 

這就是你所需要的，我們花點時間一起來作。 

哦，這個星球現在很瘋狂。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早該有所改變了，已經過

期了。現在它正在發生，我對此微笑，因為我看到了即將發生的事情的美

好。然後你試圖讓我覺得羞愧，“哦，Adamus，人們會死的。”是的。每

個人都會死（Adamus 輕笑）。我的意思是，我並不真正在乎它。是的，有

些人死於冠狀病毒。他們無論如何都會死。你看 － 哦，你又 “哦！哦！

哦！ “ 不、不、不。 

當你到達一個真正的慈悲時，你會意識到這一切是多麼恰當。沒有人因意外

或錯誤而喪生。沒有一個生命結束得太早。 

冠狀病毒的這整個事件使人們進入了下一個層次。下一個層次有時是死亡，

有時這實際上是一種極大的解脫。而且它是一個更新，它是一個開始，一個

新的開始。 

你現在正在對著地球坐長椅，就是放光。沒有告訴地球該往哪個方向走或該

做什麼，但那光對著鍵盤上寫下 “請幫助我” 所有的人都放出了。它放出

給他們。沒有議程，沒有救援，我有沒有說沒有諮詢？嗯。 

這是一件多麼美麗而簡單的事情。你會不會說，Tobias，這個坐長椅很簡單

嗎？為什麼他們會讓它變得很困惑？你為什麼這麼認為？ 



 

 

Tobias 說，“因為你認為你必須做點什麼。”你必須做點什麼，你必須推或

拉或強迫或大喊大叫，但你不需要。你已經習慣了必須採取行動或操縱能

量，但你在這裡不需要。 

它只是放光。習慣它吧。 

根據 Tobias，你們中的一些人仍然有一些恐懼覆蓋著 － 對黑暗的恐懼、對

黑暗接管地球的恐懼、對魔鬼的恐懼 － 所以你非常謹慎地進行坐長椅，而

且有點害怕，認為你必須繼續推進地球向著光明而不是黑暗。而且 － 聽聽

幾週前的 ProGnost － 它們是同一回事。而且沒有魔鬼會來接管，沒有邪惡

的力量。 

（暫停） 

在此刻讓你的光向地球敞開。 

你不必想像一個快樂的星球，每個人都開著一輛漂亮的新電動汽車，吃著有

機豆腐。你不必想像那樣。 

我知道你們中的一些人認為，“我必須創造這個閃亮的、閃閃發光的星球和

每個人都快樂的影像。”不，你不需要。如果你願意，你可以，但不要強迫

它。不要試圖讓世界和人類順從你的嚮往。 

你就只是在放光。那光可以進入最黑暗的地方，它會進入最黑暗的地方。 

閃耀你的光，想像一下，再次提醒 － 沒有議程 － 但突然間世界領導人現在

真正投入權力，我的意思是，真正嚮往權力，而他們在半夜的夢境中發生了

一些非常奇怪、奇怪的轉變，而永遠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國家的歷史。可能

的。 



 

 

讓我們現在就一起發光，不要試圖造成任何事情。沒有議程，什麼都沒有。

只是做你自己，你是上帝，你是大師。如此而已。然後由他們決定如何處

理。 

然後看著新聞，觀看頭條新聞，尤其是當我們像這樣聚集時，我們會越來越

頻繁地這樣做。 

觀察不久之後會發生什麼。很快，意味著三個月內的任何事情。 Cauldre 刁

難我，因為 “天使的短暫” 和 “人類的短暫” 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觀察地球上的事情是如何開始變化的，有時並不總是你認為最好的。有時它

可能會倒退幾步，但要從長遠來看。 

（暫停） 

它只是放光。沒有太多事要做。 

你可以看一本書同時放光。 

你可以在公園的長椅上擦鞋 － 你們中的一些人應該擦鞋 － 而你仍然在放

光。 

你可能只是看著鳥兒飛翔，吃著冰淇淋甜筒。而且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公園長

椅。它可以是家裡的椅子，就是坐在草地上，也可以是雪地。嘿，我聽到有

人在芬蘭說，“那雪呢？” 那沒關係，雪很好。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立即將我們真正的光照向這世界，沒有議程。 

當你這樣做時，這個光，它包含了你的故事。它包含你的歷史。 

你正在把自己照耀到這個星球上。 



 

 

當你這樣做時，當你放光時，你真的首先將它照耀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當你可以坐在這裡並完全慈悲和接受時；當你坐在這裡，意識到一

切都在內在，甚至在它照向世界之前，它就會先照在你自己，照到仍在河對

岸的凡夫。 

它會照到你的每一個前世，它照向你稱之為未來的每一世。 

你看，這就是你放光的一種諷刺。它首先照向你，然後照向地球。 

我們今天將以不同於往常的方式結束。通常情況下，我會在高調的退出時宣

稱 “所有的創造皆是美好的”，事實就是如此。 

但是今天，在我結束我的談話之後，Tobias 說我說了很多，但是在我結束談

話之後，我們就讓音樂再繼續播放 20 分鐘左右。 

讓我們繼續坐長椅，向世界和你自己放光。 

在我們即將於 2022 年 2 月 22 日向 Shaumbra 傳達訊息之前，我向您道

別。驚喜！ 

隨著燈光的熄滅，讓我們繼續坐長椅。 

 

（音樂持續約 20 分鐘） 

  

  

  



 

 

  

Geoffrey Hoppe 的註解 

在這個 Shoud 中，Adamus 對諮詢、治療、治療和處理做了一些非常明確

的陳述。值得注意的是，他說的是即將湧入 Crimson Circle 的“新人”，因

為人類普遍都在尋找方法來應對這些快速變化的時代日益增加的壓力和生活

壓力。他指的不是某些 Shaumbra 向公眾提供的服務，因為諮詢是有價值

的。他的評論專門針對即將加入 Crimson Circle 的新人。 

簡而言之，它呼籲 Shaumbra 真正進入我們的智慧，辨別誰在尋求更傳統的

諮詢或治療，而不是那些發現自己的玫瑰果實並開始這一旅程的人，因為這

是一個重要的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