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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 

啊 ! 現場觀眾（笑聲）。啊！我一直在等待這個（觀眾的歡呼和掌聲），等

待著回來與我親愛的 Shaumbra 在一起。啊! 

現在，當然，我們能量上都在一起，但沒有什麼能比得上肉體的感覺（握住

某人的手），眼睛裡的神情和當我們像這樣聚會時所獲得的直接能量。過去

兩、三年很有趣。嗯。不得不學習很多新的做事方法，必須學習如何在多種

不同方面超越。 

我們稍後會討論這個問題，但是現在，在我們進一步討論之前，我要認可和

感謝親愛的 Linda of Eesa，感謝她在過去幾年中作為觀眾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更多歡呼和掌聲）。觀眾。那麼，Linda，真正接收 Shaumbra 的所有屬

性（Linda 嘆了口氣）並成為觀眾的感覺如何？ 

LINDA：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挑戰。 

ADAMUS：我們有一個小禮物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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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哦！我的天啊！ 

ADAMUS：……為了你所做的工作（Kerri 帶來了一個帶鮮花的大花瓶）。 

LINDA：哇哦！ 

ADAMUS：十二朵美麗的紅玫瑰（更多掌聲）…… 

LINDA：哦，哇！ 

ADAMUS：……給親愛的 Linda。是的。 

LINDA：美麗的深紅色 （crimson）玫瑰！ 

ADAMUS：是的，你可以感謝我，而不是感謝 Cauldre。 

LINDA：哦！ 

ADAMUS：這是我的主意。 

LINDA：非常感謝！ 

ADAMUS：是的。 

LINDA：我可以把這些留在這兒嗎？ 

ADAMUS：請，就在那兒。 

LINDA：哦！如此美麗！ 

ADAMUS：我們想正式認可你在提問和解答中的表現。你一直就像是受到我

攻擊，得到 － 不是虐待，但是 － 是的，好吧，在這段時間裡受到虐待（有

些輕笑），並且做得如此出色。現在，我們希望您繼續參與 Shaumbra。 



 

 

LINDA：哦！ 

ADAMUS：但是現在…… 

LINDA：哦，好吧。 

ADAMUS：……你可以深吸一口氣，親愛的 Linda，然後稍微退後一點。 

LINDA：好的！ 

ADAMUS：你不必承擔那個（她的呼氣聲可被聽見）巨大的責任。是的，非

常感謝妳。 

LINDA: 再說一次，這是我的榮幸。 

ADAMUS：（清嗓子）對不起（再次清嗓子）。嗯嗯！ Cauldre 的聲音在

科羅拉多州這裡變得如此乾（他的聲音聽起來很緊），經過好久好久待在溫

暖潮濕的熱帶地區。誒！是的！ （Kerri 帶來了他的咖啡）。不是我需要這

個，但 Cauldre 會喜歡它。謝謝你。 

KERRI：你想要這所提供的點心嗎？ （給他一份甜點和咖啡） 

ADAMUS：是的，我喜歡。謝謝（有些輕笑）。她怎麼知道的？她一定是通

靈的，是的。非常感謝你，Kerri。謝謝你。是的。讓我 － 嗯哼！ – 讓我確

定我的聲音或 Cauldre 的聲音比較好一點（他喝了一口）。啊！人類的咖

啡。啊! 咖啡是人類最偉大的東西之一，咖啡還有其他一些事情。咖啡是如

此地棒。 

所以，過去這二、三年真是有趣，我不得不說它還沒有真正結束。 

LINDA：啊！ 



 

 

ADAMUS：不，不。還沒結束。你剛剛學會了應對它（Adamus 輕笑）。

在大多數情況下，學會了應對它。還會有更多，而這並不重要。沒關係的。

你會發現世界上的事情變得越來越瘋狂，但這並不重要。 

  

Shaumbra 評估 

讓我們退後一步，為我們一起作為 Shaumbra 的幾年時光做一點評估。嗯，

首先，1999 年，1999 年 8 月，Tobias 來到這裡與大家聚會。很快就到了

我們的周年紀念日了。他向 Shaumbra 發出了邀請，他和大天使 Gabriel 一

起吹起了號角，但是，當然，Shaumbra 聽到了嗎？沒有，沒有（笑聲），

沒有（Adamus 輕笑）。Gabriel 吹啊、吹啊、吹啊、吹啊，直到喘不過氣

來。什麼？什麼？” 

但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就像是那火花自己就被點燃了。玫瑰 － 你知道，

有點像那玫瑰的香味，“Shaumbra，醒來聞玫瑰”，“回家吧”，正是這

些和互聯網在 1999 年、2000 年把 Shaumbra 帶回來，聚會就繼續著。多

年前你放出的能量，它以恰到好處的共振和頻率持續著，來吸引對的人。這

與群體的大小或類似的事物無關。這是關於那些真正準備好要經歷他們的覺

醒的人，不僅僅是覺醒，還有接下來的步驟 － 釋放。 

所以，在聚集的呼喚出來之後 － 那呼喚仍然在那裡，它幾乎就像一個燈

塔，這是 FM 在他的工作中所做的事情。它在說，“如果你準備好了，如果

你真的準備好並且你不喜歡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你真的準備好要經歷一些

艱難的內在的東西，那麼這就是你來的地方”。這是一個沒有冠冕堂皇的理

由的區域。你來這裡，你們這些新人，帶著一些美麗的辭藻，你會很快地學

到，這是一個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區域。以前我必需點破你，但現在其他

的 Shaumbra 會點破你。 



 

 

因此，在聚會的招喚之後，有一段很常時間的放下。還記得嗎？哦，你還在

裡面（Adamus 輕笑）。放下。哦，Tobias 和你談過這件事 － 放下並允許 

－ 然後他和你一起工作，讓你知道你真的一點也不瘋狂。一點也不。這正是

你所正在經歷的。真正的瘋狂是只是接受 3D 現實中的生活，而不是超越。

你根本沒有瘋。當然，你們是先驅者，但並不瘋狂。 

花了一段時間，很長一段時間，來放下，你們中的一些人還在做。對此我會

說，“放下它” （Linda 竊笑）不，真的就是這麼簡單。有時會留在它裡面

和這種痛苦、疾苦，“我有所有這些問題，而且我的父母很糟糕，我的一生

很糟糕”。克服它。我們有很多 － 不，就是這麼簡單。我發表了聲明 － 不

是最受歡迎的人 － 但如果你的生活中仍然存在問題，無論是豐裕還是健康

或其他任何問題，你仍然從中得到一些東西。你仍然從中得到一些東西。好

吧，繼續帶著它吧。但是當你準備好了，你就放下它。就是這麼簡單。你讓

它變得更加困難，你在和自己玩遊戲。就是放下它。沒有陰謀。沒有人聯合

起來反對你。你的肩上沒有什麼令人難以負荷的負擔。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你不必有任何業力。所以，你就是放下它，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我知道這聽

起來很冷漠，還是我只是這麼想？ 

LINDA：嗯，有一些…… 

ADAMUS：你説一會兒，那我就可以吃東西了。 

LINDA: ……那些人在想。 

ADAMUS：那是……哎呀！ （一些零食掉在地板上） 

LINDA：哦，很好。 

ADAMUS：是的。好吧，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可以在這裡吃一點。但這聽起來

像很不在乎嗎？ 



 

 

LINDA: 如果有些人不認識你。 

ADAMUS：如果有些人不認識我。認識我還是認識 ‘我’？ 

LINDA：認識你！ 

ADAMUS：認識我。好的（他從地板上撿起一些東西）。你要嗎？ 

LINDA：不，謝謝！ 

ADAMUS：我就把它放在那裡（他把它扔進花束裏，再撿起別的東西，有些

咯咯笑聲）。你要那個嗎？ 

LINDA：不，謝謝！！ （更多的笑聲） 

ADAMUS：（笑）我就把它放在那裡（笑）。現在，有一個重點 － 我是認

真的 － 到達某一個點上時你會說， “我受夠了，我受夠這些垃圾……” 

LINDA：你說對了。 

ADAMUS： “……和作為一個受害者了。我受夠了。” 

LINDA：你說對了。 

ADAMUS： “接下來呢？” 

ADAMUS：所以，我們從釋放和清除所有這些東西開始。你不需要它。它不

是你的。我知道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但就是放下它，有一天你就會意識

到， “哦，我只是要放下它” 。我並不是說生活中的事情有時不會讓你覺

得痛苦，但人類有一種趨勢會繼續帶著它們。你經歷了傷害、悲傷、痛苦，

不管那是什麼，你經歷了那個驚人的過程，然後你釋放它，你允許它走向智

慧。那是下一步。你讓它走向智慧。你停止留在其中。你停止當個受害者，



 

 

而是說， “讓它變成智慧” ，你的靈魂就會這樣做，你不能這樣做，你的

靈魂做所有的智慧化工作。靈魂只是在等你說： “好吧，我準備好放下這一

切，把它帶到智慧中” ，然後它就會去做。它會從你手中拿走它。然後，當

然，你會試圖抓住它，理解它並證明它的合理性，但你沒有那樣作。你只是

放手，讓它變成智慧。 

再說一次，這聽起來可能有點沒同情心，就像，“哦，你只是不知道我經歷

過什麼”。我最近聽到有人說，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在這個星球了，所以

我不明白你正在經歷的一些事情。我不必在這個星球，我真的不需要。這不

是要試圖理解一切，而是像你什麼時候準備好要放下當一個受害者，什麼時

候要放下沒有豐裕一樣？哦！對於 Shaumbra，這是其中一個巨大的挑戰，

你就是放下它吧。你說 － 你對自己說 － “我準備好要放下了，就是如此，

沒有‘如果’、 ‘而且’ 或 ‘但是’，沒有 ‘也許’ 或 ‘有點’ 或 ‘接

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已經準備好放下了”。然後你就做。噗！來到了智

慧。哦！這才是真正在其中的祝福。你不做智慧化，你的靈魂會作，你的靈

魂將它提煉出來，它去掉了所有的廢話，它拿了所有的小細節，細節，甚至

是隱藏在其背後的人類情緖，並將其帶入智慧。然後，以某種方式來説，你

可以把它作為生命的禮物送給 我是（ I Am）。 

所以……有什麼問題？ 

LINDA：我有個問題，觀眾在尖叫。我聽到，我感覺到，我也知道，但很難

想像一個身患絕症，無法逆轉的疾病的人，他們是要如何做到？ 

ADAMUS：首先，我們給了你這些玫瑰，所以不要再代表觀眾了。 

LINDA：呵呵！！ 

ADAMUS：是的。 



 

 

LINDA：呵呵！ （有些輕笑）嗯，我已經習慣了。 

ADAMUS：那麼，我們可以把這些玫瑰拿回來嗎？ （笑聲） 把它們拿回

去，把它們拿回到花店。 

其次，這是個好問題。我不想在這裏分散太多注意力，但這是個好問題。我

要給出一個答案，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但是那就是接受死亡。接受死亡。

就是這麼簡單。它將會發生。我們將在這次聚會中更多地討論它，但不要再

與這些事情作鬥爭了。而且死亡是一個美麗的過程。我們已經做了 － 我相

信 Jean 這個月挑選了一款產品，它叫什麼？ 

JEAN：簡單的大師。 

ADAMUS：簡單的大師，我們做了一個死亡體驗。我們在你身體死亡之前就

先死亡。因此，如果您對死亡感興趣，請聽聽簡單大師。你將會死，因為它

不是身體物質的東西，而是意識的轉變。所以你會死 － 我不知道 － 你賣多

少錢？ 

JEAN：6 月底前 250 美元。 

ADAMUS：到 6 月底前 250 美元，你會死。多麼划算！ （有些輕笑，

Linda 嘆了口氣）。去殯儀館要貴很多。如今，現在典型的火葬費用是多

少？ （Linda 又嘆了口氣）我不知道，比如兩千美元之類的？你知道。所

以，250 美元，十分之一的價格。 

所以，不，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別和它抗爭了。我們稍後再討論，我知道

我們很快就會有一個天使網絡廣播。這將是要討論的大問題之一。但我們現

在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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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你經由智慧，智慧說，“嘿，我要死了。這個身體，天哪，要嘛被整

合，要嘛我就把它留下來，這無關緊要，但我會死的”。那是一種解脫。你

能想像如果有人說，“你永遠不會死的”？你願意那樣嗎，Andy？ 

ANDY：不願意。 

ADAMUS：不願意，為什麼？ 

ANDY：嗯，儘管生活是很有趣的…… 

ADAMUS：我們可以有麥克風嗎？ 

LINDA：當然。哦，幾個月來第一次…… 

ADAMUS：是的，…… 

LINDA：……幾個月又幾個月，幾個月，幾個月，幾個月，幾個月。 

ADAMUS：謝謝你當第一個破冰（全場掌聲）。 

ANDY：生活真的很有趣。但是，你知道，就像你說的，死亡，你會死的。

就像重生一樣。你可能也會那樣做。 

ADAMUS：是的。這是一個釋放。 

ANDY：是的！ 

ADAMUS：這是一個真正美妙的釋放，放下。是的。好的。謝謝你。謝謝

你。 

所以，你把它帶入智慧，然後一些事情開始發生，你開始意識到你已經帶著

一堆東西這麼久了，你意識到你真的抓住那些垃圾。在某種程度上，經歷那

些，你知道的，就像宣洩過程和所有的處理和其他一切都是一種樂趣。但隨



 

 

後你超越了這一些，然後說，“天哪，那些真的很費力。就像……”它把你

拉住， 讓你無法真正地生活。 

然後，在 Shaumbra 經歷的智慧化之後，現在是時候了解我們正在談論的物

理學、現實的形而上學和現實的幻覺了。我們談論時間和空間，我們正在談

論超越。我們談論同時有多個現實。我們談論選擇你的命運真的是什麼樣，

而不是讓它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真正理解物理學，它們很棒。它們很簡單。你不必是一

個物理學家。事實上，物理學，我們所談論的形而上學比科學更富有詩意。

科學很棒，我愛科學，但科學看著自己。它觀察它認為它正在觀察的東西。

我們用詩意來看我們的形而上學，談論什麼是光，什麼是能量，事物如何結

合成物質，然後最終不是你的思想，甚至不是你的信念而是你的意識會為你

創造你的現實。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很多物理，生命本身的形而

上學。 

最後，有點像把所有這些聯繫在一起，我們現在談到了你真正為什麼在這

裡。不僅僅是來釋放東西。我們必須那樣做，但你在這裡真正是為了要放

光，要坐長椅，成為這個星球上的那個存在。你知道地球會需要它。你知道

這是史詩般的時刻。 

  

你的光的效應 

現在，這個星球並沒有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糟糕。真的不是。實際上，

從統計數據來看，我想可以說是從亞特蘭蒂斯晚期到現在，一個典型人類的

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我知道很多人都尖叫著說：“哦！地球正在下地



 

 

獄”。不，這顆行星過去在地獄中，而這顆行星正在從地獄中出來，但仍然

有很多地獄的痕跡（幾聲輕笑）。 

現在地球上的意識和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事情並不是分崩離析。但要記

住的一件事是，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這並不是說這個星球會下地獄。

事實上，生活總體上是比較好的。不是說它比以前超級棒，而是現在更好

了。戰爭少了，飢餓的人少了。地球上的疾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少。但事情

進展得更快。記住這一點，你知道，當你有時感覺到大眾意識或者你正在聽

新聞，“哦！現在一切都在分崩離析”。不，實際上不是的，它只是進行得

更快。這給人的感覺是你正在失去控制？給人一種你跟不上、一切都會爆炸

的感覺。 

但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實際上，如果你真的去感受它，你的光實際上正在

加劇這個星球上的一些問題。你的光正在造成更多的瓦解。你的光實際上讓

它感覺它進行得更快，導致更多的變化。當你的光放出時，它不是像把這

個，像是美麗、閃閃發光的水或油灑在一切事物的表面上，讓它們更好。你

現在正在動搖事情。當然，不是故意的，但是光，意識放出去，接觸到沒有

那麼多光的地方，我不會稱之為黑暗；甚至可能是邪惡的地方。你的光進入

那裡，它震動了一切。然後，在一種相應的形而上學中，一切都繼續進行得

更快。你的光使事件發生得更快。 

時間不一定會改變，但它會。不是時間走得更快，而是事件的順序發展得更

快。是你的光造成的。所以，再說一次，你讀到了新聞，“哦，我的天哪！

烏克蘭發生了什麼事？能源怎麼了？經濟怎麼了？”嗯，照照鏡子。你造成

了這一切，但只是從光的角度來看。你這樣做不是為了試圖造成任何傷害。

當你的光閃耀時，你就正在這樣做，因為地球上有很多東西準備好要改變。

它們準備好了。它們只是需要一些東西來讓它們發動，來推動它們。 



 

 

人類早就應該重整了。這是驚人的。你還處於這種古老的生物學狀態，實在

是太過時了。它會如何發展？會不會只是一個超級生物？也許是，也許不

是。也許是數據化生物體，也許是一個完全增強型的生物體。但這有關係

嗎？有關係嗎？你知道，你與身體有著這種有趣的愛/恨關係。如果我說，

“好吧，讓我們看看，從現在起 30 年後，人體將只是一種數據化形式”。

你會說，“哦，我的天哪！那太可怕了，那聽起來像是某種險惡的行為”。

但我認為過去的生物體更糟糕（Adamus 輕笑），無論是誰想出了那個（輕

笑）。這就是您將自己嵌入其中的東西。人類可能會變成數據化，它們可能

會被全面性的增強型，它可能是您現在擁有的生物體的試管生物變異體，它

可能是完全的機器人化。都無關緊要。這就是你將意識嵌入其中的東西。因

此，是否是這種生物體並無關緊要。 

關鍵是它的速度越來越快。實際上並沒有變得更糟。所以，請問，你會放下

它嗎？情況並沒有變得更糟。我會提出一些統計數據，我可能會在 

ProGnost，或可能在月聚會中談論，但是，實際上，這個星球上的光和意識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是，你知道，這對某些人來說真的很煩人。不，他

們真的不想那樣。對於一些組織，更不用說任何教會（有些人輕笑），但其

中有一些，他們不想放下，而他們不得不放下。 

一切都在進化。萬物皆有其死，無非是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轉變。生

物體早就該轉化了。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一些疾病的原因之一。它迫使科

學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不僅僅是一種疫苗，不僅僅是一種藥物，而是一種身

體新的解決方案。現在實驗室裡正在做有關身體的事情讓我覺得很神奇。思

維過程超越了像是 DNA 和原子之類的東西，而是對身體的整體改造。很令

人著迷的。 

讓我們乾杯 － 地球並沒有變得更糟，它只是變得更快了。你如何應對它？

你允許（有人說 “喝酒”），你允許。你喝！你喝！ （有些輕笑）喝咖



 

 

啡，吃巧克力，一點酒，很多酒。它只是走得更快。當你不知所措時，我知

道你們中的很多人最近壓力很大。你知道，我也想這樣做，有一個圖表，顯

示每天的 Shaumbra 焦慮水平（輕笑幾聲，有人說 “哦！”）。對，哦！

我們沒有足夠的紙張（更多的笑聲）。 

你知道，有一段時間 Shaumbra 的能量非常放鬆，更加開放，然後最近 － 

尤其是最近幾年 － 焦慮水平飆升。這裏有誰在上個月經歷過焦慮？上個月

（很多人舉手）。是的。好的。順便說一句，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意思是，

那是沒關係的。一點都不要對抗焦慮。退一步說：“是什麼導致了那個焦

慮？”換句話說，它是你的嗎？可能不是。你只是從地球各地感受到它，因

為所有這些變化都在發生，其中許多變化是基於你的光，你的坐長椅，做了

很多這樣的事情。 

有時 Shaumbra 讓我感到很有娛樂性，因為仍然有些人會想，“哦，我們要

坐長椅，我們要向世界發出我們的愛之光。那我們將用獨角獸快遞取代聯邦

快遞，這將是一個美麗的……” 哦，不是的。如果你能退一步看看到底發生

了什麼，你的光放出去，把地球上一些舊系統狗屎踢出去。但那就是你想要

的。你不想只是做好事，和撒上仙塵，因為你知道從長遠來看那是行不通

的。因此，光出去並破壞系統。不是故意的。不是因為你只想炸毀建築物或

把事情搞砸。但那是放光出去的結果。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不，地球並沒有變得更糟。它只是走得更快。而且，再一次強調，記住你來

到了這裡的大局。你回應了那個呼喚，你經歷了很多釋放，然後你到了將它

帶入智慧或將其給予智慧的時候。現在我們正在研究現實的物理學，形而上

學 － 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 － 現在將光放出去照耀到地球上。地球需要它，

它需要意識，不是說它需要保存；它只是需要並且想要意識。 



 

 

同樣的，如果我們要製作一個關於此的動畫視頻。有一天你在坐長椅，坐在

靠近湖邊的公園或其他什麼地方，坐長椅 － 沒有議程，只是讓你的光放出 

－ 然後在這個動畫視頻中，我們跟隨著你放出的光，當光走向世界時，它觸

動了某個人，一個在實驗室工作的物理學家，它觸及了一位致力於某種國際

問題解決方案的政府官員，它觸動了一位銀行家，他正在看著一個真正更加

公平的新系統，它觸及你所在的城鎮或國家的教育系統。我們跟著那道光

走。不管它觸動了誰，它並不是試圖讓他改變，它不是試圖強迫改變。但它

只是將他們籠罩在光中，而在光中，他們突然看到了一種他們可能從未見過

的可能性。一位正在尋找癌症答案的醫生。身體的癌症只是身體交流網絡的

錯誤交流，通常是由憤恨和憤怒等事情所引起的。就是如此。 

所以，這光放出，我們跟隨它，然後它到了一群非常瘋狂、非典型的物理學

家。像愛因斯坦一樣的科學家，他曾經被認為只是一個非常古怪非典型的科

學家。光去到了坐在那裡的這群人，突然，這群人之間閃耀著光，其中一個

人說，“我不知道我從哪裡得到這個，但我突然想到了 － 經過所有這些研

究，所有這些工作 － 那能量只是一首歌，就是如此而已。一首歌，一次交

流”。其餘的人看著他就像他是發狂的，就像他瘋了一樣。但然後他做了一

些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開始唱歌，“能量就是通訊”。我們會提高唱

歌技巧（笑聲）。 “能量…… ” 好吧，我們會努力的（又幾個笑聲）。 

突然間，他們很困惑。他們以前從未見過 Lipschitz 博士在會議中唱歌（笑

聲）。他們很困惑，他們正在聽他在唱一首關於能量和通訊的歌。而且，因

為他們不是在用頭腦談論，他們對這種歌唱的爆發感到有點震驚，突然他們

開始明白了。房間裡充滿了光 － 你的光，他們會說， “它一直都在那裡，

我們如此沉迷於數學、科學、正義以及傳統科學，所以我們從未看到能量只

是通訊” 。 



 

 

然後我們跟著，視頻會跟隨那光回到你坐在公園長椅上，臉上帶著燦爛的笑

容說：“我不確定那光到底在做什麼，但我能感覺到它在做某些事情 ”。六

個月之後你正在閱讀報紙 － 好吧，你在智能設備上查看新聞，不是在你的

陰謀網站，而是真實的新聞 － 突然你看到了這個東西，“由 Albert 

Lipschitz 博士領導的科學家小組，得出了結論 － 能量就是通訊”。世界改

變了，就像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世界改變了一樣。 

順便說一句，這不是一個絕對的理論。這不是絕對的理論。愛因斯坦只是說

它是相對的。這一切與什麼相對？相對論，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麼叫它？

你以為是有關你的親戚（relative）的事？ （Adamus 輕笑）不，不，不，

不。相對論，為什麼這麼叫它？它是相對的。愛因斯坦說，完全取決於觀察

者，它並沒有真正被發表或得到很多的關注。這就是為什麼它是相對的，而

且它可以改變。它可以改變。那個加上一些好的光，它就會改變。哦！我在

這裡有點偏題了。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我必須做我來這裡所要做的事，那就是向你提問（觀眾

說，“哦！ ”）。 

  

Adamus 的遊戲節目 

我們最近在 Kona 的 Shaumbra 亭舉行的一次聚會上，我告訴觀眾我有一個

秘密的願望、一個秘密的熱情 。如果我要回來一世，當然這是永遠不會發生

的，那麼我會 － 有一天你會意識到。就像，“啊啊，不，不”。你可能會

偶爾回來一次，可能是通過傳達訊息者，也可能只是幾天，就像海市蜃樓一

樣。但是回來就像回來那樣？絕不會的，除非你提供我一份非常好的遊戲節

目主持人的工作（有些輕笑聲）。如果我回來，那就是我會成為的樣子。成

為心靈大師？不！不不不。轉世的靈性大師？嗯，不，Tobias 那麼做了。我



 

 

想成為一名遊戲節目主持人。我的意思是，多麼棒的工作。你所做的只是拿

著一些卡片坐在前面，問問題，讓其他人看起來很愚蠢（咯咯笑）。所以這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更多的笑聲）。 

現在，該是“誰是一位大師？”的時候了。好的，我有一份精心準備的問題

單子。我諮詢了 Kuthumi、Tobias 和其他一些靈性大師來產出這些問題。

今天的總體主題是 “全球的轉變（shift）” 。 

LINDA：狗屎（shit）？ 

ADAMUS：轉變。你聽到了。你只是想說 “狗屎” 。繼續，繼續。大聲說

出來（有些輕笑），你知道我想說什麼。你只是想說 “狗屎” ，對吧？ 

LINDA：這不是同一回事嗎？ 

ADAMUS：通常，是的（Linda 輕笑）。好的。 

第一個問題，Linda，準備好麥克風。第一個問題，冠狀病毒（大約在 2020 

年至今）是冠狀病毒導致了這種轉變，還是這種轉變導致了冠狀病毒？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Linda 在把麥克風遞出去。 

JARED：你好。 

ADAMUS：你好。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JARED：哦！我會說兩者。 

ADAMUS：兩者都有。 

JARED：同時都有。 

ADAMUS：當然。這是 ‘和 （And）’。 



 

 

JARED：對了！ 

ADAMUS：為什麼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像， “哦，我必須決定

這個或那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是 ‘和’。他們同時來了。為什麼

雞過馬路？ 

JARED：因為它選擇了這麼作。 

ADAMUS：因為要去到另一邊。 

JARED：哦。 

ADAMUS： Zoom！卡車經過。到另一邊（指向上方）。好吧。當個遊戲

節目主持人真不容易。好的！ （有些輕笑）。那麼，是冠狀病毒導致了這種

轉變，還是這種轉變導致了冠狀病毒？ 

JARED：我會說這是一種轉變，然後它像是經由它所選擇的任何方式表現出

來，那就是冠狀病毒。 

ADAMUS：是的，很好。 

JARED：是的。 

ADAMUS：很好的答案。好的。我們將在同一個問題上試著得到更多答案。

好答案。 

LINDA：好的。謝謝你。 

ADAMUS：他是說這真的是意識，轉變，然後冠狀病毒就出現了，對嗎？好

的。下一個。 

PAUL：可能是任何一種方式。 



 

 

ADAMUS：可能是任何一種方式。 

PAUL：是的。 

ADAMUS：你會選擇哪種方式？ 

PAUL：就看我那一刻的感受是什麼。 

ADAMUS：就看你那一刻的感受是什麼，好吧！這一刻你有什麼感受？ 

PAUL：就在這一刻？ （稍停）它沒有…… 

ADAMUS：是轉變導致冠狀病毒還是冠狀病毒導致了這種轉變？ 

PAUL：嗯，這真的無關緊要。 

ADAMUS：無關緊要。 

PAUL：是的。 

ADAMUS：好的。 

PAUL：是的。 

ADAMUS：好的。好的。 

PAUL：是的。 

ADAMUS：很好。再來兩位，同樣的問題。 

LINDA：好的。 

ADAMUS：哪個先出現？是什麼造成什麼？轉變還是冠狀病毒？ 

LINDA：這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ADAMUS：冠狀病毒是不是突然降臨地球，然後導致了這種大轉變？ 

ALICE：對我來說，感覺就像 － 這個麥克風是打開的嗎？ 

ADAMUS：我們可以給她的麥克風調點音量嗎？ 

ALICE：喂？！ 

ADAMUS：可以了。 

ALICE：可以了（她咯咯地笑）。感覺實際上是一個圓圈。就像，我們做了

一些轉變，然後我們稱之為某種東西。 

ADAMUS：是的。 

ALICE：而那個東西會導致更多的轉變。所以我實際上喜歡 “兩者” 。但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你讓我做出承諾，我會說這是轉變（shift）導致了冠狀病

毒。 

ADAMUS：狗屎（shit）引起的 － 嗯，轉變引起了冠狀病毒。很好。同一

個問題再來一位（幾聲咯咯笑）。 

LINDA：另一個？ 

ADAMUS：是的。 

LINDA：讓我們看看。Alexandra。 

ALEXANDRA：是的，我同意我們的…… 

ADAMUS：請把麥克風的音量調高一點好嗎？ 



 

 

ALEXANDRA：我的嘴還不夠靠近嗎？我認為，如果我們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或提出要求 － 不僅是我們，還有其他所有人 － 那麼它就不會發生，對吧？

這就是分離點的全部意義，在於那些沒有經歷過的人會在其他地方，因為他

們沒有這個要求。 

ADAMUS：當然。 

ALEXANDRA：是的。 

ADAMUS：正確的答案實際上是兩者兼而有之，但更傾向於由轉變引起了冠

狀病毒。這個星球上更多的意識引起了一些事情。你不必知道它會是什麼。

那無關緊要，可能是很多的事情。但是所發生的事情是這種病毒進來了，來

到了地球並造成了巨大的變化。所以真的是這種轉變產生了冠狀病毒，然后

冠狀病毒加強了轉變。所以所有說兩者兼而有之的人，但確實是由轉變開始

的。同樣的，它不一定是冠狀病毒。它可能是很多不同的東西。可能是大地

震、火山或類似的事情。並不是說我預測它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但可能會

發生。 

因此，任何正確地或部分正確地回答該問題的人，請向 Bonnie 索取 25 美

元的 Crimson Circle 商店禮券（Adamus 吹口哨）。是的（觀眾說“哇

哦！ ”和“好啊！ ”還有一些掌聲）Bonnie 看起來像是，“誰，我嗎？” 

是的，你是唯一一個坐在房間後面，可能完成這樣的事情的 Bonnie，。 

好的，下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正在加大它。下一個問題。過去兩年世界發生

了怎樣的變化？ 

ADAMUS：滴答滴答。滴答滴答。Linda？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不僅

僅是簡單的 “是” 或 “否” 。這需要一點思考，Scott 准備好了。 



 

 

SCOTT：是的。我不知道它是否還在。怎麼變化的？ （他嘆了口氣）有點瘋

狂。有一點，但是更多的內省。 

ADAMUS：嗯。嗯。 

SCOTT：多一點的人問 “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在

我自己的生活中？” 

ADAMUS：對。是的。 

SCOTT： “這一切什麼時候結束？” （他輕笑） 

ADAMUS：對的，對的。他們都想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SCOTT：什麼時候結束？是的！ 

ADAMUS：是的。而且，你知道，就像我之前說的，它會継續，還會持續很

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稍停） 

我以前沒這麼說。我最初說它會非常快並且很快地就會結束，但事實並非如

此。而且我也沒有錯。只是人類決定讓它更深入，更持久，因為他們有點進

入了轉變。不，他們喜歡正在發生的事情。 

SCOTT：是的。 

LINDA：進入什麼？ 

ADAMUS：你聽到了。 

SCOTT：（輕笑）哦，天哪。 



 

 

ADAMUS：你聽到了（幾聲輕笑）。所以，一些具體的方面。給我一兩個具

體的方面。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SCOTT：哦。 

ADAMUS：在今天的一張幻燈片上。 

SCOTT：是的，好吧，偉大的罷工。 

ADAMUS：是的，是的。 

SCOTT：辭掉工作。人們真的在說， “我想要在我的生命做什麼？” 你知

道，“如果我不賺錢 － 或者我必須賺多少錢才能真正只是享受生活，而不

是我想每週辛苦地工作 60 多個小時？” 

ADAMUS：是的。是的。你的工作生活怎麼樣？ 

SCOTT：（輕笑）我從沒想過我會像這樣照顧人。我從沒想過我的收入來源

主要是我伴侶的殘疾補助。 

ADAMUS：對。 

SCOTT：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會這樣。我的意思是，從談論

它到現在已經六年半了。 

ADAMUS：對。 

SCOTT：所以那些方式。但它就是，它在我需要的時候會出現。 

ADAMUS：應該是這樣的方式。 

SCOTT：這比試圖賺錢更順利。 



 

 

ADAMUS：是的。是的。你有過賺錢的樂趣嗎？ 

SCOTT： 不是真的。沒有。 

ADAMUS：是的。有一短暫時間，但我的意思是…… 

SCOTT：（輕笑）這有點就像我工作得越多，我賺的越少。 

ADAMUS：沒錯！我要你為全世界重複一遍。 

SCOTT：我為了賺錢工作得越多，賺的越少。 

ADAMUS：好的，每個人（鼓掌），世界上每一個仍然認為你必須努力工作

才能賺更多錢的 Shaumbra，那些現在在經濟上大致上獨立但沒有經濟困難

的 Shaumbra，他們有完全相同的話。他們說， “我工作得越多，我賺的越

少。” 現在，這違背了邏輯，但它實際上是形而上學，因為你允許它來到

你，而不是為它而工作。工作是一個痛苦的概念。就是如此。所以現在你可

以享受生活了。 

SCOTT：太棒了。有點可以這麼說。 

ADAMUS：好的。可以這麼說，是的（他們輕笑）。好的。再來兩位。 

LINDA：好的。 

ADAMUS：是的。那麼在過去的二年裡，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的，先

生。 

PATRICK：我認為這不一定。 

ADAMUS：對。這是典型的 Shaumbra 回答（他們輕笑），你知道，就

像……（有一些麥克風迴音） 



 

 

PATRICK：很抱歉。 

ADAMUS：好的。 

PATRICK：我認為那些比較外向的人，他們被迫待在裡面。 

ADAMUS：對的。 

PATRICK：他們有較少的外面因素進來。 

ADAMUS：那麼現在世界上的 A 型人是不是因為病毒而減少了？ 

PATRICK：是的（他輕笑），我猜是吧。所以他們更專注於房子內部，對他

們來說重要的是什麼，對吧？ 

ADAMUS：對。 

PATRICK：我認為那些已經在房子裡的人，他們以前更像是一個宅男。他們

有點看向外面的世界了。 

ADAMUS：對。 

PATRICK：對。所以，就像隨著烏克蘭的繼續發展，或者他們可能會花多一

點時間在新聞上，他們也想看看關係到他們的事情。 

ADAMUS：對。所以人們更傾向於內在。 

PATRICK：是的。 

ADAMUS：是的。好的。當人們進入內在時會發生什麼？我的意思是，不僅

僅是字面上的，而是比喻上的。 



 

 

PATRICK：是的，他們有點像必須，比如，意識到，什麼對他們來說很重

要。 

ADAMUS：藥物使用量上升。 

PATRICK：是的。 

ADAMUS：是的，是的。 

PATRICK：就像…… 

ADAMUS：不，確實如此。吸毒上升，因為人們真的不喜歡內在。一直向

外，責備別人，而不是審視自己，這是要容易地多。因此，我將製作所有這

些表格和圖表，某種類型的統計數據，顯示這些藥物使用的飛躍性增加，給

我們下次的聚會。 

PATRICK：是的，逃避現實。 

ADAMUS：焦慮、痛苦和其他所有這些事情，破紀錄的增加，飆升，因為人

們必需停下來看看自己，而他們不喜歡那樣做。他們寧願出外，到處走走。 

PATRICK：分心。 

ADAMUS：分心。但是冠狀病毒的美麗，就像你要坐下來感受自己，很多人

不喜歡那樣。但是很多人做到了。這對很多人都有好處。謝謝你。 

PATRICK：謝謝。 

ADAMUS：在一位回答這個問題，然後我們將往前進了。 

LINDA：（低聲）好的。 

ADAMUS：所以過去二年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OLIVIA：嗨。這是好的嗎？ （指麥克風，有技術問題） 

ADAMUS：我們不知道（笑聲）。我們毫無頭緒。而且，你知道，

Shaumbra 對此的回答是， “這有關係嗎？” 

OLIVIA：有關係嗎？不，它沒有關係。 

ADAMUS：有關係嗎？有的。有的，繼續假裝你在向它（麥克風）講話。 

OLIVIA：當然。你好。 

ADAMUS：嗨。 

OLIVIA：所以，現實並不令人滿意。當他們需要停下來看看他們的生活時，

沒有人對他們的生活感到滿意。 

ADAMUS：嗯嗯。沒有人滿意。 

OLIVIA：嗯，我想…… 

ADAMUS：你呢？ 

OLIVIA：不滿意。 

ADAMUS：不滿意。 

OLIVIA：不。它迫使我停下來。 

ADAMUS：你停止了些什麼？ 

OLIVIA：嗯，我正在做一些諮詢的項目，然後就在疫情大流行開始之前停止

了 － 嗯，在大流行開始時，所以我有很多空閒時間。 

ADAMUS：你做了什麼，就坐在家裡聽我說的？ 



 

 

OLIVIA：嗯，事實上，是的（笑聲）。 

ADAMUS：是的，是的（Adamus 輕笑）。 

OLIVIA：那是真的。 

ADAMUS：我知道。是的。聽我説話，跟我聊天，我把我的光帶進你的生

活。結果發生了什麼？你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 

OLIVIA：嗯，讓我有足夠的時間來看看我忘記的事情。 

ADAMUS：像是？ 

OLIVIA：我的夢想。 

ADAMUS：你的夢想。所以你整整兩年都在做夢。 

OLIVIA：不是的。幾乎有 20 年的時間我都寫下我的夢 ，然後我記起我擁有

所有這些材料，所以…… 

ADAMUS：你夢見我了嗎？ 

OLIVIA：（她在想）有幾次…… 

ADAMUS：（低聲）是的！是的！是的！ 

OLIVIA：我想。 

ADAMUS：是的，我想。好的。 

OLIVIA：我想。 

ADAMUS：你夢見過 Kuthumi 嗎？ 



 

 

OLIVIA：沒有。 

ADAMUS：沒有，好的。哈哈哈哈哈哈！ （笑聲） 

OLIVIA：不是真的夢見（Adamus 繼續笑）。 

ADAMUS：是的，很好。所以，夢。你用這些作夢的東西做了些什麼？我的

意思是，這只是夢。你打算用它做什麼？ 

OLIVIA：我可以寫作。我於 2020 年 10 月開始寫作，這很有趣。我非常喜

歡。 

ADAMUS：所以你正在寫一本關於你的夢的書。 

OLIVIA：不是。我在 Medium 上有一個博客。Medium 就像給作家的社交

媒體平台。 

ADAMUS：對，對。 

OLIVIA：我試著用它們做點什麼，但最近我有了一個想法，就是要建立一個

平台，一個網路平台給夢。 

ADAMUS：真的嗎？如果你沒有被迫在家里待兩年，你會這樣做嗎？ 

OLIVIA：不會。 

ADAMUS：不會。 

OLIVIA：我非常確定。 

ADAMUS：所以你會說這可能是一種熱情，做這個是你生命中的一個巨大熱

情嗎？ 



 

 

OLIVIA：絕對是的。 

ADAMUS：是的，並且與他人作有關夢的交流。究竟什麼是夢？ 

OLIVIA：次維。 

ADAMUS：次維。但他們只是夢嗎？它們只是頭腦的故事嗎？他們是…… 

OLIVIA：不是，不是。 

ADAMUS：……只是頭腦在胡說八道？ 

OLIVIA：夢是實際的遭遇。大部分都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彷彿它是在另一個

次維。它不是 3D，但它是一些什麼。 

ADAMUS：最近有多少人做奇怪的夢？我的意思是，真的很奇怪。就像過分

的怪異。是的。是的，因為夢中正在發生一些事情。許多釋放發生在夢中。

很多的行為都發生了。它不僅僅是在這個星球上發生的事情。 

OLIVIA：不是。 

ADAMUS：它在你周圍的所有次維。我們作為 Shaumbra 現在正在做的事

情之一，特別是在即將到來的 Keahak 中，就是超越。這很棒，而且非常出

自內在，非常真實，但還有很多其他事情正在發生。如果你能把這一切與智

慧和理解結合在一起，在其他次維也有很多事情在發生，生活就會變得更加

有趣。不那麼無聊，不那麼乏味。現在你是非常多次維的。 

OLIVIA：這非常非常有趣，因為我知道在夢中發生的很多事情。 

ADAMUS：對。 



 

 

OLIVIA：我的意思是，夢中會發生很多事情。例如，您可以去拜訪不同的世

界。 

ADAMUS：是的。 

OLIVIA：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全球線上平台，那麼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可以把他

們的夢放進去，然後我們開始創造，比如，意識，像全球性一樣，像連接起

來一樣。可能會發生什麼呢？ 

ADAMUS：那麼，你有考慮這樣做嗎？還是你正在做？ 

OLIVIA：我現在正在籌集資金。 

ADAMUS：哦，好的。 

OLIVIA：現在。 

ADAMUS：很好。好的。多少錢？ 

OLIVIA：一百萬美元。 

ADAMUS：一百萬，很好。那是我的確切數字。那就是你所需要的。 

OLIVIA：或多或少，是的。 

ADAMUS：是的，是的。不是，不是。不多也不少。我的意思是，就是這個

數字，一百萬美元。 

OLIVIA：就是這個數字，是的。 

ADAMUS：是的，是的。是的。 

OLIVIA：是的。 



 

 

ADAMUS：很好。那麼為什麼這很重要呢？我的意思是，這只是一種作夢的

東西，但人們會有比擔心自己的夢更好的事情來做了。大多數人不記得他們

的夢。為什麼這很重要？ 

OLIVIA：這就像是用來解釋現實是如何運作的一種方式。如果你了解維度是

如何運作的，然後你去那裡做一些事情，然後回來這裡，突破維度，然後當

你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從那裡帶東西過來。它只是在體驗維度。 

ADAMUS：那麼你會為這個平台採訪我，了解我對夢的看法嗎？ 

OLIVIA：當然，我正在採訪你。 

ADAMUS：是的。你會採訪我嗎？你有打算坐下來採訪 Adamus 叔叔關於

夢嗎？ （幾聲輕笑） 

OLIVIA：是的，絕對是的。 

ADAMUS：很好，很好。 

OLIVIA：絶對地。 

ADAMUS：是的。是的。 

OLIVIA：是的，是的。絕對地。 

ADAMUS：是的。她還沒有考慮過那件事，但我種下了這個想法（笑聲）。

不，我很想談談夢，因為它們不是人們所想的那樣。夢裡發生的事情太多

了。第一，夢是一個大舞台。你可以表現出不同的事情。在你把它帶到這裏

之前你先測試它。通常，你把它帶到這裏時，它會偏離你在那裡排練的內

容，但你嘗試不同的場景。你穿上不同演員的服裝，不同的服裝，不同的態

度，測試不同的結果，然後你看看你能不能把它帶到這裡來。現在，這就是



 

 

訣竅，大多數人卡住了，就是在把它帶回來的時候，當你面對這個現實 － 

大眾意識，首先就不記得了你那該死的夢。然後它失去了意義，它行不通

了。但是有一種方法可以將所有點連接在一起並將其帶到這裡。那就是我們

將在採訪中談論的內容。 

OLIVIA：太好了。謝謝你。 

ADAMUS：很好。好的。 

OLIVIA：謝謝。 

ADAMUS：我喜歡夢。我愛夢。什麼樣的夢可能到來？是的。 

OLIVIA：什麼夢會到來？ 

ADAMUS：是的。好的。 

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前進了。下一個問題是……好吧。啊，哦！這個不錯。

我寫的（有些輕笑）。是什麼導致了當前以俄羅斯和烏克蘭為中心的全球衝

突？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衝突？ 

哦，順便說一下，請向 Bonnie 索取 50 美元的商店禮券（觀眾說 

“哦！ ”）是的。 

OLIVIA：謝謝。 

ADAMUS：好的。這是一個 100 美元的問題。 

EMMA：哦，天哪。 

ADAMUS：那麼，讓我們看看。是什麼導致了現在的衝突？ 

EMMA：不管我說什麼，我都能答對它嗎？ （她輕聲輕笑） 



 

 

ADAMUS：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請站起來吧。 

EMMA：好的。所以，在我看來，這是…… 

ADAMUS：你必須大聲說出來。我們遇到了技術性的問題（一些麥克風迴

音）。 

EMMA：那麼大聲。對我來說，這是由權力鬥爭引起的。 

ADAMUS：權力鬥爭，是的。 

EMMA：人們已經厭倦了這一切。 

ADAMUS：是的。 

EMMA：超級大國與小傢伙的對決，全世界齊心決定他們不會讓它成為一場

更大的戰爭。 

ADAMUS：對。 

EMMA：他們只會逐漸地結束。 

ADAMUS：，如果你看一下這種衝突，有多少能量，像是潛在的能量，有多

少是基於 － 你談到了權力 － 男性的權力？ 

EMMA：哦，是的。 

ADAMUS：男人的權力，男生的權力。 

EMMA：百分之一百…… 

ADAMUS：百分之一百。 

EMMA：……我會說。 



 

 

ADAMUS：我會説它大約 90。 

EMMA：是的，99。 

ADAMUS：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想把這一切都歸咎於這個人。 

EMMA：是的。大約 99。 

ADAMUS：那麼，這場正在發生的危機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你已經提到並説

中了其中一些，但權力。 

EMMA：我認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是 “不再有你的欺凌行為” 。 

ADAMUS：對。不再有欺凌。是的。 

EMMA：整個世界在這方面都同意了。 

ADAMUS：他們是的。 

EMMA： “我們受夠了” 。 

ADAMUS：我的意思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不是很棒嗎？現在，無論如何，

這場衝突幾乎是會發生。所以我不是說它剛剛發生，而是它會發生，因為底

下有很多舊能量，歷史性的舊能量。你知道，業力和背負業力債務不只是針

對個人。它可能發生在國家，這是古老、古老的。加上一些宗教影響，加上

權力鬥爭，加上男生問題，男性問題（輕笑聲）。這些都是 － 它會展現出

來的。 

現在，問題是，當你的光放出時 － 再說一次，我們正在作你放光的驚人視

頻動畫 － 這個問題將會展現。它不得不。它被壓制了很長的時間，不僅在

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而是在全世界。女士們，先生們，內戰仍在進行中，

就在美國（觀眾同意）。它是的。光放出到一些舊戰場。那裡的能量可能像 



 

 

10 年、20 年前一樣平坦。但是現在，那些能量正在奮鬥，因為你的光向外

放出了，你的光在說， “我們必須釋放所有那些舊問題，它們是被卡住的能

量，這些能量在地球上造成了很多痛苦，現在是釋放它們的時候了” 。當你

向外放光時，這就是所發生的情況。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問題 － 業力、男性、舊權力 － 引起了全球關注。現在，

人們會用它做什麼？從人類的角度來看，人們會希望他們會說，“不再如

此，不再有這些戰鬥，不再……” 即使你認為你可以，你也不能侵入他人的

能量。你不能再去試圖從任何人那裡偷東西了。你不能聲稱別人的領土是你

自己的，因為它是象徵性的，與你相似。它是你神聖、有主權的能量。不要

陷入那種讓別人佔領你的領土的遊戲，因為你相信他們可以，因為你相信他

們可以從你身上偷走。現在它正在世界舞台上演出。這真是太棒了。 

所以，對於你們……謝謝。你可以得到 － 我向你保證了什麼？ 

EMMA：是 200 美元嗎？ 

ADAMUS： 200 美元（笑聲）。見 Bonnie（掌聲），或者你可以在它或新

的加密貨幣 Crimson Circle Bitcoin 之間進行選擇。 

LINDA：不要！ 

ADAMUS：拿商店的信用（更多的笑聲）。好的，表中的最後一個問題。好

的。哦！這是一個 250 美元的問題。 

LINDA：哦！來得到我的注意力！ （Linda 和 Adamus 輕笑）。 

ADAMUS：好的。那麼，在過去的兩年裡，你對自己有什麼了解？在過去的

兩年裡，你對自己有什麼了解？Linda，給他（她把麥克風遞給一個不想拿

的人；輕笑聲）。如果你不介意站起來讓每個人都聽到你要說的話。你從自



 

 

己身上學到了什麼？要精華，五分鐘或更短的時間。我可以看出這將是一個

很長的回答。 

MARY：過去幾年發生了很多事情。特別 … 

ADAMUS：如果沒有發生，會不會很傷心？ 

MARY：是的。嗯，尤其是在過去的六個月裡。 

ADAMUS：是的。是的。 

MARY：是的。 

ADAMUS：艱苦的事情？ 

MARY：是的。我在冬天發生了一場非常嚴重的事故，沒有課題 － 而是很多

經驗。 

ADAMUS：對。 

MARY：最後，我被選中了，我遇到了從未有過的自行車大撞車事故。 

ADAMUS：好的。 

MARY：所以現在我是一個真正的自行車手，因為我有傷疤。 

ADAMUS：好的。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MARY：從字面上看，我認為這是很多經驗。這是我以前從未做過的很多事

情，所有這些醫療方面的事情，比如救護車和手術。 

ADAMUS：是的。是的。但能量上什麼真正的發生了？ 

MARY：哦！我從……中釋放出大量的能量。 



 

 

ADAMUS：對！是的！ 

MARY：……像從永遠中釋放出。 

ADAMUS：你為什麼選擇自行車事故，而不是很輕鬆平靜地把它排除在外？ 

MARY：對我來說是更有效。 

ADAMUS: 更有效。或者你傾向於過度思考事情。 

MARY：我？！想太多了？！ 

ADAMUS：嗯！我只是在猜測（他們輕笑）。您將逐步進行。你會考慮它，

然後辯論，然後決定不這樣做。你有點像準備好迎接這個巨大的轉變 － 回

到作夢的事情 － 所以你去到其他次維，你就像， “讓我們表現出一些不同

的事情。好吧，首先我會嘗試通過只是想著我會釋放所有東西來做到這一

點” 。呃！那沒有用。然後你經由， “也許我會通過儀式和儀軌來做到這

一點。” 誒！你試過了，真的很無聊。 

MARY：我很久以前就放棄那些了。 

ADAMUS：是的。然後就像， “哦！稍等一下。我認為自己是騎自行車的

人，而且我還沒有發生事故。哇！多麼好的機會，可以同時作很大的釋放和

引入很多我的神性能量，然後我有傷疤來證明這一點，我可以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講述故事” 。（她笑）你知道，我有點戲劇性，但這正是所發生的事

情。 

MARY：是像這樣的。 

ADAMUS：是的。人們記得， “哦！我必需去看醫生，疼痛難忍，我晚上

睡不著覺，等等” 。這並不是它真正重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是你採取了一



 

 

種戲劇性的、豐富多彩的、一種詩意的方式來放下一堆能量，也帶進來一堆

能量。這是一次完美的能量交換。 

MARY：而且現在是做這件事的好時機。 

ADAMUS：當然！完美的時間。 

MARY：我在冬至出事了，我在春分的時候騎上了自行車。 

ADAMUS：當然！每個人不是這樣嗎？！ （笑聲） 

MARY：我必須讓朋友幫我上下車。 

ADAMUS：當然。 

MARY：但我做到了。 

ADAMUS：但是從中產生了很多智慧，當然，人類會記住痛苦，隨之的那種

無聊或繁瑣的東西。 

MARY：嗯，復健有點讓人頭疼。 

ADAMUS：復健。但是你在復健過程中學到東西。 

MARY：什麼？ 

ADAMUS：你在復健過程中學到了。 

MARY：哦，絕對地！ 

ADAMUS：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你的身體接觸。 

MARY：哦，這太瘋狂了。就像每一天我都可以做前一天做不到的事情。並

觀察療癒過程…… 



 

 

ADAMUS：是的！ 

MARY：……簡直太神奇了。這是奇蹟。 

ADAMUS：看到了嗎？！你安排了多麼美麗的東西。那麼，關於療癒過程，

您會對其他人說些什麼呢？ 

MARY：就是看著它！只是看著它。 

ADAMUS：不要控制它。 

MARY：允許它發生。 

ADAMUS：不要干涉。不 … 

MARY：嗯，不。做你的物理治療，如果你覺得你的醫生值得一試，就做大

部分你醫生所說的。但只是⋯ 

ADAMUS：（低聲）允許。 

MARY：我說過了！ 

ADAMUS：我知道你説過了。是啊。但是你離開它了。 

MARY：我說過，就是允許吧…… 

ADAMUS：因為你一直在想它，然而從來也沒有回到它上面。 

MARY：……發生，因為它真的很神奇。 

ADAMUS：會的！肉體會自行痊癒。確實如此。它從一開始是天使存在時就

被如此編程了…… 

MARY：太瘋狂了。 



 

 

ADAMUS：……身體可以自癒。 

MARY：太瘋狂了。 

ADAMUS：身體也可以轉變並經歷這整個變化而成為光體，成為新的人類物

種。但只要不要擋路就行了。而且，是的，會有…… 

MARY：很好的轉調。我很感激。 

ADAMUS：Cauldre 刁難我。 

MARY：那是一個偉大的轉調。 

ADAMUS：當然，有點痛，但這就是人類關注的焦點， “哦！太痛苦

了” 。你剛剛獲得了全新的光體！你作為一個有著光體的靈性大師在這個星

球上行走。 “我知道，但我頭疼了三天” 。好的（笑聲）。 

MARY：三天。 

ADAMUS：好的，讓我們深吸一口氣。謝謝，那是 250 美元，外加 100 美

元的紅利，因為你讓我刁難你（觀眾說 “哇！ ”）。350 元。見 Bonnie

（觀眾掌聲）。好的。 

讓我們繼續前進。我們可以把燈關小，做任何可以讓音頻更好的事情。好

的。請，請。在我旁邊（對 Linda 説）坐下。那麼，接下來。 

讓我們好好地做個深呼吸。 

  

光明、黑暗與邪惡 



 

 

我們一直在談論光。在我們上個月的聚會中，我們做了光的 DreamWalk，

而且，真的，我很想看到這部動畫電影，在這裏或在線上的任何想要作的 

Shaumbra 。你跟隨著從坐長椅沒有議程的 Shaumbra 身上所放出的光，你

跟著它走遍世界，到那些感到迷茫和絕望的五歲的小孩身上，他在想， “為

什麼我要再回來一世？” 突然 － 嗖！ – 光照到他們身上，突然他們就像，

“哦，現在我想起來了。天啊！我回到這裡是為了放下我所有的東西，整合

我所有的前世，成為像其他人一樣的大師，像這些 Shaumbra”。很棒的視

頻（Adamus 輕笑）。 

所以，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光和它放出的時候的話題，我怎麼強調光沒有任何

議程，都不過份。現在，我知道凡人會說，“是的，但我們想把它放出去，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那看起來像什麼樣子？它是你腦海中想像的一個地方

嗎？是那樣嗎？充滿了獨角獸？充滿了每個人都快樂地四處走動並互相贈送

巧克力？我不認為很多人想要那樣。所以，換句話說，你的光在沒有議程的

情況下放出去。 

讓世界，讓每個人的可能性決定他們想怎麼做。也許是自行車摔倒。這取決

於他們。但事實是光正在放出。所以我們做了這個美麗的、美麗的

DreamWalk。 

今天我想來談談黑暗。黑暗。呵！是啊，為什麼不呢？我們談到了光。你可

以談論黑暗。 

首先，最重要的是，黑暗不是一個對立的力量。黑暗不是一個對立的力量。

你不是在與你內心的黑暗作鬥爭。黑暗只是光還沒有出現的地方，而且黑暗

讓光成為光。 

現在這個星球上有一個概念，它是古老的二元性公式，你有你的光，那些都

很好，你有你的黑暗，那些都很糟糕。光明和黑暗將決一勝負，有時黑暗有



 

 

優勢，而其他時候光明有優勢。但是，如果我們都坐在那裡，手牽手，喜悅

地歌唱，那麼光明將總是戰勝黑暗。在那種情況下會發生的是，基本上所有

的東西都不復存在了（Adamus 輕笑）。你需要黑暗，這就是我所說的，因

為它是光明尚未到達的地方。它不跟光相抗。 

即使在你裡面的黑暗也不對抗光明，它只是沒有意識存在的地方，它不是一

個地方，它沒有大小或體積，它只是你還沒有到過的地方。你們中的一些人

在晚上的夢中冒險進入黑暗，“這會是什麼感覺 － 將我的光、我的意識帶

入 － 一個它從未到過的地方？” 多麼美妙的體驗啊。 

但不幸的是，在這個基於二元性、極性、戰鬥的星球上，它已經成為關於消

滅黑暗的事情。感受一下。全都錯了！這他媽的基本上全是錯誤的（Linda

倒吸一口涼氣）。對不起（笑聲）。這是我今天必須使用這個詞一次，因為

我非常強調它。全都是錯的。即使是新思想，新時代，一 些唯靈論者也熱衷

於 “我們要與黑暗作鬥爭”。你只是在與自己戰鬥，你只是在與自己戰鬥，

你甚至不真的是和黑暗戰鬥。你只是在與自己的光搏鬥。當你與黑暗作鬥爭

時，你正在扭曲你的光。 

現在，這對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至關重要。我們並不是試圖克服黑暗，你

需要黑暗，它必須在那裡。 

現在，黑暗不是對立的力量，所以請不要再相信那個觀念了。請停止談論你

自己的黑暗。你知道，多年前 Tobias 談論它，當 Tobias 說 “你的黑暗就是

你的神性”（這裡）時，Cauldre 幾乎放棄了他的傳遞訊息生涯，這句話意

味著它真的是一個只是容納所有你不愛自己的地方，它是一個你不想去的地

方。 

因此，在我們身為形而上學者，作為放光的人，它並不是要反對黑暗。這是

簡單的物理，但對情緒上也非常好。我們馬上就會進入它。理解在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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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本沒有邪惡 －一點也沒有，這在情緖上真的很好。換句話說，不要害怕

去你的光還沒有到的地方。沒有妖怪。沒有怪物。撒旦不在那裡。在你的黑

暗中，它只是你的光尚未閃耀的地方。 

所以它帶出了一個問題，“但是，Adamus，這個星球上沒有邪惡嗎？邪惡

不是黑暗嗎？” 什麼是邪惡？什麼是邪惡？當然，你們都可以命名為邪惡。

你們中的許多人在生活中都遭受過邪惡。你在新聞中讀到了邪惡，但什麼是

邪惡？ 

邪惡是一個有趣的詞  － 邪惡（e-v-i-l）－ 它是活的對立 － 活（l-i-v-e〉。

我好奇這是否只是一個意外？不是的，邪惡包含 “謊言（lie）” 這個詞。

說謊。還有什麼？面紗（Veil）。所以邪惡最終只是一個大謊言。不是一個

因某種陰謀而存在的謊言。它不是關於那個。這是對自己的謊言，也許是面

紗的結果，是你所在的這個 3D 維度中密度的結果。但邪惡最終實際上只是

光的扭曲，光的扭曲，不是黑暗。它只是當一個人對自己不直接，有所遮

蓋，當一個人對自己謊稱真實的自己時，所發生的扭曲。他們對自己撒謊

說：“我只是這個星球上的一個人。我受制於政府，受制於神，所以我只是

地球上的一個人”。那是一個很大的謊言。當人類說 “我不知道” 時，那

是一個很大的謊言，那基本上就是邪惡的起源，隨著你継續如此，它會變得

更加扭曲，更加惡劣和更加惡劣。 

但邪惡不是黑暗。邪惡只是一種扭曲，也是所有其中最大的扭曲，在這一切

中，最大的扭曲 － 我們可以永遠談論它，我們可以辯論它 － 但這一切都歸

結為：邪惡的真正原因是當某人相信並活出能量在他們的外面。那是邪惡

的。從而引出邪惡。 

就是這麼簡單。人為什麼要侵略其他國家？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能量已經存

在於他們自己之中。他們相信權力。他們相信接管其他土地和其他人，是



 

 

的，這是邪惡的。但正是由於這種扭曲的信念 － “我必須得到一些東西，

我必須從某人那裡偷走它，我必須殺了人才能得到它，我必須和他們玩心理

遊戲，我得和他們一起玩頭腦風暴，我必須扭曲他們的生活才能拿走一些東

西”。那是邪惡的，或者邪惡的起源是它在你的外面。 

如果一個人真正明白這全是你的能量，一切都在這裡，一切都準備好了來為

你服務，你怎麼可能會扭曲到認為你必須從別人那裡偷東西、你必須傷害別

人，你可能必需過份溺愛別人，你必須向某人諂媚？所以真正的邪惡的起源

是缺乏理解它全都是你的，它都在那裡。沒有什麼是你需要從他處得到的。

而且，你知道，Shaumbra 仍處於理論階段。他們聽到了這些話，但他們對

此進行了心理辯論，“好吧，是的，如果它都是我的，我的生活怎麼不完

美？” 我回問你同樣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你拖著東西到處走？為什麼你

哭著抱怨有人讓你這樣？ 

為什麼你們中的一些 Shaumbra 每天都在逛那些陰謀論網站？你知道，我的

意思是，陰謀論網站，看看他們，去看看他們，我鼓勵大家這樣做。所有這

些陰謀論網站中最常見的因素是什麼？ “別人在欺騙或對你不公平”（有些

輕笑）。我需要一些巧克力。 

LINDA：你需要。 

ADAMUS：我太緊張了（Adamus 輕笑）。別人在控制…… 

LINDA：我能幫您找點別的嗎？還要別的嗎？ 

ADAMUS：我很好。 “別人在控制你，其他人對你有控制權，別人在對你

做秘密的事情，當你接種疫苗時，他們會通過你的手臂將小機器人放入你的

身體”。但這就是任何陰謀論的操作方法，一直都是如此。你回顧陰謀論的

歷史，有人從你那裡拿走一些東西，“我們不會告訴你它是誰或它是什麼。



 

 

在你加入我們的陰謀協會之前 － 這將花費你 500 美元的入會費 － 這都是一

個大秘密”。 

這是一種能量的吸取，我喜歡談論它，因為對我來說，它是這種信念 － 它 

就在別的地方，無論那是答案、豐裕、能量和所有其他的東西，一個漂亮的

例子。這就是邪惡的根源。 

LINDA：為什麼有這麼多陰謀論？似乎它已經瘋了。 

ADAMUS：人們變得非常兩極分化。其中有很多因素 － 很好的問題，但有

很多因素 － 因為這也是因為人們喜歡戲劇性。你從陰謀愛好者，狂熱分子

那裡拿走陰謀的東西，哦，他們沒有任何事可做。他們不再特別，因為，你

知道，當他們參與陰謀時，他們非常特別，因為， “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

事情” 。你知道， “我很特別，因為我有你沒有的秘密信息，因為你只是

閱讀主流新聞，我在讀真正的東西” 。（幾聲輕笑）好的。 

但他們喜歡戲劇性。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它使這整件事持續存在，即能

量在你之外，並且有人試圖奪取它，無論是外星人，還是 － 哦！ － 生活在

地底下的人。我還沒有告訴他們。他們下週將從地底下出來，同時偷走小嬰

兒和綿羊（更多的笑聲），然後將它們帶回地底下 － 天知道他們將如何處

置它們。 

他們相信它，他們喜歡它，因為他們堅持認為能量在他們之外。那是邪惡

的。黑暗不是邪惡，黑暗不是。黑暗只是你還沒有去的地方。邪惡是光的扭

曲，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釋放它。他們可以說：“哦，好吧。沒有人想占我便

宜，他們並不想建立秘密政府，也不想通過空中的農作物除塵器將這些東西

噴灑在我們身上或類似之物，來殺死我們所有人”。你知道，它可以是個很

好的故事。 Shaumbra（Adamus 輕笑），你知道，它會是一個好故事，而



 

 

且會分散你對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的注意力。我之前概述了我們為什麼會在

這裡。 

我們經歷了醒覺的召喚，我們來到了釋放、智慧化、物理和光的閃耀。很簡

單。但是你會被這些東西分心。為什麼？嗯，因為它很誘人，很誘人的。它

讓你很特別，它有很多戲劇性。而且，該死的，你仍然在迴避它是你的能量

這一事實。你為什麼不看看那個？為什麼不面對它？這是你的能量。但你不

想這樣做，因為 “它是一個秘密政府，最重要的是，現在任何接種過疫苗的

人都是個行走殭屍”（Adamus 模仿行走的殭屍）。至少他們還活著，你知

道的。這就是我能說的（幾聲咯咯笑）。你們中的一些人對此很狂熱。哦！

你沸騰了，我能感覺到現在狂熱的東西正在熄滅。這裡有人沸騰嗎？不，

不。沸騰。 

LINDA：不是大聲呼喊！ 

ADAMUS：是的（他們輕笑）。你呢？ 

LINDA：不是。 

ADAMUS：好的。 

所以，現在，有兩件事。請理解，黑暗只是你的光還沒有出現的地方。並且

還要了解光會被邪惡所扭曲。邪惡的定義是相信能量在你之外，你必須以某

種方式得到它，就像我們要玩的這個偉大的大型遊戲一樣。 “好吧，你沒有

任何能量。一切都在外面，或者是在其他人身上，但你是如此特別。現在，

這是遊戲：出去拿它。出去獲取你的能量。然後你一世又一世地去做”。 

  

DreamWalk 進入你的黑暗 



 

 

現在，作為上個月的後續行動，我想做一個 DreamWalk 進入你的黑暗。 

LINDA：哦！ 

ADAMUS：是的。聽起來很刺激，對吧？ 

LINDA：嗯！ 

ADAMUS：我們要去那裡見誰？好吧，讓我們放點音樂，好好做個深呼吸。 

（音樂開始） 

人們常常想，“邪惡的起源是什麼？它從哪裡開始？為什麼上帝允許邪惡？

邪惡到底有多邪惡？你可以是有點邪惡，或者只是很邪惡，還是就是邪惡的

邪惡？” 

邪惡是一個謊言，謊言是能量在你之外、答案在你之外，甚至你自己的心靈

和你自己的靈魂也在你之外。那是邪惡的。 

確實，它經常導致令人髮指的行為。但通常，邪惡只是一種，好吧，說起來

很有趣，它是一種內在的東西。它只是人們的東西 － 它是一種正在潰爛的

內在東西。偶爾，是的，在一個非常戲劇性的舞台上表現，但大多數人在內

心深處，悄悄地懷有邪惡。 

“我怎麼了？我怎麼沒有更多？別人怎麼有我沒有的？我怎樣才能得到更

多？或許我不配？”那是邪惡的。 

邪惡經常存在內在並被承認，這很有趣，因為它本身就是扭曲，相信事物在

外面，但它們卻讓邪惡在裡面潰爛、生長、積累。 

為什麼人們讓邪惡成為他們，而不是讓他們自己的能量，或讓他們自己的光

成為他們？ 



 

 

這個 DreamWalk 現在是進入了你自己的黑暗，請不要誤會邪惡和黑暗。我

希望你不再害怕自己的黑暗，我希望你意識到什麼是邪惡的，而且相信謊言

會造成什麼，而那謊言就是 － 你沒有。 

但現在好好做個深呼吸。 

你已經有一、二年的時間進入內在了。深潛入。深沉的夢。 

現在是時候面對你自己的黑暗，然後再也不要害怕它了。永遠不要害怕你還

不知道、你還沒有經歷過的東西。 

深吸一口氣，現在你是個大師，當你的光正在接觸你的黑暗時，去感覺它。 

（暫停） 

一個普遍的想法是，你會讓你的光試圖克服黑暗，試著把黑暗炸開束。但在

這裡，我們並不試著這樣做。 

光是恩典之一。它不會試圖闖入黑暗。它只是去感覺它。 

光不會試圖壓倒黑暗。它寧願與它融合，與它融為一體。 

光是意識，覺知。歸根結底，它是你的能量，而黑暗只是你還沒有到過的地

方。 

Shaumbra 經常問我： “我怎麼出去？我該如何突破？我如何超越頭腦？我

知道外面還有更多，但我不知道如何到達那裡。我如何超越你 － Adamus，

你所說的這些其他次維？我如何進入這些超越頭腦的地方？” 

簡單地就是進入你自己的黑暗。那是光還沒有到的地方。 



 

 

讓你的光，你的意識現在無所畏懼地去感受黑暗。當你還不知道那在哪裡

時，你為什麼會害怕你還沒有去過的地方？為什麼會有任何恐懼？這只是你

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黑暗並不是充滿邪惡。邪惡其實只是光的扭曲。這不是黑暗。 

現在讓黑暗來到你，你內心的黑暗。讓它來到你。 

（暫停） 

人類被教導說黑暗中有惡魔，所以 “逃離它”。他們被教導黑暗是撒旦，

“不要去那裡，遠離那個，那是撒旦的巢穴”。 

黑暗被賦予如此糟糕的名字。它只是你還沒有去過的地方。在人類歷史上的

萬古長河中，一直有一些人想要留在自己的裏面。換句話說，也就是他們目

前所處的位置，然後他們希望其他人也這樣做，“不要涉足任何新事物，任

何的超越，留在我們目前所在的地方”。 

真正的形而上學家意識到他們的黑暗中沒有邪惡。只是有些事情尚待體驗。 

讓自己感受並與自己的黑暗共舞。 

黑暗沒有任何議程，它不會試圖讓你潛入那尚未被體驗的，它不會試圖熄滅

你的光，它不能。 

黑暗不是一個壞地方。它只是你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我甚至會說，你已經在的你的光中、你的經驗中；你已經有很多的惡魔，很

多的不好的回憶。但黑暗，沒有。它沒有議程。 

對黑暗的恐懼是人類退縮的最大原因之一。 他們説 “留在你已經知道的地

方，停留在當前經驗的意識中，不要去那裡，不要打開那扇門”。但是



 

 

Shaumbra， 現在是時候了，是時候讓每個人都將他們的光帶到黑暗中，將

他們的黑暗帶到光中。 

在你自己的黑暗中沒有什麼好害怕的，絕對沒有。很合乎邏輯，因為那裏還

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如果它仍然在黑暗中，那什麼都還沒有被經歷過。 

對於一個人來說，不再害怕他們的黑暗會允許他們自由和釋放。不再害怕那

裡有惡魔、有他們過去的鬼魂、有將他們誤入歧途的東西；進入黑暗會使他

們成為癮君子、白痴或地獄的受難者。不會的。 

讓自己感受自己的黑暗。 

（暫停） 

它會引起一點焦慮，一點猶豫。 “哎喲！這個可以嗎？會發生什麼？”讓自

己完全進去。 

你想到的邪惡，你經常與黑暗相提並論的邪惡，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邪惡

是一種扭曲、一種謊言，說在你之外有任何東西。但那不是黑暗。然而，在

人類的意識中，他們把它放在一起，同樣的事情。它不是的。 

讓自己深深地感受黑暗。讓黑暗感受你的光。 

那裏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尤其是當你意識到這一切都來自你的能量、來自你

的靈魂、來自你的 “我是”。這一切都在那裡。沒有任何分離。 

光和黑暗之間其實沒有區別，這真的、真的是人類的概念，它們沒有什麼不

同。 

黑暗不是對立的力量。讓自己去感覺它是一種支持能量。 

（暫停） 



 

 

他們說人們害怕自己的影子，害怕自己的黑暗。他們真正害怕的是自己的過

去。 

（暫停） 

關於黑暗有如此龐大的信念體系，相信存在著對立的力量。沒有的。它們是

一起工作。 

如果沒有黑暗，光明就無處可去。如果沒有光，黑暗就不會存在。它沒有什

麼需要來存在的。它們一起工作 － 你的光和你的黑暗。 

感受一下。觸摸它。感受你的黑暗。 

用你的手，用你的皮膚感受它。在你的大腦迴路中感受它。在你的呼吸中感

受它。它不是對立的力量，也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你有多少次退縮，有多少次因為未知而退縮？你害怕什麼會發生。最終你害

怕所謂的黑暗，那些通過哲學、宗教、新聞代代相傳的東西，被稱為黑暗。

這讓很多人害怕自己。 

作為形而上學家，我們是時候超越這個障礙，讓光和黑暗在一起 － 一起工

作 － 而不是讓光對抗黑暗。 

地球上還有一些不是很聰明的人仍然堅持我們要走出去與黑暗作鬥爭，克服

它。他們根本不明白。他們延續了非常古老的戰鬥。 

啊，大天使 Mikael 拿著劍的雕像，就像我們都要去對抗黑暗一樣。那把

劍，就只是自我的痛苦，只是對黑暗的恐懼。 

讓我們好好地做個深呼吸。 



 

 

我請你擁抱你的黑暗，因為它是你，它在那裡，它是你的靈魂，它是你的能

量，而且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它被賦予了如此糟糕的名字，但事實並非如此。它只是尚未被體驗的，那裡

只是光還沒有到，無論是出於恐懼還是僅僅因為一個人還沒有準備好。當一

個人準備好時，他們就會進入那個黑暗。如果一個人真正了解它們全都是他

的能量，那麼當光進入黑暗時所展現的就是奇蹟般的美麗事物，沒有痛苦的

元素，沒有恐懼，沒有疑神疑鬼。 

邪惡 － 不是黑暗 － 邪惡根本就不是活生生的；不是活生生的是因為一個人

不明白它是他們的能量。 

親愛的 Shaumbra，讓我們將此好好的做個深呼吸。 

去感受這一點 － 你的黑暗和你的光匯聚在一起，而不是戰鬥。 

當你坐長椅時，你的光就會放出去，不是試圖克服世界的黑暗。 

不，世界的黑暗是必要的。邪惡呢？那是一個不同的故事，但也許你的光會

幫助人們理解這全都是他們的能量，沒有必要從其他人、其他任何人、任何

事物那裡得到它、尋求它、覬覦它。它不在星系中的某個統一場中。沒有理

由去佔領別人的領土。這個星球上權力沒有存在的理由，那是邪惡的，但不

是你的黑暗。 

作為形而上學家，讓我們超越黑暗的舊觀念，學會與它共舞。它只是你還沒

有去過的地方。 

即使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也不必擔心當你去那裡時會發生什麼，因為你對

自己和你的靈魂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信任，當你進入黑暗時，即將到來的體驗

將是完美的，因為它們是你的，它們會是你的能量，它們會是你的恩典。 



 

 

讓我們在我們的 DreamWalk 中好好地作個深呼吸，進入你的黑暗的

DreamWalk。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 

（音樂結束）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 

所以，當你坐長椅時，當你分享你的光，當它照耀在你自己身上時，它不是

關於與黑暗作爭鬥。對於那些仍然相信它的人來說，那是太天真了。對於真

正的形而上學而言那是太過時了。 

與你的黑暗同在，與你的光同在，並了解真正的邪惡到底是什麼，它是關於

有什麼東西在你自己之外的謊言。 

讓我們在這一天的美好中做個深呼吸，回到我們的現場 Shaumbra 觀眾中。

請那些被欠的人找房間後面的 Bonnie 拿你的獎金。 

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記住什麼？ 

ADAMUS 和聽眾：所有的創造都很好。 

ADAMUS：Shaumbra, 謝謝你（觀眾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