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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聚會 10 

 重要提示：此信息可能不適合您除非您對自己的生活和創作承擔全部責任。 

 

                                                            * * * 

 

我是光，主權領域的 Adamus。 



 

 

啊!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美麗的能量與“我是光”一起展開這個月聚會（指

的是剛剛播放的歌曲 “我是光”）。啊! 一切都是回歸於此（Adamus 輕

笑）。 

在我們繼續之前，讓我們從一個短的 Merabh 開始這一個月聚會， 請在 

merabh 音樂選項中選第二個，一個短的 merabh，我沒有計劃這樣做，但

無論如何讓我們這樣做。燈光準備好了。哦！哦！在 merabh 之前，更重要

的事情。咖啡（笑聲；Kerri 等著要拿給他咖啡和點心）。咖啡。你知道，

我一路旅行了數百萬，數十億英里才到達這裡，至少我可以喝杯咖啡來開始

新的一天（幾聲輕笑，有人說：“哇！”Kerri 咬著一朵玫瑰) ，這很有趣。

謝謝（Adamus 輕笑和觀眾笑聲）。 

KERRI：這個。你沒有托盤。 

ADAMUS：哦，哦！我沒有托盤？ 

KERRI：這個。 

ADAMUS：謝謝。太感謝了。啊! 

KERRI：我應該把你的康普茶拿回來嗎？或者 … 

ADAMUS：Cauldre 喝那個。 

KERRI：哦。 

ADAMUS：你知道，我給了…… 

KERRI：我聽說它可以幫助你排便，所以非常好（笑聲）。 

ADAMUS：你想要一些嗎？！ 

https://youtu.be/PdQvBn3i-LM


 

 

KERRI：我已經有一些了。 

ADAMUS：（輕笑）是啊，是啊！在我的最後一世，有很短一段時間我和一

個女巫約會，她試圖讓我喝康普茶的東西。我害怕我會變成蘑菇或醋，兩者

之一。為什麼有人喝它——當你有完美的咖啡和葡萄酒可以喝時，為什麼還

要喝康普茶？ （咯咯地笑了幾聲）但我想 Cauldre 認同它。這是……嗯，我

不明白為什麼，但他明白。 

  

記住規模重要性 - Merabh 

在我們繼續之前，讓我們從一個美麗的 merabh 開始。我們也會以一個 

merabh 結束，但是當我為這個月聚會收集所有能量時，收集這個從世界各

地來的 Shaumbra 的能量時，你們都乘著音符和音樂的能量來聚集在一起，

我說： “我們先做這個吧” 。 

哦，讓我們一起深呼吸，開始吧。 

（音樂開始） 

意識到你在這裡的真正目的，你真正在做什麼。工作的規模——我甚至不喜

歡稱之為工作，也許那不是正確的詞——你在這個星球上所做的努力的規模 

一一 你所在做的。 

有時甚至是你人的思維所難以理解的，尤其是當你還有一些過去，過去的幽

靈，那些當它們還沒有被釋放出來智慧化的時候；當你仍然在玩一些老問

題，修補它們，儘管你尖叫和大喊大叫，但你還是故意抓住它們，有時很難

意識到你正在做的事情的重要性。 



 

 

很容易陷入這樣的意識中，“好吧，我只是想走自己的路，我只是在一路掙

扎”。不不不不。不不不。這一小群 Shaumbra，這個來自世界各地的海

盜，它是遠不止那些的，還有更多更多。 

這是一種有趣的體驗，甚至是一種遊戲，假裝你仍然只是一個試圖通過的

人。啊! 我真是期待你真正意識到這個重要性的那一刻。 

實際上，意識到你正在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可能是過於可怕。也許你會被它

弄得不知所措，以至於它只是——噗噗！ – 將你從你的肉體帶入你的光本

質。 

這是我們計劃了很久很久的事情。你來到 Crimson Circle，絕非巧合。

Tobias 出現在正確的時間並不是巧合。這個團體以一種在任何類型的深奧團

體中我從未見過的方式而結合在一起並非巧合，特別是因為沒有任何規則或

會費或類似的東西。但是這個群體走到了一起，在許多不同的層面上相互連

結在一起。不只是在人的次維，我們在夢境中也在一起工作。 

我請你感受一下這個群體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你在這裡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 

（暫停） 

它經常被埋在日常生活的鎖事之下，它被埋在罪惡感或羞恥感之下，但確實

有一個理由，一個目的——我甚至可以說——你在這個星球上所做的事情是

英雄樣的。 

千百年來，總有一些群體將自己隔離在洞穴或偏遠的島嶼，遙遠的土地上，

遠離喧囂和大眾意識的喧囂，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保持這個星球和其他次維

這兩者之間的能量聯繫。 



 

 

他們中的一些人專門是以保持與他們來自的天使家庭的聯繫，有點像確保你

可以在兩世之間或在這個星球上逗留結束時回家。 

有些團體除了冥想、祈禱和念誦之外什麼也沒做，他們的一生都致力於維持

地球上的能量平衡。 

這些團體現在大部分都消失了。地球上還有一些，不是太多，因為現在是關

於成為一個體現大師，與他人在一起，不是隔離在某個洞穴的某個地方，而

是就在其他人中間。在這裡是為了做一件非常簡單、美麗的事情——讓你的

光閃耀。 “我是光，我允許光在沒有議程的情況下綻放”。 

你們現在已經來接替從事持有能量(energy holding)的團體的工作，那些團

體維持這裏和其他次維之間的連結，那也幫助蓋亞（Gaia）保持脈動，與人

類和地球上其他生命模式保持相容和共振。他們的工作現在大部分都沒有

了，大部分都完成了，現在被那些放光的人所取代。那就是你。 

這重要性真的很壯觀。我知道有很多日子裏你只是沒有意識到它，你認為可

能過於宏大。但我現在請你感受一下你的內心，感受你的熱情使命，感受你

來到這裡的目的。 

這是高潮頂峰。啊! 億萬年的歲月，亞特蘭蒂斯人的夢想，那些在耶和華播

下基督種子時代的人們的希望，現在在這個美麗的機器時代達到頂峰。這個

星球現在看起來真的很瘋狂，但它只是在經歷它的變化。 

深呼吸，感受一下真的為什麼你在這裡。 

（暫停） 

不是因為你選擇的職業；那是很好。不是因為你一起來的家人，真正的原因

就是將意識帶到這個星球上。今天我將使用一個術語，我們將討論它。我將



 

 

它稱為“高意識（Overhead Consciousness）”——高意識——因為它超

越了大多數人的頭（一些人輕笑）。有時它甚至會超出你的頭，但我們今天

要討論它。 

它意味著更高形式的意識，更高的層次。在 30,000 英尺的意識視野中，當

你閃耀光芒時，它不僅僅會影響諸如經濟之類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它確實

會影響，正如你所看到的——看看你在那裡創造了什麼！ – 或是政治或使命

感。那些是相當平凡且相當無效的，但我們正在應對的是高意識。 

同樣地，我們今天將討論這個問題，但現在，我要求你只是感受一下它範圍

重要性。 

在這裡問你的靈魂，問問你的靈魂， “親愛的靈魂，我們現在在這個星球上

作為大師所做的事情有多大多重要？我們——你和我，靈魂——在這裡所做

的事情有多大、多重要？” 傾聽一會兒。 

（暫停） 

順便說一句，你的靈魂有很好的幽默感。通常，它比凡夫有更好的幽默感。

凡夫經常會死板嚴肅（幾聲咯咯笑），但靈魂不會（Adamus 輕笑），所以

當你問……（幾聲響亮的笑聲）所以當你問靈魂時，“告訴我我正在做的事

情的重要性，和我分享吧”，靈魂敲了一下腦袋。就像，“終於！最後，你

問了。最後，你明白了。” 

讓靈魂與你分享一下這真正的重要性。 

（暫停） 



 

 

你可能會說，“嗯，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責任，一個巨大的負擔”。並

不真的如此，並不真的。這不真的是個責任。它實際上更像是一種真正的熱

情。 

你沒有把世界的重擔扛在肩上。恰恰相反。你是在放下它。 

所以，讓我們做個深呼吸。 

（音樂結束） 

所以這是我想加到 Shaumbra 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一個短語，那就是“高意

識（Overhead Consciousness）”。 

另一個只是（拍頭）“哦，那就是

我在這裡的原因！哦，那就是我在

這裡的原因”。我們在最近的一些

月聚會中談到了它，解釋了正在發

生的事情，“哦，那就是我在這裡

的原因！我不是來這裡受苦的，我

來這裡不是為了創造新的使命感。

我來這裡不僅是為了看看到底發生

了什麼，那就是我在這裡的原因。有目的的。” 

我今天在月聚會中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將在這個系列之後進入下一個系

列，那裏沒有任何空間來處理（processing），抱怨 – 對不起，你們中的一

些人就像，“哦，不！我要做什麼？” （Adamus 輕笑）——抱怨，藉

口。真的沒有，因為我們在坐長椅系列之後的下一系列要去的地方真的是更

深的次維，你不能隨身攜帶那些廢物。你不會想要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



 

 

這樣做，那就真的會太糟糕了。這有點像我們在 Threshold 中談論的內容。

你試圖把你的問題帶入證悟，那簡直就是地獄。 

我們的下一個系列將標題為“其他（Alt）”-Alt-Alt，就像在其他現實、其

他概率和可能性、其他維度、做事的其他方式一樣。其他。它也是亞特蘭蒂

斯的真正原名，Alt。所以，我們在下一個系列中要去的，真的沒有空間給垃

圾。垃圾。 

現在，Shaumbra，在大多數情況下，已經擺脫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藉口

（makyo），但仍然有一些。今天我們會很好玩，我們將創建一個基本上定

義我們如何前進的文件。 

但首先，在我們這樣做之前，讓我們做個深呼吸，讓我們練習（拍腦袋），

“哦，那就是我在這裡的原因！哦，那就是我在這裡的原因！” （當

Shaumbra 拍了拍他們的頭並重複一遍時有些笑聲）。好的。這很容易。相

當容易。 “哦，那就是我在這裡的原因！”我必須——外面的一些人在睡覺

——好吧（看著鏡頭），“哦，那就是我在這裡的原因！”做起來沒那麼

難，對吧？好的。 

  

自由 

讓我們從談論自由開始。自由，多麼合適。Linda 為這個場合穿著。 

LINDA：今天是自由周末。 



 

 

ADAMUS：自由周末。 

LINDA：獨立，主權。 

ADAMUS：獨立日。美國的七月四日，獨

立日。我會談論一些關於我的參與其中。 

LINDA：當然，你會的！ （笑聲）當然！ 

ADAMUS：但我想談一談自由。我永遠不

會忘記那一刻——我經常在靈性大師俱樂部

中講述這個故事——當時我和 Shaumbra 

在一起也許只有幾個月的時間，有一天在我的提問中問了觀眾： “人類真的

想要自由嗎？ ？” 

觀眾們停頓了一下，就像現在一樣，我看到人們搖頭，“是的。”我戲劇性

地停頓了，等待、等待、等待、等待，那時誘惑他們，最後我說，“不真的

想要” 。 

臉上的表情、能量的變化，席捲了整個房間，突然從我親愛的朋友變成了對

手（有些輕笑）。我能感受到那種厭惡和不屑。我能感覺到醜陋，因為它從

你的眼睛射到了我身上。 “Adamus，你在說什麼？是的，人類想要自

由”。 

我說，“不，實際上，我不認為他們想要的。我認為他們希望生活更輕鬆一

點，多一點馬戲，多一點啤酒，多一點足球。他們想要多一點那些，但真正

的自由？不，很少有人能真正應付好它。” 

他們需要他們扮演的角色的定義。他們需要明確的工作類型。信不信由你，

人們想要他們的政府。我知道他們喜歡抱怨政府，但他們需要他們，因為就



 

 

像，我想你會說，是一種舒適，也是對真正自由的分心干擾。真正的自由是

巨大的責任。如果有真正的自由，你就不能抱怨和指責陰謀，指責你的家

人、你的伴侶、妖怪、惡魔或其他任何事情上。真正的自由，責任是全在

你，也是接受＂能量是你的＂。 

那麼想要真正的自由嗎？不。不。如果他們真的想要，地球上就會有更多的

自由。 

現在，話雖如此，地球上的人們開始追求自由之路的趨勢越來越大。我曾經

談過使用這個字母縮寫詞 STEP – 主權（Sovereignty），即自由。主權。這

些是目前正在地球上發生的主要影響。你可以從每一件正在發生的事情循著

軌跡回到這四件簡單的事情上，除了主權或自由。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在追求

自由，但他們對自由是什麼感到很困惑。他們經歷了很多重複。他們經歷了

很多——例如，為了自由，他們做了很多抗議，但他們真的不太明白自由是

什麼。 

但是，它正在獲得動力，這種對人類自由的熱情，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說，這

是因為你，因為 Shaumbra 和其他一些

人，他們率先走上了這條道路。你知道當

你意識到你不能把它歸咎於其他人時，那

是什麼樣子。您不能將矛頭指向任何其他

團體、個人或家庭或其他任何事物。自由

是接受你的責任，接受你正在創造它的事

實。 

但是現在地球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求自

由或主權。這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

你知道，這聽起來很光榮，“自由！”但



 

 

突然間，“哎呀！這意味著我必須為所有事情承擔全部責任”，像缺乏豐

裕、健康、糟糕的童年，無論是什麼，自由都是要承擔責任。然後我説，自

由的最真實的形式，就是對發生的一切都能笑。它能夠在最後笑著面對它。 

然後我們有——STEP——主權（Sovereignty）；真理（Truth），人類尋

找真理；能量（Energy），然後是力量（Power）。這些是目前在地球上發

生的關鍵影響。我想說，最大的影響是自由，真正的自由。 

地球上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真正想要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到整個地

球的百分之一。差不多，現在有七十億人？你一直在這裡生孩子，我已經數

不清了（咯咯笑了幾聲），但是非常非常少的人真的想要自由。但是，有些

人現在正在思考它，感受它。有些人正在經歷內心的衝突，他們說：“一定

有更多的。作為一個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存在，一定有更多的，一定有更多

的方式來表達自己”。他們正處於真正允許自由的早期階段，但這是一條漫

長的道路。 

你知道的。這是一條很長的道路。你經歷了所有的重複，經歷了所有的惡

化，你認為你知道什麼是自由。你知道，那是一個很好的流行詞，然後突然

——砰！ - 它分崩離析。然後你再次站起來嘗試更多的自由，幾乎就像是你

越是努力爭取自由，更多的像監獄、動物園就越會拉住你。你越想離開動物

園，它就越想把你困住。或者更好的說法是，你越想遠離你的家人，他們就

越會把你拉回來（有些輕笑）。但現在，自由在這個星球上是一種盛行的趨

勢。因為這是美國即將到來的七月四日，我想把這個提出來。 

  

美國的理由 



 

 

讓我們談談美國。Linda 為這個節日穿著。我記得當她打扮成自由女神像的

時候。這讓我很想討論這個題目（更多的笑聲）。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名靈

性大師，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事情不會常常刺激到我。但是那個

自由女神像，你身上的綠色塗層，哇！ Cauldre 不得不把我推到一邊

（Adamus 輕笑）。 

但是讓我們先談談美國。我深深地參與其中。在我的最後一世……當我講述

我的故事時，房間裡的每個人都在打哈欠（笑聲）！在線上的每個人也一樣

（打哈欠），“哦，又來了”。我最後一世是聖日耳曼時，我旅行了很多地

方。我告訴過你我從來沒有工作過，從來沒有過一個職業。而且，是的，對

於那些注意到它的人——我剛剛在新的 “Adamus 的主題” ——“大罷

工”——你是在說，“當你從未工作過時，你怎麼能談論工作和作工呢？” 

（Linda 輕聲笑）因為我不必工作，那就是為什麼我可以談論它們（有些輕

笑）。你知道的，那就是我想要表達的觀點。哦！ 

我走遍了歐洲、非洲、亞洲的部分地區，在中東度過了很多時間。是的，事

實上我坐在國王的廳裡…… 

LINDA：哦，當然。 

ADAMUS：……在偉大的 …… 

LINDA：當然，當然（更多的笑聲）。 

ADAMUS：嗯，你也是的，但我先作了（Linda 咯咯地笑）。耶和華也作

了。你有沒有意識到，當你和 Cauldre 坐在那裡時，耶和華也曾把他的屁股

放在了同一個房間裡？ 

LINDA：不，但那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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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US：那很酷。是的。是的。那很不舒服。他沒有在那裏待太久，那裏

沒有好的椅子和長椅。 

LINDA：現在仍然還沒有。 

ADAMUS：只有 一一 仍然沒有。 

LINDA：沒有。 

ADAMUS：哦。邢上面還有那種（聞！ ）尿味嗎？ （有人說 “是的”）是

的。好吧，好吧（有些笑聲），是的。話雖這麼說，你知道，神聖的...... 

LINDA：那不是我保持的記憶。 

ADAMUS：你知道的，聖地（笑聲）。那就是我所記得的。無論如何，讓我

們談談美國。 

於是，我走遍了整個歐洲。當時歐洲正處於轉型期。這是 1700 年代。那時

還有很多昔日的皇家能量。有很多王國。有國王、王后和皇室成員，這種情

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但真正讓我惱火的是，感覺歐洲正在發生這種變化

——它必須有所改變，就像現在地球上正在發生變化一樣。你知道，它不是

一點小變化。這是當時歐洲所發生的 100 倍。有暗流。有惡化。渴望不同的

東西。而且，你知道，當人類渴望不同的東西，但他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時，這有點危險，呵呵，正如我們在法國大革命中發現的那樣（幾聲笑

聲）。最好知道你想要改變並且至少知道你想要什麼，而不是僅僅強力推翻

——或者處決他們，砍掉他們的頭——然後說， “哦，現在怎麼辦？現在

我們作什麼？” 現在幾乎相同的角色重新回來了並再次掌權。除了他們的名

字和他們的臉之外，沒有什麼真正的改變。 



 

 

但是整個歐洲都在惡化，而我旅行了。我花了很多時間與皇室成員、國王和

王后，以及政治家、哲學家和當時的領導人、科學家們交談，說 “正在發生

改變。基本上，這種改變將是更多的自

由，更多的平等。它必須是這樣的。這個

星球、社會和文化發展必需是以民主方式

進行。人們必須能夠投票。即使他們投錯

票了，也沒關係。這是他們參予投票的事

實。然後他們可以看到他們行為的後果。

人們要求擁有自己的土地，他們不想繼續

為某個領主工作，而只能勉強渡日。他們

想擁有土地，他們想擁有一所房子，他們

想為自己所作的事感到自豪。” 

如果你為一個在靈魂與靈魂、神對神的基礎上不能認可你的人工作，你怎麼

能感到自豪？怎麼會有自豪感在其中呢？為了讓事情向前發展，特別是因為

我們在幾百年前剛剛走出文藝復興時期，意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反映在

藝術上，反映在蒸汽機和縫紉機的發明上。現在發生的是意識的反映或者顯

示的事物。意識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不要只看當時完成的畫

作或發明。看看我稱之為“高意識（Overhead Consciousness）”的東

西，事物的更大圖景。 

皇家有些知道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當然，他們不會輕易交出東西，必須有

一個長期的過渡計劃。但最讓我惱火的是農民，我以為我是在為他們辯護，

為他們作事，在歐洲的一些法庭上，我幾次因為我說的瘋狂的話差點被砍

頭；光著身子出現在梵蒂岡，我以為我在為農民做所有這些事情。但令我大

吃一驚的是，農民真的不想要改變。他們有想了一下。他們知道他們想要一

些不同的東西，但實際上他們對被告知要做什麼感到很自在——被告知如何



 

 

過生活、他們生活中的每一天必須做什麼、他們可以有多少個孩子、他們參

加什麼教堂、他們要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這令人非常不安。太可怕了，因

為我知道在整個正在發生的轉變中最終——它必然發生，這種轉變——他們

將是失敗、被淘汰的人，而他們本應該是獲得者。所以，當我說，“你真的

想要自由嗎？人們想要自由嗎？” 有時他們只是要多一點馬戲和麵包。 

我們現在在地球上發生同樣的事情是以前的 100 倍，也許 1000 倍，改變在

開始了。就像文藝復興時期一樣，這些變化是地球上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意識

的結果。就在現在我們說話的時候，變化正在發生，而且變化可能會非常地

好。但是，正如您所發現的那樣，您已經看到，只是坐在長椅上，放光，它

就會動搖一切。閃耀你的光並不意味著 “一切都會變得很棒”。它意味著我

們現在正在開放事物，有時地球上會發生巨大的破壞，這不是你的錯。這只

是意識改變的結果。 

在後文藝復興時期，有一種偉大的新理解，一個朝向科學和發明的偉大運

動，以及部份的高意識在機器的發明中——如蒸汽機、縫紉機，之後所有發

生的事情最終是讓人類從勞動工作中解放出來。把他們從像驢和馬的這些勞

動工作中解放出來。很有趣的是，當機器，蒸汽機，現在可以為人類自動化

的引擎——織布機，自動織布機——這些東西讓人類免於大量繁瑣的勞動，

但當這些機器開始在工廠中占主導地位時，當時人類做了什麼？？他們去燒

毀工廠，毀壞機器。你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不想失去工作。 

他們不會失去工作。他們可能會得到一份新工作，但機器不會得到工作。無

論是幾百年前的機器，還是今天的電腦，它們都不會得到這些工作。但是，

在這裡，我們有人類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燒毀建築物並摧毀機器。不是那樣

的。高意識實際上是關於他們對自由的恐懼。他們寧願低薪資從事這些單調

乏味的工作，也不願為自己的自由承擔責任。 



 

 

從表面上看，它看起來像，“哦，看看這些可憐的人” 。看看這些聚集並組

織起來摧毀機器的人如何以 “因為我們將會失去工作” 為藉口。不，他們

不是的。他們是害怕失去他們的監獄。他們害怕自己的自由。很多這樣的事

情現在又發生了 100 倍，但回到美國的故事以及我今天想談論這個的原因。 

我意識到歐洲可能不會改變，或者即使會改變，也需要數百年的時間，而我

沒有耐心。所以，與其他人一起作事時，我說，“讓我們建立新世界，一個

實驗自由的地方，一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無論何種文化，無論何種種族

或宗教都可以來到這裡。我們會把它們都放在同一個鍋裡，看看會發生什

麼”（笑聲）。比那表達得更強烈一點，但我去了美國無數次。 

現在，我想對你們所有人，特別是正在觀看的你們，説得非常清楚。我們不

是在宣傳美國，也不是關於愛國主義。除了體育，我當然不是民族主義的粉

絲，因為它最終會非常具有破壞性。美國是你喜歡和討厭的地方之一。你知

道，它在這整個世界中因很多事情而受到喜愛，卻也受到了怨恨。但關於我

幫助建立的美國的一件事是，大部分情況下，你可以從任何地方來到這裡。

一開始這裡只有原住民。他們來自歐洲各地，最終來自亞洲、非洲和世界各

地，為了成為這個實驗自由的一部分來到這裡。 

實驗自由在世界上做了很多好事，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你可以從任何地方

來到這裡，這並不重要。是的，這個國家現在發生了很多動亂，但我們稍後

將討論從高意識的觀點，即更大的圖景來看。 

當我與開國元勳一起幫助制定憲法時——這是事實。我沒有自己建造整個國

會大廈（有些輕笑），我得到了一些幫助。但我確實在幕後幫助制定了憲

法，不想脫穎而出，而且也不想成為這裡的公民。我知道我在這個星球上還

有短暫的幾年，而我想回到歐洲。 



 

 

這是設計成一個讓人們來尋求自由的地方，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它。可

能比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自由，雖然你們中的某些人可能會有異議。在這裏

幾乎你可以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而你現在在這個國家所看到的，尤其是最

近的墮胎裁決，與 “墮胎是好還是壞” 無關，這是關於拿掉自由。現在，

這將適得其反。鐘擺將朝另一個方向擺動。有些人想要一種有限度的自由。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矛盾的說法。他們想要一點點自由，但不是全部。 

當你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或任何俱有相同類型能量動態的國家時，自由就是自

由。自由攜帶槍支。我們不是在發表關於槍支的聲明，您對此的看法並不重

要，但是一個國家可以像你能擁有槍支那樣自由嗎？還是可以墮胎的那樣自

由？如此自由以至於真正允許自由以每一種、每一種、每一種可能的方式來

承現？那就是這個國家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有趣的是，美國不是根據基督教原則建立的，而是根據共濟會（Masonic）

原則建立的。在這個國家的核心深處，銘刻在華盛頓特區和全國其他地方的

眾多紀念碑中的是共濟會原

則。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反對基

督教原則，但有很多人認為這

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但如果你

進入高意識，從大的角度來

看，這是共濟會的原則，而這

些原則是基於神聖的能量和自

由。最終是，自由。 

現在，話雖如此，今天的共濟會與當時的共濟會不同，是的，我是其中的一

員。有些團體仍然保持非常安靜，非常非常安靜，他們仍然堅持純粹的共濟

會和原本純粹的基督教價值觀。而且，對我來說，這可能是最好的——諾斯

替（Gnostic）主義、共濟會原則。大約公元 350 年前基督教會的原則；與



 

 

共濟會原則以及共濟會對占星術和幾何學以及真正的能量科學的理解相結

合，它們是非常出色的，它們仍然是這個國家的核心。但最終是，關於自

由。 

我今天談論自由，因為這是你們每個人都面臨過和遭遇到過的事情，你自己

的自由——脫離自己，脫離大眾意識，脫離家庭，脫離舊的思維方式，舊的

信仰體系，真正的自由——而且它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有些輕笑）。它很

困難。你想抓住其中的一些。你想說，“好吧，我會抓住這些特定的事情，

我在這方面會是自由的，但我會繼續抓下去”。自由之龍會告訴你不能抓住

任何事情。最終，一切都會回到你身邊。 

順便說一句，如果它在美國，美利堅合眾國進行自由實驗行不通，那麼下一

個設計來容得下它的國家會是那一個？ （一個男性說 “加拿大”，一個女

性說“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是的。而且，對我來說，這總是一個大笑

話，因為那像是一個大監獄殖民地，但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呢？對於所有的

澳大利亞人，你明白的。這是一個做自由實驗的好地方啊。 

它不是只有一個的。這並不意味著如果它在這裡行不通，那麼它就會去那

裡，或者如果它在這裡起作用，澳大利亞就出局了，因為就像現在這世界上

許多其他地方一樣，澳大利亞正在經歷自己的自由實驗。但回到正題。 

人類真的想要自由嗎？我認為他們對此感到非常困惑。我想，是的，有些人

肯定明白，而且你現在幾乎不能回頭。一旦你踏上真正的自由之路，你幾乎

不能回頭，因為在你的核心中，在你的心中，你是一個真正的主權靈魂和一

個主權存在。 

讓我們深吸一口氣。 



 

 

自由。這是目前地球上正在發生的那些高意識的事情之一。你不會在新聞中

讀到它。你甚至沒有在深奧的期刊上讀到它，但它是目前正在塑造和改變地

球的重要因素之一。當你放光時，這就像是它所趨向的大局觀——自由。自

由。 

順便說一句，關於美國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再說一次，愛它或恨它，都沒關

係，但這是一次很棒的經歷。世界各地的人們為了追求自由而來到這裡。現

在，原本說是宗教自由，隨心所欲地崇拜的自由，但實際上不止於此。它是

擺脫皇室制度、擺脫國王和王后的自由。它是創造自己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的法律的自由。對於那些第一次來到這裡的人來說，即才是真正的驅動力。

然後當然是宗教。 

人們從歐洲和非洲各地來到這裡。現在，這很有趣，因為美國現在在與黑

人、黑人和白人以及所有其他種族的種族問題上發生了如此多的動盪。但有

趣的是，來到這裡的非洲人，來到這裡並扮演奴隸的角色，但他們真正來到

這裡是為了理解自由。那就是它的高意識。那就是大局。 

這些事情都不是真正錯誤的發生。您可以將奴隸制度歸咎於荷蘭人或英國人

或任何人。但最先來到這裡的非洲人，其實是在追求自己的自由，雖然是打

著奴隸的幌子。有什麼更好的方式比被另一個人奴役來更幫助你理解你靈魂

的自由呢？有什麼更好的方式來真正理解絕對的自由？這就是他們所做的。

你可以說，“嗯，不。他們被虐待，他們被帶到這裡”。他們被彼此的部落

出賣，實際上，他們有靈魂協議讓他們來到美國，這個自由的地方，而最終

擺脫奴隸制。 

但是，你知道，現在觀察生活舞台上發生的動態也很有趣。我最近做了一項

研究，發現大約 53% 的人——他們怎麼稱呼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種

族、黑人種族的活動家；我到天空中的大圖書館做了一些調查，發現其中 



 

 

53% 的人在他們的最後一世是奴隸主（一些 “嗯” 和輕笑）。那就是高意

識。那是更大的圖景。所以他們帶著作為奴隸主的愧疚來到這裡，他們做了

什麼？他們採取行動主義，那是很好的。這對他們有好處。它讓事情在這裡

行動，最終為每個人提供真正真正的自由。 

您可以真正記錄所有來到這裡的種族和文化以及宗教的運動，並意識到他們

來到這裡是為了真正開始他們通往自由的道路。 1800 年代亞洲人來美國修

建鐵路，不僅僅是為了修建鐵路。它是離開他們所屬的這些朝代，這些被統

治者或皇室緊緊抓住的國家。他們來這裡是為了自由。 

因此，在新聞或人類辯論中，他們經常關注較小的人類——而不是小人物—

—他們關注一些更有限的人類問題，而不考慮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高意

識，為什麼會發生某些事情。然後他們指

責、責備，他們抓住他們的原由。你在這

裡所做的工作，“這就是我在這裡的原

因”是關於高意識，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

都有更大的圖景。最終，你意識到真的沒

有虐待。確實沒有發生虐待。人們會為此

與我爭論，但真的是沒有。我認為人們本

來可以用更好的方法來事情。你真的需要

去美國當奴隸來發現自由嗎？它是很多的

苦難——對於來到這裡、在棉田裡勞動、

遭受殘酷對待的祖先的苦難——但也許有

更好的方法來發現自由。 

  

大局 



 

 

讓我們稍微談談高意識，這意味著大局。地球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大運動？

這就是你來這裡的原因。這就是你的光所要照耀的。它不是政治，也不真的

是經濟。 

哦，經濟。經濟是其中之一在反映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我要告訴你們每

一個人的一件事：不要擔心經濟崩潰。它可能會; 它可能不會（笑聲）。不

要擔心，因為它不應該影響你。不，它不應該，它不應該影響你。你應該處

於一個更高的意識中。你不應該跟其他的人一樣在陰溝裡，每天都在擔心經

濟會崩潰。呃，以前崩潰過，它將會又再次崩潰，然後每次都會進化。它達

到一個全新的水平。當然，它正在改變，而且它必須改變。地球上正在發生

的所有這些事情——經濟的原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什麼而發生的變

化？冠狀病毒。引起經濟的巨大改變。 

所有這些事情都在進行中，如果你看看高意識，大局，你會意識到，“啊！

這必需是，必需如此”。所有這些運動都必需發生。我知道有些人，哦，他

們害怕變化或什麼事情可能會發生，但超越它，並意識到這些運動——就像

文藝復興推動了 100 年、200 年之後所發生的事情那樣——現在地球上所發

生的運動就是因為意識推動了它的發展，它將會影響科技、經濟、醫療保

健，幾乎是生活中的一切。 

讓我們談談另外一些大局，即高意識。我之前談過的一個是這種舊有的受苦

意識。我真的厭倦了這個星球上的受苦，但人類就是接受了它。它成了存在

的方式。 有多少人的父母告訴過你，“你必須受苦。你是人，你受苦” 。 

“嗯，這就是應有的方式。你必須受苦，直到你上天堂”，如果你足夠幸運

的話。然後是所有的榮耀。就像，“為什麼要等，媽媽？！” （Adamus 輕

笑）“我不想等到上天堂，我現在就想要！” 但是人類已經根深蒂固地陷入

了一種他們必須受苦的腐爛意識中，而他們不需要。 



 

 

我們正在用光做的工作就是將痛苦變為快樂，但

仍有很多人還在抓住它。他們認為、他們相信、

他們繼續表現出 “我們必須一路受苦地爬上山，

我們一生必須受苦” 。但是你不需要的。讓我們

改變它吧。我的意思是，在高意識中，知道大

局，讓我們的光照向各處，但不試圖讓人們改

變，而是說：“你不需要再受苦了！你不需要，

你不必受苦，尤其是在宗教。你不需要受苦。上

帝不想要你受苦”。但這是其中一個高意識的事

情。 

經濟是另一回事，我不想談到經濟學，而是經濟能量的活動。人們非常確定

有些人擁有，有些人卻沒有；他們永遠不會有足夠的；有陰謀；是因為銀行

還是因為美聯儲。住口！ （輕笑）這只是能量的活動。僅此而已，每個人都

有權獲得他們想要的一切。那就是高意識。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它，但當你沒

有時，你不能責怪別人，你只能責怪自己，你只能說，“我沒有允許豐裕進

入我的生活中”。 

因此，我們不參與哪家銀行做了什麼以及美聯儲備會或任何其他事情。高意

識是關於“讓我們改變舊的意識，從缺乏和限制，只有一小群人擁有它，讓

我們停止攻擊擁有它的人”。他們足夠聰明來擁有它（更多的笑聲）。你知

道，我的意思是，它只會延續整個事情，比如，“哦，有錢真的很糟糕”。

不，這不對的。這只是能量。那就是我們正在改變的事物的高意識。 

另一個是生物學，肉體。人們只是接受，“嗯，你知道，我是一個人，這就

是我”。他們認同身體。他們認同這以碳為基礎的現實。那完全是胡說八

道！我的意思是，在高意識中，不是這樣的。肉體只是天使們碰巧降落或嵌



 

 

入他們的意識的地方，現在他們有了一個身體，他們認為身體就是他們。身

體不是的。 

正如我在我們的 ProGnost 更新中所談到的，這即將會發佈——7 月 14 日

會來到你家（Adamus 輕笑）——高意識是你有沒有身體並不重要。你可以

將你的意識、你的存在，體現在任何東西中。終究，它是光，它不是生物

體。它不是以碳為基礎的。你死後不會消失。死亡有時是一個非常好的解脫

（Adamus 輕笑），但人們害怕死亡。所以他們更加地把自己塞進自己的身

體裡，他們的身體會傷痛，不是這樣的，高意識是你可以體現在任何你想要

的東西上，無論它是碳基的，你的生物體；無論它是科技。我會在即將到來

的 7 月 14 日 ProGnost 更新中談到。任何東西都無關緊要。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體現在另一個存在身上，比如體現在一隻鳥身上。你可

以體現在另一個甚至無法用人類語言來解釋的現實中。但人類如此專注於身

體，就像 “這就是我”，“上帝給了我這個身體，上帝把我塞在這裡”。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的，你接受了它，但你也可以隨

時離開，或者擁有一個與你的高意識相容的碳基系統。反正肉體真的不是你

的，但你住在它裡面，所以你可以有一點和諧，然後把光體帶進來。 

這些是大局。我們不是來關注特定的事情，比如清理海洋。清理海洋很好，

最終，你散發出的意識最終會激勵其他人這樣做。它是必要的，對環境負

責，但我們不是在這裡試圖武裝起來反對那些污染環境的人。其他人將擔任

該角色。你不需要這樣做。你在這裡是為了高意識，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的大圖景。我會不時提醒你，因為會很容易陷入小事中。很容易陷入地球政

治或經濟或工作或類似的事情。它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來這裡是為了高意

識。 



 

 

讓我們將此作個深呼吸，感受一下它。真正的大局。它沒有任何原因，沒有

戰鬥。它只是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動態，地球上的能量趨勢，然後讓光照

耀到那個地方。 

我們的下一個系列，將進入其他選擇（ Alt），許多替代的可能現實可以同

時發生在這個星球上或其他地方。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現在沒有空間讓你缺乏

自由，沒有空間讓你拖著老問題，指責別人，沒有空間給 “可憐的我” ，

沒有空間給受害者或施虐者。我們來這裡是為了在留在肉體中的同時，作清

潔、純淨和神聖的意識工作。 

所以，讓我們好好地作一個深呼吸。 

  

你的權利 

現在，說到自由和獨立，我想你是要留在這個星球上作個體現大師。有時我

想，來到另一邊會容易得多，真的會的。我的意思是，你不必拖著身體，我

們那裡沒有金錢，我們沒有律師，沒有前妻。嗯，有的，（笑聲）我有幾個

前女友到處追著我（更多的笑聲），但有時我在想，要嘛你們真的很固執，

否則你真的非常神聖。我不知道它是哪一個。但是，“我們將留在這個星球

上，我們要讓它行得通”。或就像 “你可以隨時放下，過來這一邊，我們今

晚要開派對， FM 今晚將會唱歌” 。（觀眾說 “哦！ ”）是的。是的，好

吧，我可能不會在那裡（Adamus 輕笑）。 

不管怎樣，在我們向前進行時，在你的生活中擁有某些權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今天想在後面（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寫下這些權利，Linda 拿著麥克風。

我們將把它製作成一個實際的字面上的文件，就像權利法案或獨立宣言，這

將作為大師 一 這個星球上的體現大師 一 的指南。它是你的權利。你有權的



 

 

事情。你所認可為當你留在這裡時，所擁有的權利。我們將把它作成一個漂

亮的文檔。我會在上面簽名並發送給任何想要它的人。 

因此，我們將其稱為 “體現大師權利的認可” 或簡稱為 “體現大師的權

利”。我會先説第一個，然後我想要你們的意見。我們會把它寫下來。我們

將製作並完善它，然後將其變成精美的文檔。 

因此，作為大師，您有豐裕的權利。就是如此。沒有如果、和 或 但是。沒

有，“我不知道如何賺錢”。閉嘴！ （Linda 喘著氣，一些笑聲）順便說一

句，我想要那個在文件中（Adamus 輕笑）。對不起，但粗話不會困擾我，

他們只是困擾…… 

LINDA: 你能和 Geoff 談談那個嗎？ 

ADAMUS：這不

會困擾他。他被打

暈了，他在別的地

方（笑聲）。但有

時我不得不用這樣

的話來強調 “克

服它吧！” 你有

豐裕的權利。就是

如此。沒有其他。

然後人類的大腦跳了進來，“嗯，我不知道怎麼做，而且我從來沒有過豐

裕。 大人物 有它，陰謀有它，美聯儲和外星人等等。” （更多的笑聲） 

不！我要你現在認可你有豐裕的權利。而當你認可的那一刻——沒有如果、

和或但是——當你認可 “豐裕是我在這個星球上作為一個體現大師的權利” 

的那一刻，所有的能量都會改變。如果你仍是堅持  “但是”，就像，“但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也許 Crimson Circle 會給我錢” ，這就像你還在 “但

是” ，能量仍然會很古怪。 

LINDA：你是說但是 （but）還是屁股（butt）？ 

ADAMUS：兩者都有。是的（Linda 笑了）。嗯，人類一直在 “但是” 事

情，而且，你知道，當你說 “我有富裕的權利” 時，你有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 然後所有的能量又被扭曲了。所以， “我有豐裕的權利” 句

點，那你就會有了。你們每個人都有。所以讓我們把它作為權利之一，豐裕

的權利。好的。 

LINDA：好的。 

ADAMUS：好的。現在，Linda 要拿起麥克風，問你這個單子上還有什麼。

你作為地球上的體現大師的權利。 

NGOC（女）：沒有用。我在對你眨眼，想著： “如果你認可了，你會跳過

我的” 。沒有用。 

ADAMUS：那個黑板上還要放什麼？ 

NGOC：眨個眼就能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的能

力。 

ADAMUS：再說一遍？ 

NGOC：眨眼。 

ADAMUS：我們可以有麥克風嗎？謝謝你。 

NGOC：（對著麥克風說話）你好。 



 

 

ADAMUS：嗨。 

NGOC：你好。好吧，我希望有可以瞬間移動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ADAMUS：那很重要嗎？ 

NGOC：是的。 

ADAMUS：我可以告訴你怎麼做，但你不會帶著你的肉體。 

NGOC：那沒關係。 

ADAMUS：你認同你的身體。它是缺乏自由的。意識到身體是你的，而它是

暫時的，但如果你認為你必須帶著你的身體去另一個現實，你就是過度認同

那不是真的你的東西。所以，我甚至不會把它放在板子上。我不會認可它，

因為那完全是胡說八道（Linda 輕聲喘氣）。 

你可以隨時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你可以隨時突破現實，但不要指望帶著你

的生物學。如果你想帶著身體，那你需要回到 Adamus 的基礎（Adamus 

101 ）並明白你不是你的身體。你是一個靈魂。你將你的意識暫時置於一個

碳基原子結構中，但你不會拖著它及所有的疼痛和痛苦、它的潛在癌症、它

的老化和撒尿在你自己身上，和其他所有東西，到宇宙各處（幾聲輕笑）。

你為什麼要帶著身體？！我讓你很難過，但我想把它說得很清楚。您可以瞬

間移動到你想要的任何地方，你可以進入其他次維。這就是梅林（Merlin）

所做的。 梅林可以進入這些次維，但你的本質、你的核心，並不是一個物質

存在。 

現在，你想去旅行嗎？ （她給了他一個飛吻）謝謝。你想旅行嗎？我們能做

到，它是如此容易。我們在即將於 7 月 14 日發布的 ProGnost 2022 更新中

討論它（有些輕笑），但我們不隨身帶著這個物質東西，就可以做到。好



 

 

嗎？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們將會這樣做，特別是在 Keahak 課程中。你可

以進入其他次維。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你不會帶著你的頭腦，感謝上帝（有人說 “哦！”）。

哦！但是，但是——有那個 “但是”——你會想要帶著它。 “不，我必須

帶著我的頭腦和身體”。不，他們就像醜陋的繼姐妹。你知道，你不想帶她

們和你一起去派對（有些輕笑），他們會毀了整個事情。但我們將會這樣

做。這完全是意識問題，把我們的意識帶到你想要的任何地方。那才是真正

的自由。好的。謝謝你。我們不會把它放在白板上。我們會假裝它從未發生

過。 

好的。您作為體現大師的權利法案，接下來是什麼？。 

JIM：身為人類，你必須與其他人類互動。所以我有權利和能在我所在的地

方見面的人一起玩。 

ADAMUS：它不會發生（笑聲）。這將比我想像的更艱難！ （更多的笑

聲）我以為我們會輕而易舉地走過它。我對能量中的感覺是你希望每個人都

像你一樣，而這不會發生的。 

JIM：不，不，不，不。不。 

ADAMUS：是的，是的。 

JIM：不，但我想要幾位。 

ADAMUS：幾位。 

JIM：幾位，你知道的。 

ADAMUS：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會發生。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發生？ 



 

 

JIM：哦，我從沒有要這樣。 

ADAMUS：你以前沒有，但你現在要它。 

JIM：是的。 

ADAMUS：好的。那看起來像什麼？你想跟某人結婚嗎？ 

JIM：不，不是，不是。 

ADAMUS：不是。 

JIM：不是。不是（Adamus 輕笑）。一個能量上的和諧，互相共鳴，嗯…… 

ADAMUS：朋友？ 

JIM：不一定。 

ADAMUS：不是。 

JIM：但遇見其他人並有一種我們相互理解的感覺。我們看到對方的整體...... 

ADAMUS：當然。祝你好運（Adamus 輕笑）。 

JIM：……和讚賞。 

ADAMUS：Cauldre 指責我今天特別殘忍。所以呢！ （Adamus 繼續

笑）。 

JIM：我真的不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覺得 … 

ADAMUS：你為什麼首先想要它？ 

JIM：嗯。因為它很有趣。它並不是孤單。 



 

 

ADAMUS：嗯，也許並不孤單。好的。是的。偶爾來這裡。來到月聚會，然

後離開。我的意思是，回到……（他們輕笑） 

JIM：我來了！ （他輕笑） 

ADAMUS：我明白你在說什麼，但我想讓你清楚。那真的那麼重要嗎？可以

在其他次維逛逛。 

JIM：不，不，不。為什麼要參與人類體驗？ 

ADAMUS：精靈給了你三個願望——你知道，你擦神燈，精靈給你三個願

望——第一個是 “我想被其他人圍繞著” ？ 

JIM：不，不，不。不！ 

ADAMUS：我在誇大…… 

JIM：不是的！ 

ADAMUS：……但就像，天啊！我會為白板上選些其他的東西。我的意思

是，我不想在這裡給你所有的想法，但是……好吧，讓我們開始吧。所以你

想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JIM：像是這樣的，是的。 

ADAMUS：好的。 

JIM：或者我想不時進入這種經驗。 

ADAMUS：好的。你可以隨時來這裡，你可以參加一些聚會，研討會。 



 

 

JIM：是的。 

ADAMUS: 是的，所

以你像有那種體驗。 

JIM：是的。 

ADAMUS：但它值得

放在白板上嗎？我會

把它放在那裡，因為

我榮耀和尊重你。我

們會把它放在那裡，

但我只是，我想知

道...... 

JIM：我認為其中有領導力的一個角色。你知道，在這裡有那樣的經歷。 

ADAMUS：對。 

JIM：然後把它帶到世界上，並與其他人分享它的本質。我認為有一個... 

ADAMUS：你會如何為白板上措辭？ “我有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權利嗎？” 

（Jim 嘆氣）我讓他很難受。 “我有什麼的權利”？ 

JIM：（一個男性說 “良好的關係” ）不，不。不僅如此。不僅如此。 

ADAMUS：比如能夠與同伴有品質的相處？ 

JIM：是的，但更多。 

ADAMUS：不止於此。 



 

 

JIM：是的，不止於此。是的。是的，因為它是共同創造的。這是與其他大

師會面。 

ADAMUS：好的。給我像八個字或更少，來放在白板上。 

JIM：哎呀！我需要幫助（他輕笑）。 

ADAMUS：什麼的權利？ （有人說“放屁”，然後是笑聲和掌聲） 

JIM：不，不。不，不止於此。它更多。 

ADAMUS：我會放在白板上！ （更多的笑聲） 

SHAUMBRA 1（男）：與其他大師共同創造。你説的領導力重點是什麼？ 

JIM：我的經驗是，當我看到另一個人時，我看到了超過那人的表象，我看

到了他們美麗的潛能，他們的精通，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然後他們就知道

了。然後他們就知道了。 

SHAUMBRA 1：酷。因為我是誰而被別人榮耀的權利？ 

JIM：很好，是的。是的。這是因為一起做所

以產生的共同共鳴。 

ADAMUS：是的。 

JIM：是的。 

ADAMUS：這是一個很好的表達方式。 

JIM：請你再說一遍好嗎？ （有些輕笑） 

SHAUMBRA 1：有權利因我是誰而受到他人的尊重。 



 

 

JIM：所以…… 

ADAMUS：有權利讓自己發光或讓自己被準備好要看到我的人看到（有人說 

“哦！ ”）。是的。 

JIM：是的。 

SHAUMBRA 1：這是領導力的一部分。 

ADAMUS：是的。是的。換句話說，成為真正的自己是安全的。好的。做真

正的自己是安全的。Jim，會有人認出你，也有人不會認出你。而對於那些

不能認出你的人來說，無關緊要。對於那些能認出你的人，你就會有你所說

的那種共嗚。 

LINDA：所以 “做你真正的自己是安全的” 是要寫在螢幕上？ 

ADAMUS：是的。我喜歡。 

LINDA：好的。 

ADAMUS：我們會做一些額外的調整，但這是一次很好的討論。它進入了事

物真正的高意識，更大的圖景。絕對的，最終擺脫隱藏並成為你自己的權

利，只是讓那光閃耀而無需被守衛。會有人認出你是誰，也有很多人不會認

出你。對那些不會認出你的人來說，無關緊要。但 Jim 的觀點，那些真正認

出你的人會真正認出你，而這將是一種靈魂與靈魂的連結。很好。 

LINDA：好的。下一個？ 

ADAMUS：是的。 

YULIA：擁有健康的身體。 



 

 

ADAMUS：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YULIA：沒有受苦。 

ADAMUS：是的。那真的屬於這個白板上的

嗎？ 

YULIA：是的。 

ADAMUS：當然，確實如此。那可能應該是

第二位，但絕對是。這是一個問題。平衡生

物體的權利。 

YULIA：是的。 

ADAMUS：與你的靈魂平衡，與你的意識平衡，並一直平衡自己，換句話

說，就是不斷地平衡自己；碳基身體具有不斷重新平衡自己、重新使自己恢

復活力的所有能力。但是有很多因素阻止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一個是人們認

為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的低意識信念，那是非常低的意識。我們要有高

意識說： “不。身體會——我有讓身體對我的意識反應的權利。不是對我的

思想，不是對我小小的肯定，而是， ‘嘿，身體，我是光'。” 就是這樣對

自己說。我的意思是，你不必大聲說，“我是光體，我是光”。身體突然就

像，“哇！哦！真希望我 50 年前就從你那裡聽到過，我們就會用不同的方

法處理事情。但是，不，你忙著吃所有你那些奇怪的東西，忙著恨我，忙著

私通和感到內疚。我應該怎麼做？我要崩潰了，你知道的”。因此，您有得

到一個平衡的生物體的權利。 

YULIA：我記得…… 

ADAMUS：請用麥克風。就是對著它說。 



 

 

YULIA：我記得幾年前你說恢復青春的聖殿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 

ADAMUS：絕對是的。 

YULIA：所以，我們都在等待。它在哪裡？ 

ADAMUS：在哪裡？！ （笑聲） 

YULIA：在哪裡？！ 

ADAMUS：在哪裡？！ 

YULIA：Adamus。 

ADAMUS：誰先上？ （更多的笑聲）這太可怕了...... 

YULIA：它在哪裡？ 

ADAMUS：就在那兒！！在那裡。它在哪裡？你就坐在它上面（當她看著她

的椅子時，笑聲）。就在那裡！你必須他媽的使用它！為什麼這麼難理

解？！你需要的一切都在那裡——你的豐裕、你的健康——“我看不到，它

在哪裡？誰擁有它？某人有它。我得為它付出多少？” 它就在那裡！ “我

就是光。身體，恢復青春活力”。稍微有點控制！做一點事。允許它發生。

而我不是…… 

LINDA：你需要一杯酒嗎？ （有

些輕笑） 

ADAMUS：我需要一杯威士忌！

我需要一瓶傑克丹尼爾斯（Jack 

Daniels 威士忌牌子）！ （更多笑



 

 

聲）那就是我的相容關係。傑克丹尼爾斯，那是我的同伴！ 

YULIA：你可以做得更多（她輕笑）。 

ADAMUS：它都在那裡。你在等什麼？如果你不使用它，如果你就像， 

“什麼都沒發生” ，他媽的閉嘴，讓它發生！不，我是認真的。哦！有時我

回到靈性大師俱樂部，試著裝出笑臉， “哦，Shaumbra 的一切都很棒，我

們做得很棒” 。（有些輕笑）。我要說， “哦，我的天啊！他們擁有世界

上所有的工具，而他們説 ‘它在哪裡？！誰得到工具了？！’ ”這就像使

用恢復青春的聖殿一樣，你可以用任何名字稱呼它。 

LINDA：別把麥克風扔給他。不要（更多的笑聲）。 

ADAMUS：隨便你怎麼稱呼它。你必須使用它。如果你的身體對它沒有反

應，就到高意識， “嘿，我是光。我是大師。只要我待在這個星球上，我就

需要這個身體。我不在乎科學怎麼說，也不在乎人們說不可能出現奇蹟。身

體，整裝起來” 。我用了一些強硬的話語。對不起，無論我冒犯了誰。 

YULIA：幾天前我告訴我的身體，早上…… 

ADAMUS：無論你知不知道，或做了沒有（有人大喊 “哦，是的！” ）

啊！來了（Kerri 帶來了一瓶酒，引起了熱烈的歡呼和掌聲）。哦！不，先

把它傳給大家（更多的笑聲）。給我

一杯。給我一杯，然後傳給大家。 

KERRI：好的，你想要什麼，威士忌

還是什麼？ 

ADAMUS：那是什麼？ 

KERRI：我甚至不知道。 



 

 

ADAMUS：哦，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恰好是毒藥，聖日耳曼，但除此之

外……” 

TAD：（看著瓶子）龍舌蘭酒！ （更多笑聲） 

ADAMUS：好的。我們需要一些塑膠杯子（Kerri 給他倒了一些）——這對

我來說已經足夠了——塑膠杯子還是什麼的。 

KERRI：我會拿來。 

ADAMUS：我們要在這結束時，為我們的人權法案乾杯。 

現在，你知道，我們兜兜轉轉，一切都歸結為：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裡。

我不在乎你是否稱它為恢復青春的聖殿，不管你怎麼稱呼它，你的療癒洞

穴，隨便什麼。那些都是分心。你已經擁有了一切，來讓你的身體恢復青春

活力，讓你無需努力就擁有豐裕，無需受苦來得到它。所有這些東西都在那

裡。你只必須允許它。隨它去作用。你說，“但我是這樣作”。不，你不

是。你還是不允許。你仍在尋找藉口，仍在推遲，並等待我、某人或其他事

情的干預。這都無所謂。 

YULIA：恢復青春活力有那麼難嗎？ 

ADAMUS：不。不，不難。它是量子允許的，就是說， “好。我是光，我

留在這個星球上，我有很多工作要做，身體，平衡自己吧。” 

現在，你可能會大病一兩個星期，你可能會躺在床上，你腦子可能有點古

怪。它是沖洗系統的一部分。這是在情緒上和身體上淨化的一部分，允許它

發生。你剛剛做了一個量子允許說，“我要讓我的身體重新平衡。” 

現在，不要在說 “我想要看起來年輕 50 歲，我想要有身體某個部位更大或

更小” 的時候作量子允許， （笑聲）無論這些部位碰巧是什麼。有些部位



 

 

更大，有些更小，不要那樣做，是你的身體，這是你在生物體中神性的體

現，讓它發揮它的作用。它知道如何平衡，它在那裏為您服務，不要開始告

訴它，它必須看起來更年輕或者你想要更多的能量。住口！只要讓生物平衡

發生。 

YULIA：好的。 

GARY：那麼醫生是一種分心嗎？ 

ADAMUS：他在問一個問題，看醫生是分心嗎？而且——（Adamus 嘆了

口氣）——這取決於你如何使用它們。如果您要去看醫生進行治療，那是會

分散你的注意力。如果你去看醫生，也許是為了給你一點肯定或者一點醫療

方面的幫助——因為科技很棒，它可以做很棒的事情——但這取決於你如何

使用它。如果你是你醫生的奴隸，換句話說，你是在說， “他是唯一能治癒

我的人” ，這是一種分心。 

GARY：嗯嗯。 

ADAMUS：如果你說， “是的，我需要一點助

力。我的意思是，例如，天哪，我割傷了我的手

臂，縫幾針也沒什麼壞處 “，因為我家裡只有一

根大針和一根線之類的，我會去看醫生” ，這是

治癒的一部分。但是你開始依賴醫生或其他療法

或其他人或類似的東西，那就是您遇到麻煩的地

方。 

我們説到哪裡呢？權利法案，一個平衡的物理生物體，這意味著你有這個權

利。我的意思是，這是你的權利。我們要做的是組裝起這些權利。一旦我們



 

 

開始喝酒（笑聲），我們今天可能不能完成這項工作。每個人都有他們

的……哦，它們正在被傳遞（Kerri 正在傳遞龍舌蘭酒）。  

但這些是您的權利，並且要在我們所做的工作中向前進——在樂趣中——，

你需要認知這些。 “我有豐裕的權利，我有獲得平衡的生物體的權利”，還

有什麼權利呢？Linda，請在房間裡走一走。 

LINDA：哦。我必須在這裡完成一個行賄。 

ADAMUS：好的。她給了你多少錢？ 

JIN（男）：二十塊錢，但她沒收。 

ADAMUS：她只賣 20 塊？！ 

JIN：我拿到麥克風。 

ADAMUS：你給了她 20 元。 

JIN：我給了她 20，她不收。 

ADAMUS：是的，是的。但她應該說： “抱歉，40 元。” 

JIN：（輕笑）我會給她的！ 

ADAMUS：我知道！好的。你有麥克風了。 

JIN：嗨，Adamus。 

ADAMUS：嗨。 

JIN：我們真的把它精簡到自由，但更準確地說，是為了能選擇什麼經驗，

而且能選擇從某種經驗中脫身。 



 

 

ADAMUS：好的。那麼，您如何將它加到我們的體現大師權利？你會怎樣說

呢？ 

JIN：不被卡住的自由？ 

ADAMUS：嗯，但是你已經 “被困” 在那裡了。只是……（一個女人說 

“選擇的權利” ） 

JIN：選擇經驗的權利。 

ADAMUS：創造性表達的權利怎麼樣？創造性表達的權利。 

JIN：創造性表達的權利。 

ADAMUS：這意味著你可以跳入任

何你想要的體驗然後離開。 

JIN：是的。 

ADAMUS：也許措辭還需要強調創

造性表達的權利或者加入創造性表達的權利和退出的權利。 

JIN：當它不再為你服務的時候就離開。 

ADAMUS：我喜歡這樣。是的。或者你也可以只用 “生活” 這個詞——

“有選擇生活經歷和選擇何時離開的權利。” 

JIN：是的。 

ADAMUS：諸如此類。我們會微調這些詞，但那個權利很好。你有權進入任

何你想要的體驗，也有權離開。這個星球上的問題是你到了這裡，然後人們



 

 

不相信除了經由死亡，他們有離開的權利。他們沒有權利擺脫祖先業力或其

他許多事情，或者他們自己的過去。 

這又是高意識事情的其中之一。這個星球上的信念是 “你做了什麼，它是你

的歷史，現在你被它困住了”。這一點都不真實！你可以隨時擺脱它。然後

你要作什麼？ 

JIN：首先，你深吸一口氣。 

ADAMUS：是的。 

JIN：然後…… 

ADAMUS：然後你把它交給智慧。 

JIN：你把它交給智慧，希望你不要在這件事上回到凡夫側。 

ADAMUS：對。 

JIN：是的。基本上，是的。 

ADAMUS：好的。好的。所以 “進入或跳脱生活經驗” 。說得很好。很

好。 

JIN：盡量不要想太多，把它留給智慧吧。 

ADAMUS：對。絕對地正確。 

JIN：是的。 

ADAMUS：很好。謝謝你。 

JIN：我的榮幸。 



 

 

ADAMUS：很好。我們的飲料如何了？ 

KERRI：（從另一個房間喊）來了！ （Adamus 輕笑和一些笑聲） 

ADAMUS：你知道，背景中總是有這個幽靈的聲音。 

KERRI：（再次大喊）我來了！ 

LUCRECIA：（舉起酒杯敬酒）好吧，乾杯！ 

ADAMUS：還沒有！還沒，沒，沒，我們要…… 

LUCRECIA：還沒有？還沒有？ 

ADAMUS：我們要一起舉杯。那些現在在線上看的人，去拿一杯酒，即使你

不喝。即使您過去喝得太多而且停止飲酒，你也可能想喝（輕笑幾聲）。免

於成為酒鬼的自由。我的意思是，那不會出現在我們的白板上。實際上，與

這群人它應該在白板上（Adamus 輕笑）。你不再是酒鬼了。好的。

Linda，麥克風。哦，是的。 

LUCRECIA：生活在恩典中的自由。 

ADAMUS：生活在恩典中的自由。但是讓我們定義一下，因為否則它有點摸

不著邊際。這對你來說代表著什麼？ 

LUCRECIA：讓它來找上你。不用擔心。 

ADAMUS：不，讓我們以現實生活的方式具體化。我完全同意你，但是讓我

們寫的，讓以後來的人看到它會說： “啊，很好，那有道理。” 生活在恩

典中的自由，但這意味著什麼？ （一個女人說 “輕鬆自在” ） 

LUCRECIA：自在。 



 

 

ADAMUS：優雅和自在。 

LUCRECIA：自在，只是 ‘在（be）’。 

ADAMUS：但讓我們嘗試著更具體一些。什麼的自由？ 

LUCRECIA：創造和允許。 

ADAMUS：我們這裡已經有了。什麼的自由？ 

LUCRECIA：嗯，恩典就是當你允許豐裕，允許所

有這些形式的經驗，不用努力，沒有受苦。 

ADAMUS：對。沒有受苦。讓我們 … 

LUCRECIA：沒有受苦。 

ADAMUS：讓我們從苦難的角度來談。人類相信

受苦。就是如此。他們願意相信它。他們愛他們的痛苦，否則痛苦就不會在

這裡了。他們把苦難灌輸給教會，然後教會模仿它在給回每個人， “你必須

受苦，上帝要你受苦” 。某些宗教。你知道，猶太人的宗教都是關於苦難

的。天主教徒，哦！天主教徒（笑聲）。他們是大受難者。我的意思是，其

他一些宗教，沒有那麼多受苦，而是只有一點點。你知道，社會告訴你， 

“你必須受苦，你必須努力工作” 。那是從哪裡來的？你不必辛苦工作。但

人們相信它。所以，我們要進入高意識， “哦，不，你不必辛苦工作” 。

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你可以表達你的創造力。但是辛苦嗎？不不不。 

所以我們在談論苦難。您如何在白板上說明您有權不受苦，但我們不要使用

“受苦”這個詞？ 

LUCRECIA：喜悅。 



 

 

ADAMUS：你有權……？ 

LUCRECIA：喜悦地。喜悅地生活。 

ADAMUS：也許是快樂的生活。 

LUCRECIA：嗯嗯。喜悅地生活。 

ADAMUS：不過我想更清楚一點。我想……（一個男性說 “選擇快樂的權

利” ，Adamus 嘆了口氣）是的，選擇快樂，但要活在快樂中。但是我們如

何說，不要用 “受苦” 這個詞，我們如何說 “不再受苦？” 或者，也許我

們就是說出來。也許……（有幾個人在評論）我猜是不再受苦的權利。 

LUCRECIA：愛……（有人說 “無痛” ） 

ADAMUS：無痛？ （一位女士發表評論）對，對（其他一些評論）。有人

對這個有建議嗎？ 

LUCRECIA：我想到 “恩典” 這個詞（一個人說 “吸引力；心靈的吸引

力” ，Adamus 嘆了口氣；其他人發表評論。）嗯，我的意思是，我們就在

邊緣了，但有…… 

LINDA：誰在說話？我們需要用麥克風。誰在說話？ 

ADAMUS：我們想定義它。我們的飲料如何了？ 

KERRI：我們準備好了！ （一個男性大喊 “準備好了！”） 

ADAMUS：每個人？ （一個女性說 “等到我們可以喝的時候”）好的。我

們要等到四點鐘（有些輕笑）。 

LINDA：已經是了！ 



 

 

ADAMUS：不，還不是。現在是幾點？ 

LINDA：那個時鐘慢了。 

JIN：四點了。 

JEAN：現在是 3 點 59 分。 

ADAMUS：3:59。好的。你能給我們在電腦上倒計十秒嗎？ 

JEAN：已經四點了。 

ADAMUS：已經四點了？好的。 

LINDA：我就是這麼想的。 

ADAMUS：最好現在

就喝了。敬自由（觀

眾大喊 “敬自由！” 

和 “耶！”）。敬自

由（觀眾大喊 

“嗚！”）敬自由！

哇！哇！乾杯! （每個

人都喝了）啊！要更

多嗎？ （Adamus 輕

笑）好吧。啊！哇！ 

好的。讓我們繼續。這將變得非常有趣。在白板上（人們仍在提供各種評

論），我們會微調措辭，但我們想找到一種方式來表達 “不再受苦”。你有

權不受苦（一位男性說 “永遠的快樂”）。是的，但我…… 



 

 

LINDA：自在優雅！ 

ADAMUS：但這並沒有充分說明我們必須超越痛苦。人類是……（Adamus 

輕笑）Cauldre 提醒我一些事情。幾年前我們在法國有一個工作坊，讓每個

人都帶一瓶酒，我們開始喝酒，每個人，包括 Cauldre，他突然意識到我在

已經離開大約 20 分鐘了（有些咯咯地笑），他只是在喋喋不休。所以他擔

心現在也會發生這種情況。也許吧（更多的笑聲） 

幽默的權利。在任何情況下有幽默的權利，你可以寫在白板上。隨時將事情

轉變為智慧的權利。你已經不再讓這些事情主宰你的生活，任何舊的經歷，

任何不好的記憶，任何內疚和羞恥，你都有權在任何時候將它們轉變為智

慧。那是一項權利。 

我們還有什麼？在我們把這個帶到一個 merabh 之前，再來幾個。 

SHAUMBRA 2（男）：我會說對齊。 

ADAMUS：與什麼對齊的權利？與其他人？ 

SHAUMBRA 2：與我的內在根源。就像，通過情緒來對齊。 

ADAMUS：連結的權利，與你的靈魂有意識的連結。 

SHAUMBRA 2：是的。是的。 

ADAMUS：絕對地！不是只想知道，不只是想， “我在連接嗎？在哪

裡……”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權利，每天，每時每刻都與你的靈魂有意識的連

結的權利。好的。現在我們越來越接近了。還有什麼？ 

SUE：我有 “無條件愛自己的權利” 。 

ADAMUS：絕對是的。 



 

 

SUE：所以我們不會告訴自己， “嗯，那很愚

蠢” 。 

ADAMUS：是的。 

SUE：或者類似的東西。 

ADAMUS：是的。而且，你知道，大多數人

——在他們的核心——並不覺得他們有權愛

自己。他們真的不覺得。我們帶著這種高意識， “是的，我們確實有權愛自

己” ，這並沒有什麼可恥的。而且，你知道，當大腦跳進來說： “你不能

愛自己，因為你做了所有這些壞事” ，你就說， “他媽的閉嘴。” 

SUE：是的。 

ADAMUS：而且你有權感受和了解愛自己。 

SUE： 對，並使其成為無條件的。 

ADAMUS：而且是無條件的。 

SUE：是的。 

ADAMUS：好的，很好。寫在白板上了嗎？ 

LINDA：嗯嗯。 

ADAMUS：很好。這個很好。好的。再來二個。我們確定會繼續完善這份單

子，我們也會要求所有在線觀看的人提交意見，讓你感覺自己是其中的一

員。對於工作人員來說，這將是忙碌的一個月。是的，先生。  



 

 

VINCE：我仍然在嘗試找好的詞彙，但是

是免於虐待的自由。 

ADAMUS：是的。是的。你會怎樣說呢？

我完全明白你在說什麼。免於虐待。我們

如何將其說明為你的權利之一？ （有人說 

“不再接受胡說八道的權利”，Adamus 

輕笑）。是的。是的（一個女人說 “擁有

主權的權利”）。是的，擁有主權的權

利，但我們如何在陳述這一點——我們暫

時先在這裡粗略地用字，我們可能會改變

一些詞，但虐待。你知道，人類接受你會在你的生活中受到虐待的事實。 

VINCE：我的目標是免於其他人（一個男人說 “胡說八道” ）給他們自己

的答案。 

ADAMUS：對，對。是的，所以……（一個女人說 “回到尊嚴？” ）是

的。這是有尊嚴的權利。同樣，我們會調整一下用詞，但我完全理解你在說

什麼。您不必受到他人的虐待。人為什麼要？他們為什麼會陷入這種情況？

這是一種大眾意識的信念，它就伴隨著痛苦，它們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不，

它不是。如果你要留在這個星球上，你有權…… 

PEARL：釋放。 

ADAMUS：對不起請重說一次？ 

PEARL：釋放。 

ADAMUS：你有權利？ 



 

 

PEARL：釋放。 

ADAMUS：釋放什麼？ （一個人說 “解脫”）解脫？ 

SHAUMBRA 4（女性）：他所說的。虐待的信念。 

ADAMUS：對。你有權不受其他人的廢話而影響生活（笑聲）。類似的東

西。David？ 

DAVID：生活中喜悅的體驗怎麼樣？ 

ADAMUS：是的，最終，但我希望這些都非常清楚。你知道，如果美國憲法

或權利法案只是說， “你有自由的權利” ，就只是這樣，你知道，它必須

再定義多一點。讓我們在紙上寫下一些我們可以查閱的實質上的東西。 

SHAUMBRA 5（女性）：主權尊嚴怎麼樣？ 

ADAMUS：你知道的，這很模糊。 

LINDA：我們這裡有麥克風。 

ADAMUS：你是對的，但讓我們來定義它。作為體現大師，你將擁有的十項

權利是什麼？當然，豐裕。當然，生物學。當然，能夠進出經驗。還有什

麼？ 

TARYN：你有權選擇你想要什麼，你可以擁有什麼。你有權以任何你想要的

方式來選擇你自己的現實。 

ADAMUS：是的。 

TARYN：這是選擇的權利。 



 

 

ADAMUS：相對於……？ 

TARYN：嗯，你可以擁有任何你想要的東西。或

者如果你不想要——嗯，讓我們看看。我猜，就

像你可以選擇，證悟，或者你可以選擇相信你別

無選擇。 

ADAMUS：對。 

TARYN：你可以選擇相信你確實有選擇。 

ADAMUS：但與其相反的是什麼？什麼是對立面？另一面會是什麼？大多數

人是怎麼生活的？ 

TARYN：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他們沒有權利為自己選擇，也沒有權利按照自

己的意願創造自己的現實。 

ADAMUS：嗯，他們有。 

TARYN：是的。 

ADAMUS：他們相信他們有權選擇煎餅或培根作為早餐（輕笑）。 

TARYN：對。是的。 

ADAMUS：而且他們認為他們有權選擇黑襪子或藍襪子，有權購買特斯拉或

雪佛蘭。哦，那個不算一個決定（笑聲）。所以他們認為他們有選擇的權

利，而事實上他們真的沒有。他們不明白選擇的真正含義。 

TARYN：是的。 



 

 

ADAMUS：他們在對自己撒謊，或者他們相信別人的謊言。但是選擇權，讓

我們再定義多一點。選擇權……？ 

TARYN: ……（她嘆息）你創造你自己的現實的權利。 

ADAMUS：是的。 

TARYN：所以，一旦你意識到你有選擇權，你就會意識到你有權利選擇什

麼…… 

ADAMUS：你有權選擇你想如何認同，正如我們之前所說，你也有權跳脫

它。 

TARYN：是的。 

ADAMUS：是的。有權——我們現在只是粗略討論一下，有選擇的權利。 

TARYN：好的。是的。 

ADAMUS：是的。好的。很好。我們再來二位，然後我們需要做一個簡短的 

merabh 並再喝一杯。 

LINDA：好的。我已經準備好了。 

SOHAR（男）：所以，權利——這與我們在文

字方面遇到的困難有關——但有權利有能相互

滋養的關係。 

ADAMUS：好的。那有多重要？如果我們在螢

幕上只能有十件事，那值得被放在上面嗎？ 



 

 

SOHAR：（停頓）我想是的。我覺得是值得的。 

ADAMUS：你有好的關係嗎？ 

SOHAR：我現在感覺有——我過去沒有，現在我越來越體驗它，就像，

哦，天哪，這太重要了。 

ADAMUS：嗯。它為什麼如此重要？ 

SOHAR：這樣我們就不會進入這些能量餵養的動態。 

ADAMUS：這是問為什麼關係很重要？ 

（暫停） 

這個星球上不是有一種信念，即是你必須處於一個關係中，並且通常你必須

是和一個人？那是低意識嗎？我猜我是在回答我的問題（Adamus 笑）。一

般來說，這個星球上有一種信念，那就是它必須是不同性別。有一種信念，

只有和另一個人。有一種信念，它必須持續到永恆。那就是地球上的意識，

而這正是你的光正在搖動的東西。也許這應該是現實的樣子，但不是我的現

實（Adamus 輕笑）。 

首先，你不需要關係，一旦你意識到這一點，然後你就可以自由地建立關

係。而且不管法律，不管社會規範，關係可以是任何東西。它們可以是任何

你想要的樣子。 

所以，這裡有一些真實的措辭，關於有最神聖的關係的權利的詩意措辭，要

從與自己的關係開始。這是最重要的關係。有權利與自己有健康的關係，然

後是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權利，只要他們是相容的。 



 

 

SOHAR：所以要與自己建立健康的關係，這樣你才可以與他人建立健康的

關係？ 

ADAMUS：是的。但是你和自己有一個健康的關係之後，你認為你會想要和

別人建立一個健康的關係嗎？好消息是在那時候它並不重要。然後你就可以

自由地建立關係。 

是的。請拿起麥克風。 

LINDA：好的。 

PEARL：謝謝。我認為當你與自己建立健康的關係時，分享快樂是很有趣

的。 

ADAMUS：是的！和其他人分享。 

PEARL：和其他人分享。 

ADAMUS：進去關係，離開關係。 

PEARL：是的（有些笑聲）。我是說……我是說…… 

ADAMUS：嗯。關於永恆的關係這件事……我的意思是，有些宗教在實踐這

一點。他們實踐這個。這些是大宗教，你們永恆地連結在一起。那是你正在

做的一個糟糕的誓言。你知道要撤消它需要什麼嗎？你知道我們需要雇用多

少天使來解除永恆的誓言嗎？哦，它太冗長、乏味了。 

PEARL：這不是關於那個，而是分享快樂而使快樂倍增。 

ADAMUS：是的。 

PEARL：這很有幫助。 



 

 

ADAMUS：好的，我想用超高意識來完全重新定義什麼是關係。 

PEARL：嗯嗯。 

ADAMUS：你知道，不僅僅是從人與人之間的角度看待它，還有一個更大的

定義——我們會將這個弄清楚措辭——關係是什麼。很多人把另一種關係放

在首位，其他的一切都在這之後。它們並不那麼重要，但一旦你擺脫了關係

病毒，它們就會很漂亮。是的。關係可以很漂亮。但是，如果你處於那種舊

能量中，那種粗糙的、具有感染力的關係能量中，它們就是垃圾。它們把你

從一世帶到另一世，它們將業力堆積如山，它們很可怕。我的意思是 ——我

是誰？我的意思是，你知道那是什麼樣子。但是，如果你突然對關係自由

了，那麼 “關係” 就會突然從詞彙中消失。沒有關係這回事。突然間，你

可以自由地在其他人中間享受你的自由。 

PEARL：有時與某人一起創作會使它變得更大，或者，更好。 

ADAMUS：我很抱歉地說，我和自己最開心（笑聲）。 

PEARL：我知道有時看起來是這樣。 

ADAMUS：有時，是的，我喜歡和我在靈性大師俱樂部的同伴以及你們待在

一起，但是關係的低意識是一個業力問題，並且確實佔據了這個星球。現在

它正在改變，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但我想在這裡放一張註解，讓我們在我

們的權利法案中，開始把關係重新定義。你有不再有舊的關係的權利，你有

沒有關係的權利，而那最終會給你帶來關係。類似的東西。 

好吧，再來一個，然後我們要…… 



 

 

VANESSA：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想知道

我將如何死去，我覺得能夠選擇我將如何死去

是一種權利。 

ADAMUS：謝謝！謝謝謝謝。那太重要了。隨

心所欲地死的權利或有尊嚴的死亡的權利——

有意識的有尊嚴的死亡。絕對地。人類現在死

去的方式是致命的（Adamus 輕笑；笑聲）。

這是卑鄙的，它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它太

可怕了，而且裡面有太多的恐懼。你會意識到，死亡是一個簡單的過渡。你

意識到它並不可怕，特別是如果你不相信天堂和地獄。這只是你正在做的事

情的延續。有能力來選擇和尊嚴的死亡是如此地重要。絕對能在前十名之

內。是的。這太重要了，反正你永遠不會真正死去。你留下了這個東西（身

體）—— 它的實際原子，但你可以把本質帶回。 

所以，有了這個，我們將把它帶入一個 merabh。 

LINDA：真的嗎？ 

ADAMUS：是的。我們將繼續發展此列表，我們將告知 Shaumbra ，所有

在線上的人如何可以參與。這將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來開發。我認為這是一

個年終項目。我們會繼續完善它。 

但是現在，讓我們把今天帶入一個美麗的 merabh。 

  

高意識的 Merabh 

（音樂開始） 



 

 

這真的是高意識的產物，更大的圖景，更大的視野。它實際上最終只是智慧

的另一個名稱。  

人們傾向於關注小事。他們不了解真正的能量流動，不了解他們自己生活中

真正發生的事情，更不用說地球了。 

實際上，很容易超越這一點，甚至超越頭腦的想法，進入高意識，更大的圖

景，關於地球上真正發生的事情。 

現在很容易說：“哦！看看人類對地球做了什麼，海洋正在上升，南北極正

在融化，蜜蜂正在死亡。看，可恥的人類，你做了什麼”。 

呃，你知道，這有點短視。大局是蓋亞(Gaia)正在離開，離開是因為是人類

照顧地球的時候了。 

這不是一件壞事。而且，你知道，當蓋亞離開時，事情會發生變化。也許蜜

蜂，它們會被別的東西取代。也許不需要蜜蜂了。 

也許地球變暖是淨化和改變的一部分，也許這一切都讓人們更加意識到人類

在這個星球上，他們需要關心它。 

也許高意識是最終人類會開始意識到生命和存在

不僅僅是只有物質身體和 3D 現實、森林、樹木

和鳥類，也許我們在這裡是有原因的。也許這將

幫助他們最終理解這最終全都是關於意識和能

量。 

我們現在離那個有點遠，有些理解，但你幾乎可

以用我們的高意識看到事情的發展方向。 



 

 

哦，這不是關於誰污染了什麼。這是關於認知我們在這個星球上注入了我們

的意識。我們在我們自己生活的、美麗的、美麗的生命力量能量的現實中。

就像在一個栽培盒裡，一切都在我們周圍生長，我們在這裡注入了自己，在

其中體現了自己，那就是真正發生的事情。 

讓我們不要擔心，哦，是否南北極已經融化了兩英吋。更多的是要了解我們

對地球的責任。 

高意識是關於真正意識到人類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不是被纏住。我看到

你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小事纏住了，說：“哦，外面太瘋狂了”。當然是的。

有很多變化正在發生。當然是很瘋狂。 

但是，你知道，這些變化是經由給地球帶來更多的意識、更多的光而促成

的，現在事情發生了變化，事情失去了平衡。無論是金融體系，還是健康、

醫療保健，這些都在發生變化。 

還是工作動態。看看兩年半內工作環境動態的變化。 

他們說，發達國家 25% 的勞動力離開了，說，“不再如此了”。我站起來

鼓掌。不再做這種有辱人格的工作，不再受到上司和老闆的虐待，不再如此

了。他們就是離開了。 

所有這些變化都在發生。順便說一句，在高意識中，看看發生了什麼。工人

們離開了。擁有餐館、小企業、製造廠的人都無助投降了，他們找不到工

人，誰來做這工作？ 

所發生的是這帶來了機器人，人工智能。那是它們要來做這項工作，現在是

時候了。為什麼人類要在低薪、低俗、低意識的工作上大汗淋漓？進入機器

人，進入人工智能。 



 

 

這是地球上意識發展的一部分。為什麼任何人要做有辱人格的工作？這就是

這裡所發生的事情。那是更大的圖景。 

不要陷入小事中。不要陷入政治和小細節。看看更大的圖景，地球將走向何

方。 

是的，現在這個星球上也有戰爭，但有更大的圖景。首先，第一可能會向人

類展示這整個戰爭和苦難的事情，啊，它已經過時了，是它該離開的時候

了。 

然後它也是大地本身，在土地上舊的、舊的、舊的能量，現在正在被釋放。

有時它會帶出非常古老的問題，無論是烏克蘭和俄羅斯，還是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不管是什麼，都是老問題。 

但是，在這個溝通非常迅速的時代，高意識將這個帶給每個人，人類說：

“我們已經結束這個了，我們不會再容忍這些戰爭，這種虐待”。 

讓我們，將你來到這個星球上的理由，你帶來那光，做個深呼吸。那會影響

變化的光，然後由人類決定如何使用它。 

但至少你做了你來這裡所要做的事，放光。那就是你在這裡的原因。 

而且，留在地球上和我們將進入下一個系列，您作為大師擁有某些權利，我

希望您認可某些權利。 

豐裕的權利。 

快樂的權利。 

健康的權利。 

能夠創造然後取消的權利。 



 

 

了解自己和靈魂的權利。 

笑的權利。 

隨時可以選擇將一切交給智慧的權利。 

記起你是誰的權利。 

選擇任何時間、任何方式離開地球的權利。 

清晰的權利。你有清晰的權利，很容易理解和吸收你生活中的任何事物，任

何能量狀況。清晰的權利。你有這個權利。 

你有權擁有自己的能量。它是你的。你對它有權利，沒有其他人可以干涉。

但是，您對此權利感到膽怯，“它真的是我的能量嗎？我需要做什麼？” 

你有權讓你的能量隨你所願地為你服務。 

這些是作為一個大師，作為一個體現大師，留在這個星球上的一些基本權

利。 

讓我們將此深吸一口氣。 

你有權擁有你的創造力、你的智慧、你的心靈和你的靈魂。它們不再是出現

在其他次維，而是在這裡。 

你有權隨時進入和離開現實。 



 

 

你有權利到你所謂的秘密花園，你自

己的地方，你可以在任何想離開一下

的時候去，只要你需要離開。你有權

去那裡，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沒有人

說：“嘿！回來。你必須照顧這個世

界”。不，你有權在自己內心保持安

靜。 

讓我們好好作個深呼吸。 

我們將繼續完善大師的權利。 

我們希望這些簡明扼要，這樣我們就

可以一起前進，這樣您就可以準確地

知道您有什麼權利，一個持續的提

醒。 

如果你願意，你有自由的權利。 

讓我們將今天所做的一切，將歡笑、幽默、對話、友情和回憶，一起深呼吸

進來。 

讓我們將了解一切都是美好的，深呼吸進來。 

我是主權領域的 Adamus。謝謝你（觀眾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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